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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約背景告訴我們：從舊約進入到新約，有所

謂「沉默的 400年」！就是從瑪拉基先知到福

音書之間，上帝 400年的時間不對選民猶太人

有任何的默示或啟示，這是以色列人屬靈上最

荒涼枯槁的 400年，幾乎使人窒息！ 

也許正是這樣的背景，當我們主耶穌顯現在世

人面前公開傳道之前半年，施洗約翰在曠野的

呼聲，猶如驚天閃電，撼動人心，百姓欣喜若

狂，如大旱之望雲霓，急奔約旦河外接受他的

洗禮！我們不禁要問：這個現象到底是「時勢

造英雄」，抑或是「英雄造時勢」呢？我們相

信兩種原因兼而有之！但更

重要的還是在於人；如果施

洗約翰不是一個預備好的

人，如果不是因為他向著上

帝有絕對的心志，相信帶不

出一個扭轉時代的事奉，他

也不可能成為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開路先鋒！我們今天就

來看施洗約翰，在他身上學

習莫忘初心、切慕愛主的榜

樣！ 

首先，我們在路加福音第一章 76到 77節以及

第三章第 1到第 6節看到：無論做父親的撒迦

利亞被聖靈充滿說豫言，或施洗約翰自己出來

公開的事奉，都清楚規範在他是我主耶穌基督

的開路先鋒，藉著他的事奉，使「凡有血氣的，

都要見上帝的救恩。」我們來看他如何不負所

託，行完一生榮美的路程： 

 

一，他的事奉，事奉果效（太三 1~6）： 

過去幾十年，我們聽說德國布永康弟兄在非洲

的事奉，有極大的果效，一場聚會通常超過百

萬人聚集；可是相對非洲的人口超過 10億，百

萬人聚集，這個比例其實並不高。而施洗約翰

的事奉，聖經的描述說：「那時，耶路撒冷和

猶太全地，並約但河一帶地方的人，都出去到

約翰那裡，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裡受他的

洗。」一個「都」字，點出人數之多、

比例之高，乃是三個地方的人，萬人空

巷、蜂擁而至，全部都到他那裡接受悔

改的洗禮。按照小說或證諸歷史，當下

的施洗約翰有絕佳的機會，大可以立地

為王，號令天下，誰敢不聽，誰敢不從？

但是他沒有！因為他知道他事奉的不是

自己的私慾，也不是自己的肚腹，乃是

主基督！所以雖然人潮洶湧的來到他的

面前，他仍然過著「身穿駱駝毛的衣服、

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如此最簡單、

能夠維持生命的生活而已！ 

 

二，事奉焦點，基督為主（約一 29~36）： 

一如上述，恩賜如此顯明、能力如此浩大的施

http://www.galilee.org.tw/


 - 2 - 

洗約翰，他的服事，在約翰福音第一章，我們

卻看到二個詞「次日」、「再次日」，他一而

再再而三的公開見證，這位拿撒勒人耶穌，就

是基督、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一位，

只有祂才是真正的救世主，是上帝自己；這種

宣告和見證，舊約以來的先知，沒有一個有如

此崇高的看見，施洗約翰是其中的第一人！再

有，不少人的事奉經過日子的洗滌之後，他常

常忘了自己是誰！一旦服事有果效，他可能自

己取代上帝的位置！感謝神，施洗約翰經過次

日、再次日，每一天他都不忘初心，知道基督

才是主，是他服事的對象！自己不過是一個配

角，只是一個僕人！ 

 

三，事奉謙卑，高舉基督（約一 37~39、三

22~30）： 

你有沒有看到哪一位作領袖的、做師父的，自

己訓練好的人才，拱手把他送出去，讓他去跟

隨別的師父、別的領袖！？施洗約翰就是這樣

的人，當他的兩個門徒聽見他不斷的見證拿撒

勒人耶穌就是基督的時候，兩個門徒選擇離開

他，跑去跟從基督的時候，他一點都沒有被衝

撞或者被遺棄的感覺，經文顯示，他乃是樂見

其成的喔！因為主基督正是他服事的對像，是

被他高舉的一位，他當然樂見自己的門徒跟隨

最棒的、最好的導師啊！ 

其次，當門徒很灰心、很沮喪的來告訴施洗約

翰「從前同你在約但河外，你所見證的那位，

現在施洗，眾人都往他那裡去了」的時候，這

種強烈的、比較的、酸溜溜的話語，並沒有摸

著約翰的心！他乃是回應說「若不是從天上賜

的，人就不能得什麼」，並且，緊接著從他口

中講出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句話，他見證基督說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人類很多不必要的

