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福音為中心的信仰 3- 

作真正的自己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蕭祥修牧師安息主懷」 
   台中旌旗教會主任牧師蕭祥修於四月 17日 11時 30 分復活節當

日安息主懷，在這別具意義的一天蒙主寵召，與主耶穌在天上一同

復活。他一生活出愛神榮神的典範，正如他生前最後一本著作「竭

力愛神」一樣，即使得知罹患罕見疾病、面對病痛折磨，他仍堅定

的告訴大家，永遠不要懷疑神的慈愛與信實！ 他常說「不要問為

什麼！ 神的旨意永遠高過我們的，祂知道祂在做什麼，有一天我

們會明白…」修哥對神堅定不疑的信心，令在場所有人為之震撼與

動容，面對身體的軟弱、生命的苦難，他毫無畏懼且真真實實的活

出對神的摯愛與信靠。 

  在父親生命見證的耳濡目染下，基督信仰從小就深深扎根在修哥

心中（長老教會出身長老），他相信人唯有認識倚靠耶穌，生命方

能得到祝福與翻轉，因此，廣傳福音是他一生的心志，從大學時代

與三五好友組成假期之聲佈道團、旌旗使命團、到 1995 年建立旌

旗教會；從剛開始只有 13個大人、5 個小孩在自家客廳的主日歡

慶，截至近日，旌旗教會實體含線上教會已經跨足全球 18個國

家，有 40個分堂點，會友達上萬人。 

旌旗會友朗朗上口的旌旗教會異象：「旌旗教會將從台灣差派

出成千上萬的宣教士，是一支龐大而強勁的宣教軍隊…在各處建立

剛強榮耀的教會…。」這就是修哥一生的志業；修哥常說：「你不

相信沒關係，我相信就好！」他對神一生信靠，甚至常說自己對神

就是有「信心肥大症」，因著信，神帶領他一生打下許多美好的

仗，完成許多人眼中的不可能任務。 

蕭祥修牧師有次在獻堂禮拜中分享主題經文，【帖撒羅尼迦後

書】第 1章 11-12節，勉勵教會竭力愛神、竭力完成大使命，「只

要有願意的心，並且相信神，祂就能動工！」這就是他一生的寫

照。 



對我而言，蕭祥修牧師出身為長老教會的長老，一生活著自許為

「問題的解決者」，不活在抱怨中。活出聖靈的新我，是真正作自

己的模範。擁有的是「使徒殉道」的精神來愛神服事神，令人十分

懷念。 

 

一、思考的爭點： 
1. 我們如何面對死亡的課題，這一生我們能夠活出真正的自己

嗎，發揮上帝所給恩賜與使命嗎？ 

2. 我們是否學習施洗約翰精神，「主必興盛，我必衰微」聖靈新

我，來榮耀主嗎？ 

 

二、經文: 馬太三 1-12 
3:1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 

3:2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3:3 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他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

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3:4 這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 

3:5 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並約旦河一帶地方的人，都出去

到約翰那裡， 

3:6 承認他們的罪，在約旦河裡受他的洗。 

3:7 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就對他們說：

「毒蛇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 

3:8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3:9 不要自己心裡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

們， 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3:10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

在火裡。 

3:11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

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

洗。 

3:12 他手裡拿著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裡，把糠用



不滅的火燒盡了。」 

 

經文背景 

   施洗約翰的父母聽從天使的話來教導約翰成為屬靈、簡樸的拿

細耳人；約翰順從父母教導，因而明白自己的角色。從馬太福音十

章 10～11 節可見，約翰之所以不落入嫉妒的試探，在於他清楚上

主呼召他成為「開路先鋒」和「伴郎」角色。先鋒的角色是「為別

人鋪路」，當他完成使命就心滿意足了，不會為別人比他出鋒頭而

難過。伴郎的角色則是「迎接新郎」，當新郎來了，眾人焦點都在

新郎身上，他也不難過，因他的角色是服事新郎。 

施洗約翰品格高潔，許多人崇仰他，要做他的門徒，他卻謙卑

地說：「在我以後來的那一位……比我偉大多了，我就是替他提鞋

子也不配。」約翰實在是個有正確信仰，清楚自身角色，又謙卑與

上主同行的人。他擁有信仰生命，並不裝模作樣顯出鄙視世人的態

度，過著簡樸而不乏味的生活。他是個有信仰的人，因為他不辜負

上主和人的託付，且忠於自己的角色。 

施洗約翰活出自己的特色。施洗約翰修了耶穌的道路，走的

「非主流」的信仰路線-苦修與悔改，當時信仰的主流路線是到聖

殿敬拜，獻祭贖罪，透過儀式與上帝連結好的關係，但是施洗約翰

不認同這樣的方式，他認為敬拜、獻祭是不夠的，唯有悔改洗禮認

罪才可以與上帝有美好的關係，施洗約翰認為透過洗禮，在上帝面

前懺悔才能真正與主連結，這個想法在當時受到很多人的認同，於

是跟隨他，施洗約翰的門徒後來成為耶穌的門徒；施洗約翰因為

「公義指出其亂倫」得罪希律王，施洗約翰被希律所斬(六 14~29；

太十四 1~12；路九 7~9)，這也是他殉道最美的過程。  

 

