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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施洗约翰的心志
2018

年二月 2、3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欢
段：欢迎你来
迎你来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
第二时段：敬拜赞
段：敬拜赞美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面、
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事项祷
告。（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宣教单位：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请洽教会。）
教会事工
弟兄特会，请报名的弟兄准时参加。
日光节约时间开始，请将时间调快一个钟头。
小组长双月会
新来宾：
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或亲朋：
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为
工程祷告：主体两面巨墙的钢铁结构及屋顶上铁片
架设已完成，接下来会灌两层水泥，两层水泥中间加一层隔音吸板，
求主赐给好天气得以完成，并保守施工工人安全及各个工程顺利完成。
第三时
第三时段：话语
段：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钟 以分享讨论
以分享讨论应
讨论应用神的话
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1. 回应主日信息 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想是什么？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2. 请分享本周你的生活见证，如祷告蒙应允，病得医治，实践神的话语
等等。（请尽量保持在 分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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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效法施洗约
：效法施洗约翰的心志
经文：路加福音 3：1–20
背诵经文：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
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
火给你们施洗。（路 3:16）

路加是经过详细考察才写出福音书，所以他很详尽的写出当时与耶
稣一生有关的政治和宗教人物。提庇留是罗马皇帝，在位第 15 年
大约是主后 28 年。本丢彼拉多是将耶稣钉十字架的犹太巡抚，希
律是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将施洗约翰下到监里；他兄弟腓力是作以
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聂作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
那本来是大祭司，但被罗马政府革除，改派他的女婿该亚法作大祭
司，他们也是审问耶稣的大祭司。（路 3：1-2a），本周我们要从
第三章中查考施洗约翰的工作，如何应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让我
们一起效法施洗约翰的心志，顺服神的话，有胆量宣讲神的道，谦
卑自己，高举基督。
一、施洗约
一、施洗约翰顺服神的话
服神的话（2b2b-6）(请先读 v.2 -6 再读下文)
A. 施洗
施洗约
约 翰 领 受神的话
受神的话 （ 2-3 ）：神的话没有临到在当时宗
）：
教地位最高的大祭司，反而临到在旷野里祭司撒迦利亚的
儿子约翰。约翰是神拣选要为主做开路先锋的，天使早已
向撒迦利亚宣告约翰的出生和他的特质与使命（参考
1/12/18 小组查经材料）他领受神的话，从旷野来到约旦河
一带，宣讲悔改的洗礼，为耶稣的工作预备道路。约翰的
使命是要宣讲神的国近了，以色列人要认罪悔改，才能使
罪得赦免。接受水的洗礼，代表真心悔改的行动，保罗称
它为约翰所行悔改的洗，与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的意义不
同。（参考徒 19：1-5）
B. 施洗
施洗约
约 翰 应验神的
应验 神的预
神的 预 言 （ 4-6 ）约翰在旷野发声，领人悔
改，应验旧约以赛亚的预言：「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
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
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
改为平坦！」（赛 40：3-5）以色列大多是丘陵地，有大
小的山岗和弯曲高低不平的道路，要填满，削平和修直是
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从属灵的层面来看，约翰的使命是要
削平人心中的罪孽，除去人心中不信的障碍和拦阻，预备
人心来迎接基督的来临，只有在神的手里，才能应验先知
以赛亚的预言。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要为耶稣基督这位弥
赛亚君王的来临铺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看见基督所带
来的救恩。
讨论问题 1： 你是否因为
你是否因为人的一句好话
人的一句好话而改变
而改变了你？（破冰
了你？（破冰题
？（破冰题）