麻煩，常常是因為攀比的結果！施洗約翰不去

攀比，他只想到神、只想到神的主權，所以他

才能夠說「若不是從天上賜的，人就不能得什

麼」，並且他清楚知道，當他服事完、基督被

高舉的時候，就是他人生的尾聲，他要退居歷

史的舞台，主基督的真光要照遍環宇，因為「祂

必興旺，我必衰微」。 

 

四，事奉委身，至死忠心（約一 19~28；可六

14~29）： 

世界一旦看到你功成名就的時候，就不吝惜把

各種的光環都加在你的身上，也盼望跟你捱上

邊！我們看到法利賽人也是如此，他們差遣利

未人來追問施洗約翰，問他是不是他們等候多

時、呼求多日「願你裂天而降」（賽六十四 1）

的基督時，我很稀奇施洗約翰的回答，真是令

人拍案叫絕啊！他三次回答的內容是：「我不

是基督」、「我不是」、「不是」，意思是什

麼呢？意思是他很不耐煩法利賽人差派的神職

人員利未人的問話，不耐煩到一個地步，三次

的回答越來越精簡，表明他不屑回答，因為他

唯一要世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分，不過是開

路先鋒，不過是見證、不過是聲音、只為高舉

基督而已！ 

已經有了上述諸般的生命特質，施洗約翰面對

權貴斥責其非，可能會帶來殺身之禍的時候，

他也絕對不懂明哲保身、噤若寒蟬，他一定要

本諸聖經，指陳其中的錯誤！所以，當我們在

馬可福音第六章 14到 29節看到施洗約翰被砍

頭，也是必然的下場了！面對希律王的淫亂，

約翰不能不講話，因此他被下在監裡了！正是

「報仇三年不晚」的情況下，那淫亂的女人、

狠毒的女人希羅底，不要土地、不要金銀財寶，

只要施洗約翰的頭，大有能力的先知，就此隕

落！這件事給我們最大的影響、最大的批判、

也是最大的提醒，記得：對有權柄的人講真話，

不是虛與委蛇唯唯諾諾！ 

 

五，事奉信息，直指人心（路三 7~14）： 

施洗約翰對那些要來接受洗禮的人上一堂精彩

的造就班，他的內容一點都不委婉，不只非常

的直白，並且是非常的嚴厲，結論就是一句話：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凡不

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他對三

種人說話：「眾人」、「稅吏」和「兵丁」；

我們可以按照這個講道繼續造句下去，我是「醫

生」、「護理師」、「廚師」、「老師」、「學

生」、「肉販子」、「理髮師」------，應該

如何結出果子，見證主名的榮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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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奉軟弱，主的稱讚（太十一 2~18；賽四

十二 3）： 

連施洗約翰也有軟弱的時候！就是當他坐監的

時候，打發他的門徒問主：我等候的彌賽亞就

是你嗎？主耶穌不僅沒有責備他的軟弱，反而

堅定他的心志，更公開的告訴四周的人說：「凡

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

的」；不僅如此公開稱讚施洗約翰的服事，之

後，主耶穌並把自己所做的和施洗約翰所做

的，並列相提，這是何等大的恩寵啊！原來，

在這之前七百多年，先知以賽亞的聲音，已經

預先告訴我們主基督的作為：「壓傷的蘆葦祂

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我們的主是

如此厚愛施洗約翰！當然，也必包括今天所有

忠心事奉神、愛主的人，祂也樂意如此的替我

們站台！ 

 

七，尾聲，對照與光照： 

中國儒家被孔子稱讚的顏回，和孟子口中稱頌

的「大丈夫」，也許可以沾上一點邊來對照施

洗約翰的作為吧： 

論語•雍也：「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指顏

回的生活雖然清苦，卻以追求聖人之道為目

標，仍然樂意選擇安貧樂道的生活。孟子•滕

文公下，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顏回的生活，和孟子口中「大丈夫」的條件，

施洗約翰不僅完全付諸實行，並且他人生的座

右銘是「祂必興旺，我必衰微」，人心四百年

的乾旱，切望雲霓落雨的時候，他把人帶到基

督裡，使人心得到滋潤、得到滿足！他的一生

就是「莫忘初心，切慕愛主」，所以他能夠高

舉基督、見證基督、傳揚基督、榮耀基督，把

人心奪回歸向主！盼望施洗約翰的生命，成為

你我的生命！阿們！ 

 