三、啟示 
（一） 清楚自己角色-預備主的道路 

3:1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 

3:2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3:3 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他說：「在曠野有人聲喊



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太三 1-3） 

約翰知道自己只是開路先鋒，不是主角；是曠野的人聲，不

是真理的本身；是僕人，不是主人。讓我們也效法約翰，清楚知道

自己的角色，守住自己的本位，不讓人高估，也不容人低估。上帝

造我們並賜尊貴為冠冕，願我們能永遠在祂面前謙卑享受這份榮

耀。約翰說：「我不是基督；我不過是奉差遣做他的前驅。……他

必定興旺，我卻必定衰微。」（約翰福音三章 28～30節）施洗約翰

的一生，單單尊主為大；這是我們要學習的模範。 

施洗約翰所傳講的內容，並不是多麼高深的道理，反而非常讓

人容易理解。他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也就是說要想

進入天國，我們首先需要做的是悔改，不悔改的人就不能進入天

國。施洗約翰來到曠野傳講悔改的訊息。悔改是指我們必須有一個

徹底的轉變──從自我中心而來的罪，特別是面對法利賽人內外不

一致的問題，例如說謊、欺騙、偷竊、仇恨、責罵和姦淫等等，轉

向相反的方向，也就是按著神的指示去生活。轉向神的第一步是認

罪，只有神可以除掉人的罪，他並沒有期望我們自己先有潔淨的生

命，再去他那裡。 

悔改單單是內心裏面的改變，還需要有行爲上的改變。【馬

太福音 3:8】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真正的悔改

「悔」是指我們內心裏面的改變。「改」是指我們行爲上的改變。

「悔改」是指我們的內心裏面與我們的行爲上都發生了改變。 

 

（二） 分別為聖-活出真正自己 

3:4 這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

蜜。 

3:5 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並約旦河一帶地方的人，都

出去到約翰那裡， 

3:6 承認他們的罪，在約旦河裡受他的洗。 

3:7 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就對他們

說：「毒蛇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 

3:8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馬太三 4-8） 



 

我們從神使者的預言中可知:施洗約翰是神的應許之子，一生

歸神作拿細耳人。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

蟲、野蜜。約翰不僅出生特殊，他的生活也特殊，人都住在溫暖舒

適的家裡，他卻住在曠野；穿著樸素簡單: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

皮帶；食物也特殊:吃的是蝗蟲、野蜜，都是純天然產品。他過著

敬虔聖潔的生活，恪守拿細耳人的條例。 

神的原意是要讓人人都能參與事奉，達到「全民祭司」的理

想；在舊約時期，卻先揀選亞倫的子孫與利未支派，來專門事奉

祂。神仍替一般的百姓著想，讓他們也能從事榮耀的事奉工作；拿

細耳人（nazirite）一詞的希伯來文名詞譯音是 nazir。在《創世

記》中論及雅各對約瑟的祝福，nazir 被譯為「與弟兄迥別之人」；

有些地方譯為「頭戴冠冕的王子」。祭司頭上要戴冠冕，表示他們

是歸耶和華為聖（出二十九 6，二十八 36-38）；而拿細耳人要蓄長

髮、不剃髮，是帶有獻身歸神為聖的意味。拿細耳人的希伯來文動

詞譯音是 nazar，意思是「分別」，帶有「禁絕」之意，與拿細耳人

禁忌食物的誓願有關，拿細耳人是特別立誓禁戒並獻身與神的人；

按照猶太人的法典《米示拿》規定，他們離俗歸主的時間最少為

30 天。在此期間，應禁戒事項有三：1.禁戒葡萄和葡萄製品 2.不可

剃髮 3.要遠避死屍。拿細耳人要蓄長髮，他們的頭髮在神的眼光

中，就好像祭司的冠冕一樣；這些人在神眼中，是與祭司的地位一

樣尊榮。雖然不是人人都能做祭司，只有亞倫及其男性後裔才可

以；但不論男女，不分支派，任何人都可以許願做拿細耳人，獻身

事奉神。 

施洗約翰知道自己的位分是給耶穌作見證，他如一盞點著的明

燈，照亮黑暗的世代，約一:19-28記載了施洗約翰爲基督所作的見

證，他傳揚天國的福音，爲主預備合用的百姓。他謙卑虛己，反而

因此活出真正的自己。讓人聯想到有關心理學家阿德勒學說:「讓

人討厭的勇氣」（日本人所寫）。不求做個完美的人，而是接受不完

美的自己。人只有在覺得「自己有價值」時，才會感受到「貢獻

感」，才能夠擁有勇氣。重要的不是天生擁有什麼，而是如何活用



擁有的東西。讓神掌權，我們才能真正找到自己。 

 