讨论问题 2： 施洗约
施洗约翰是如何顺
翰是如何顺服神的话
服神的话？神要他做什么样
？神要他做什么样的服
事？（
事？（观察题）

B. 施洗约
施洗约 翰 为 主的道受逼迫（18-20）：那要来的基督是大
）：
有能力，约翰是用水给众人施洗，这只是悔改的洗，预备
一个人来迎接基督和接受他的洗礼。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
们施洗。乃是当我们罪人全然相信基督，接受耶稣进到心
里，成为神的儿女，并领受圣灵的能力，成为一个全新的
人。火是有炼净的功能，因着圣灵的能力与火的炼净，不
只洁净我们，也使我们有能力远离罪恶，活出一个更像主
基督的生命。施洗约翰特别用当时农业社会收取麦子的事
情来警戒那些不肯悔改而自以为义的人，将来要被分别出
来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对众人传讲福音，劝百姓悔
改，同时也勇敢的指责当时的分封王希律在他兄弟还活着
的时候，娶了他的妻子希罗底所犯的奸淫罪，和其他一切
所行的恶事。他被希律下到监里，
， 为基督的缘故遭受逼
迫。

二、施洗
、施洗约
、施洗约翰大胆
翰大胆的宣讲
的宣讲神的道（7-14）：(请先读 v. 7-14 再读下
文)
A.

B.

施洗约
施洗约 翰 斥 责 那些自以为义
那些自以 为义的人
为义的人（
的人（ 7-9 ）：很多犹太人，
）：
听了施洗约翰的道，出来接受约翰的洗礼，但是约翰反而
斥责那些自以为义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太 3：7）要他们真实的悔改，而且行为要与悔改的心相
称，否则将难以逃脱将来的审判。不要以为依靠着亚伯拉
罕子孙的名义就可得救称义，神甚至能够让那些与亚伯拉
罕无关的外邦人兴起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再不悔
改，神的审判已经来到，随时会发生，像斧头放在树根
上，凡是不能结出好果子，没有用处的，就要连根拔起，
从根部被砍掉丢在火里。
施洗约
施洗约 翰教导
翰教导 他们 要结 出悔改的果子（1010-14 ） ：众人问
约翰当如何行，约翰就教导他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应当
怜悯人，以爱心去帮助穷乏人；当官的税吏要照实收税，
诚实不可贪心。当兵的不要滥用权力，以强暴待人，不要
贪取不义之财，也不要讹诈人，应当知足，不能伤害别
人。

讨论问题 3： 施洗约
施洗约翰责备的重
责备的重点
的重点是什么？他为
是什么？他为什么那么严厉
什么那么严厉的
严厉的责
备他们？他要他们
？他要他们如何结
如何结出悔改的果子？
（观察应用题）
三、施洗约
三、施洗约翰谦卑的高举
卑的高举基督（1515-20）：(请先读 v.15-20 再读下
文)
A.

施洗约
施洗约 翰高举
翰高举 要 来 的基督（
的基督（ 1515-17 ） ：百姓看见施洗约翰
所做的，众人都猜疑，以为他就是那要来的基督，但实际
上约翰并没有高举自己，而是将那身份地位远高过他的基
督介绍给众人。约翰说我只是用水为你们施洗，但有一位
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犹太人
的习俗，客人进到家中，仆人要为客人解鞋带和帮人洗
脚，除去灰尘。约翰谦卑自己的身份连仆人都不如。

讨论问题 4： 怎样看出施洗约
看出施洗约翰的谦
翰的谦卑和胆
卑和胆量？我们从
量？我们从他的身上有
们从他的身上有
何学习？
学习？（观察应用题）
讨论问题 5： 请思想在本周内
思想在本周内如何能结
如何能结出一个
出一个与悔改相称
与悔改相称的果子？
（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祢！祢差遣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成为
人的样式，并兴起施洗约翰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除去人心中的障
碍和拦阻，看清他们的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接受悔改的洗礼。让
我们效法施洗约翰的顺服、谦卑、和胆量，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传
讲得救的恩典，当面对恶事时，能够勇敢的站出来，指责罪恶。也
帮助我们能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见证主耶稣的名。感谢祷告奉
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第四时
第四时段：祷
段：祷告服事（10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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