 

2022-0519 靈修 QT                        文/建言

1經文 哥林多前書 9：13~18 

 

2今天領受的經文 

哥林多前書 9: 19 

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

的僕人，為要多得人。 

   

默想經文 

保羅在經文中說，他是自由，無人管轄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自由所代表的是，上帝賜予給我們選

擇的自由，上帝會透過聖靈提醒我們，但是不會

干涉我們選擇的權利，就如同經文當中的保羅所

提，他可以選擇要傳福音給哥林多教會，也可以

選擇不傳福音。 

 

即便是傳福音中有許多的不易與不確定，保羅還

是致力於天父要我們行的旨意，誠如經文所說的

甘心做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 

 

將經文帶到我們現在的生活當中亦同，當聽到瑋

廷說陸官教會意象的時候，也請我為事情代禱

時，我也可以選擇不為過自己的生活，但是當時

的我放下因藥物昏昏欲睡的身體，專注於和主的

禱告上面，因為這陸官教會的意象，是天父的心

意，也代表著這件事情即將要開始，路途當中會

有許多未知的挑戰等待我們，但是既然如傳福音

一樣，是天父的心意，希望陸官教會能多得神的

子民，做為愛人愛神的僕人怎麼能不為之呢? 

 

如同傳福音與事奉的工作，這些事情同樣有許多

不易，但我們因著天父得著了拯救，我們見證了

天父的動工和奇蹟，這樣的珍寶，當然要與他人

同享。記得瑋廷也常常與我分享，基督的生命並

不是自己過好自己的生活，乃是因著主的恩典感

動身邊的人，帶領屬靈的新生命越來越像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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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 為國防部邱部長，陳參謀總長等高層將領禱告，祝福他們為國軍制定正確的政策、方向，帶領 

  國軍恢復榮耀形象。祝福每單位的基督徒都可以2-3人用line彼此代禱，也為單位祝福代禱。 

 

◆ 111年夏季退修會，大會主題：榮耀與傳承。時間：6/25(週六)，約50人參加(如部分附圖) 

 
 

◆風嶺團契: 

  畢業的林凱揚學長，為鼓勵學弟妹喜好讀經，全國社青讀經營，他希望宣傳給大家，有軍校生學

弟妹參加，他願意負擔1位全額奉獻。 

   

◆ 黃埔真愛團契: 

   為了現在的門徒可以持續被建造；以及繼續去帶門徒，也求神預備願意成為門徒的人。 

      ◆方舟團契： 

 為海官學生團契有定期的聚會。新的學期方舟學生團契有新學生加入，並開始新的團契聚會。 

       

      ◆羔羊團契: 

       在團契各年級學生中，求興起愛主的基督徒，也穩固每個人靈修生命！ 

 

◆ 風嶺團契： 

為團契有更多基督徒學生加入團契禱告。 

  

◆ 彩虹團契： 

 求神興起各年級基督徒渴慕的心，也為新生的基督徒能進入團契一起聚集。 

  

◆ 積穗團契： 

 求神復興管院團契，祝福團契穩定有新的團契主席。 

      ◆種仔團契： 

        為學校團契可以重返校園聚會代禱，求神顧念學校這些國、高中生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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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關懷消息  

 

醫治     

     1.為懿宣姊妹禱告：感謝神，媽媽的乳癌回診檢查指數都正常，求神全然醫治，恢復健康。 

     2.為泓智弟兄禱告：本月份因腎結石而住院開刀手術，求全能的神保守術後的全然康後。 

     3.為宗煒弟兄禱告：七月份規劃回診檢查，求神保守目前一切復健醫療，早日康復，指數正常。 

4.為鎧伊弟兄禱告：近日因為工作勞累，發燒疲倦，求主耶穌釘痕的手親自施行醫治。 

     5.為志忠弟兄禱告：全家人都感染確診，其中女兒因發燒多日，在奇美醫院住院治療求神看護。      

 