（三）「主必興盛，我必衰微」的生命態度 

   【馬太福音 3:11】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

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

與火給你們施洗。他手裏拿着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

里，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施洗約翰的見証，就是不畏死的生活，無欲則剛，當把生命置

之度外時， 

對很多的事情就不害怕，就會勇敢去做，無論何種職位、身份、地

位都可以用生命來見証主。一生就是為主來做工，不是榮耀自己，

而是榮耀神。保羅在牢獄中乃要見証主，腓立比書一:20 說「照著

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

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所以，不管別人眼光看我

們有多麼卑微，我們的一生就是為了要榮耀主。約翰十:40-42 「約

翰一件神蹟沒有行過，但約翰指著這人所說的一切話都是真的。」

施洗約翰最大的影響力是他願意犧牲的信仰，雖然他沒有行很多神

蹟奇事，可是他本身就是一種神蹟，單單為主來活。「他必興旺，

我必衰微」約翰福音三章 30節-這是施洗約翰的名言。 

在 150年前，馬偕醫生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最重要的人物，那

個時代有很多宣教師願意來台灣宣教，那個時代成就一個重要神

蹟，就是馬偕很成功在台灣傳福音，在淡江中學有淡水外僑墓園，

總共葬了 74個外國人，裡面最多的是宣教師，因為當時國外宣教

師長途跋涉坐船到台灣來，有些人在途中就病死，為主宣教犧牲生

命。我初聽到這樣的故事心裡很驚慌，為主宣教是很美的事，為什

麼會有這樣的下場，但雖然是這樣，令我更吃驚的是，那個時代仍

有更多人願意這樣做，他們只有一個信仰，就是單單為主死。我才

明白，原來一個世代能成就上帝國大事，背後總是有一批「現代拿

細耳人」為主打前鋒，不怕死、不要命地奉獻犧牲才行。 

 

四、自己的感受 



    在古代，有些拿細耳人許了特別的願，遠離世俗，專心的事奉

神。而今日的基督徒是屬靈的拿細耳人，我們受洗歸主後，不再屬

自己，乃是屬基督。因此保羅勉勵我們說：「將身體獻上，當作活

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十二 1）。我們當將自己獻上，全然的事奉神，相信會得著祂

的祝福：「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

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民六 24-26） 

   近日在懷念蕭祥修牧師，加上上週日二二八家屬突然造訪我們

教會，在介紹蕭朝金牧師的生平時，自己就聯想到「使徒性殉道」

的精神與論述。我認為以福音為中心的信仰，就是能找到真正的自

己，如同施洗約翰一般，成為「現代的拿細人」，現代意義的要求

⑴任何願意歸耶和華神為聖的人（無分階級）⑵不被除了神以外的

任何事物掌控（戒酒）⑶歸神的憑據在他頭上（留長髮）⑷為了順

服神，立志過分別為聖的生活（避死屍）。 

    香港 611教會復興中有一個很大的擴充，他們需要有更多的人

來分別為聖，並且成為一個拿細耳人，不過是需要人的自願，不可

勉強的，因此，求主來幫助。到底 611 是一間怎樣的教會呢？神讓

他們看見一件事情，就是 611是一間拿細耳人的教會，我們是被獻

上的。現代拿細人的生命狀況就如有個主教禱告詞說:「主阿，請

收納我的整個自由，請接受我的記憶、理智和整個意志。凡我所

有，皆祢所賜，我今完全奉還，憑祢任意措置。只求賜我，聖愛保

守，我即富足，別無他求！」 

 

五、結論 
我們是否願意像施洗約翰過「現代拿細耳人」生活，單單為主來

死，單單為主來活，一生都要榮耀主，這也是真正作自己。若是願

意這樣，主會透過這樣的心思意念讓我們成為祂美的見証。 

正如哈巴谷書 3:17 -18「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

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

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我們就不會受到環境

的綑綁與限制了。 



倪柝聲曾見証說:「受苦的心志如果是有限的，我們給人的祝福

也是有限的」，求主幫助，我們是否願意作「現代拿細耳人」？讓

我們成為上帝的見証者。也讓我們一生都是為了「討上帝喜悅」、

「榮耀上帝」努力不懈！ 

 

討論題綱： 

1. 你想過自己在教會的角色和位置是什麼，是否願意作「現代拿

細耳人」？ 

2. 耶穌有住在你心中，並且是擺在重要的位置嗎，是否願意為主

而活？ 

 

代禱事項： 

1. 求主耶穌進住我們的心，作真正的自己，好讓我們能抵擋這世

代許許多多的迷惑。 

2. 為弟兄姊妹在教會與小組盡職服事，「主必興旺，我必微」，代

禱。 

 

祈禱文： 

主啊！這背逆的世代，魔鬼如獅般吞吃我們，求祢看顧我們這些軟

弱的子民。求祢進入我們的心，我們要將心打開迎接 成為我們生

命的主宰。奉主的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是否願意參與小組聚會、幸福門訓與 rpg禱告，回應主愛服事

神？ 

2. 在疫情下，為會友身體以及台灣現狀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