家庭 

6.為孟杰弟兄禱告：妻子欣妮姊妹懷孕預產期為七月份，求神保守懷孕至生產過程一切順利。 

7.為文舜弟兄禱告：預計7月9日結婚，在主裡成家，組成一個敬虔基督化軍人家庭。 

8.為健華弟兄禱告：因為照顧小孩的需要，近期妻子及小孩將搬回基隆，求神顧念這軍人家庭。 

9.為武駿弟兄禱告：己在淡水找到租房處，妻子詩儀將報考台師大博士班，請大家為他們代禱。 

   10.為章樸弟兄禱告：其妻子汝欣姊妹，結婚多年想要一個敬虔的後裔，求神賜下美好的產業。    

工作 

   11.為育賢弟兄禱告：軍校畢業後，分發至桃園地區某單位，求神祝福並得地為業。 

12.為慕迪弟兄禱告：近期學校畢業後，分發至一個非常講求專業，求神提昇相關本職學能。 

   13.為鈺鈞弟兄禱告：官校畢業後，求神保守下個階段的學習，靠著神完成從軍初心的夢想。 

   14.為有賢弟兄禱告：目前正在基地訓練，預計9月份退伍，求神保守退伍的生涯規劃。 

   15.為正威弟兄禱告: 計劃8月16日退伍，請為之後的道路代禱，願合神心意，蒙上帝喜悅。 

   16.為中欣弟兄禱告：月底適逢為碩士班的期末測驗，求神賜下智慧的靈，保守學習的效能。   

   17.為立名弟兄禱告：單位目正接受基地訓練，請禱告單位基地任務拿到績優，增強單位戰備戰力。 

   18.為庭瑜弟兄代禱: 受訓後，分發南部某專業基地，求神在新職務祝福，在工作得著長官的肯定。 

   19.為郁羚姊妹禱告：六月份順利完成在職碩士班研究所畢業考試，懇求生命的主引導未來的日子。 

   20.為明峻弟兄禱告：研究所畢業後分發至北部單位，原本計劃的婚期因疫期延後，求神預備時機。 

   21.為基禎弟兄禱告：六月底因工作至美國出差，請為此行出入行程，一路平安蒙神保守禱告。 

   22.為鼎鈞弟兄禱告: 目前正在南部某地聯勇訓練，請為單位演訓平安，提昇戰力完成演訓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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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11年05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111,400 
 

聖工支出:       109,681 

    人事費        ： 72,100 
   事工費        ： 25,035 
   行政雜支      ： 12,546 
           代轉奉獻  ：    11,500   

蔡哥代收奉獻:   1,500    
程玉代收奉獻:   3,000 
石開代收奉獻:   2,000 
毅弘代收奉獻:   5,000 

    

   備註  

《05 月奉獻徵信》                                           

高振航  2,000/張華威  2,000/ 王智億 1,000/姚光華 1,500/  

主知-鑫20,000/林章僕    500/ 沈立忠 3,000/盧煥淞   500/  

陳榮章  1,200/李武耀    500/ 黃頌晨 1,000/羅耀琳   600/  

廖石開  4,000/游重山    700/ 葛瑞絲 2,600/陳美聿   500/  

范美翠  1,000/張孫健    500/ 劉毅弘 4,000/主知-安  300/  

游子雯  1,000/王為軒    500/ 白淳仁 1,000/吳庭志   500/  

王平康  2,000/李銘偉    500/ 陳昶翰 1,500/顧家安   700/  

李盈碩  1,000/徐文章    300/ 主知-鑫1,500/謝懿宣   500/  

陳湘君  1,000/莊紀源  2,000/ 陳楷麒 1,000/余宣佳 1,000/  

譚唯勤 20,000/陳宜韻  2,500/ 陶國禎 1,000/蕭麗娜 1,000/  

黃基禎  1,000/馬榮吉  1,000/ 陳志文 3,000/李漢強 1,000/  

零俊傑  3,000/ 廖中天 1,000/ 董顯康 3,000/傅嘉智 2,000/  

主知-華 8,000/  

台南聖教會 5,000/台北錫安堂 2,000/   

 
 
※《為法詢專案》 
  

加利利傳道會111度預算及募款進度                     

年度預算 已得之奉獻 百分比 尚差金額 

2,500,000 951,700 38.07% 1,548,300 

 

 

                        

1. 郵局劃撥帳號：1514 6314 (需到櫃檯寫劃撥單)  

奉獻戶名：基督教加利利傳道會   

 2.★ATM 轉帳★︰ ATM 轉帳:合作金庫(銀行代碼 006)，帳號 0080-717 402 620 ( 13 碼) 

轉帳後煩請來電 2913-7225 告知 a.姓名、b.奉獻金額、c.轉帳後 4 碼，謝謝您! 

您可以為加利利傳道會奉獻： 

(1) 每月收入的百分之一(2)每年的年終考績獎金的十分之一(3)為事工感動奉獻   

 (4)十一奉獻(12月中一個月)  

 

羅馬書 15: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