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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 

因为你是这样的一位神，因为你所做的一切，我们的心、口及生命都以感谢来回应。 

我们也因为你的话（圣经）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 

谢谢你为我们保存了你的话。 

请帮助我们所有人——不管是熟习圣经的老基督徒，还是对基督教信仰感到好奇的人，还是对圣

经不太了解的人，甚至是我们中那些不喜欢圣经，希望圣经不存在的人。 

请帮助我们所有人今天早上能听你对我们说的话。 

帮助我们所有人明白你的话。 

帮助我们所有人来回应你的话。 

我们请求这一切是奉耶稣的名。 

 

大家或许知道，明天就是劳动/工作 节。上个星期天我谈到了工作和劳动，也试着将其与属神的

职业及神的“工作”——即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联系在一起。 

 

当然，明天过后就是九月八日星期二了。对我们中很多人来说，后天也是“返校日”。 

 

画面一：返校！ 

我们 Nelson Ave 教会中既有学生，又有教师，还有在学校及教育机构中做行政支持工作的员工。 

我们中有人在这个秋天将开始新的教书工作。也有人从事教书或其他教育工作已经有了 10、20、

30 或更多年。 

我们中有人将第一次当学生——今年第一次上幼儿园。另一些人将继续 PhD 的学习（或许已经当

学生当了比 20 年还久！？！） 

因着这个一年中的重大事件，我想在今天早上和你们谈谈学校、教育及学习。 



所以，首先，我想对返校的人们说几句话： 

1. 对你们中不想返校的人，尤其是学生们，我想让你们做两件（看上去很难）的事情：一是 

祷告让神给你们一颗 感恩的心，能因你们所受的教育感谢他；二是祷告让神赐你们能力来

做这接下来的一年他召唤你们做的事情。 

2. 对你们中想返校，（或许悄悄地）享受学习和教育，喜欢重返校园的感觉的人，我也“悄

悄”地加上一点。我们中有 一些人喜欢上学，却因为别人的压力保持沉默，不能真的宣称

“喜欢”学校。我想对你们说，喜欢教育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大声说，请至

少 想办法在内心对所去的学校，教你的老师们，及能在学习中感受到快乐表达你的感恩之

情。 

 

今天早上我特别的鼓励我们中返校的人，但其实想鼓励我们所有“从事教育职业”的人——

愿学习成为上帝给我们的职业； 

愿我们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也愿我们的眼光不仅仅放在学校教育上，也要放眼我们一生的教育，包括跟随基督的门徒教

育。 

 

我也想试图将教育这个职业/呼召与约翰福音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将这次讲道的题目定为

“读、写，与耶稣”。 

我们今天早上的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读和写是怎样与耶稣联系在一起的?!?! 

 

我会渐渐地带大家读约翰福音的两三句经文，但我首先向让你们想象一下约翰写这本福音书

的场景。 

 

注意：今天早上我将要用几分钟干一件可以被称做“历史重塑”的事情。我会试着“重塑”/

想象一下约翰写圣经中的这本书的情景是怎样的。 

 

画面二：图密善皇帝 

 

1. 时间：我们想象一下这是公元后 82 年，差不多距离耶稣受死、复活和升天后有五十

年。 

我已经快要 50 岁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从某些意义上，50 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实

际上 50 年却是一段相对来说很短暂的时光。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说，此时距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只有

50 年。 

这个时候的罗马皇帝叫做图密善（图片上 是他的头部雕塑）。图密善是公元后 81 年至 96 年的罗

马皇帝。当代历史学家把他看做是一个冷酷无情但办事高效的独裁者。他是 一个将军，一个行政

官，也是一个很热衷宗教的人。 

有人认为，之所以认为约翰是在图密善皇帝在位时写的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约翰福音第 20

章我们看到耶稣的一位朋友，名叫多马，对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 

 



而这样的短语（“主和神”——在拉丁语里面是“dominus et dues”）正是图密善皇帝让人们用

来描述他的。罗马帝国的一些皇帝——有的是在生前有的是身后——被人们当做神来崇拜。 

当约翰将复活后的耶稣向多马显现的这个细节记载在福音书里时，他似乎在说：“我知道我们有

一位皇帝——叫图密善——他自称是“主和神”，但我现在向你们讲述的是真正的“主和神”的

故事。” 

 

画面 3： 12 门徒 

2. 公元 82 年的时候耶稣的大部分门徒都不在世上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因为相信基督

而已经殉道。 

 

根据基督教的传统，耶稣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门徒最终都以这种或那种的形式殉

道。 

 

1. 彼得，他很可能是罗马的教会奠基人之一，他 在公元 67 或 68 年尼禄皇帝在位时被钉

了十字架（有人认为他是被倒着钉的）。 

2. 虽然不是十二门徒之一，保罗这位早期向非犹太人传道的传教士也是在罗马殉道的。

有些人认为他是在公元 68 年五月或 6 月（就是尼禄皇帝自杀之前不久）被斩首的。 

3. 安德烈，彼得的兄弟，据报道是在阿哈伊亚（今天的希腊）的一个在雅典以西名叫帕

特雷的地方被钉十字架。 

4. 马太：可能是在公元六十几年在埃塞俄比亚殉道的。 

5.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它这样的例子。。。 

 

因此，到公元 82 年的时候约翰很可能（？）是耶稣的唯一一位还活着的门徒了。 

 

画面 4：罗马帝国的地图 

 

3. 虽然大部分的门徒都已经死了，但令人称奇的是，耶稣的道在那时却已经被传播了相

当远！ 

 

这真的是很了不起，很奇妙的！当时没有汽车飞机电话网络，耶稣的道却已以耶路撒冷为

中心传播开来，东西向最远一共传了 7000 公里（！！！），。 

 

（激光指针。。。） 

 

 保罗穿越了今天的土耳其，希腊——他的足迹遍布了哥林多、雅典、腓立比，以弗

所等等城市。 

 保罗也去了罗马，有些人认为他可能还向西到了西班牙去。 

 通过腓力或许还有马太这些人的传道工作，福音被向南传到了埃塞俄比亚。 

 根据一些基督教的传统，还有其他的人向东传道，有人相信多马把耶稣的故事带到

了印度（？） 



 

4. 到了公元 82 年时，极有可能其它三本关于 耶稣的书（马太、马可和路加三本福音

书）已经写好了。事实上新约 中的大部分书都已经写好了。 

 

 因此约翰不是在真空里写这本关于耶稣的书，那时已经有了其它的描述耶稣生平的书，很

有可能当时人们正在读其它的那几本福音书。 

 

5. 以弗所的地理位置 

画面 5：以弗所 

以弗所是怎样的一座城市？ 

屏幕上是一幅以弗所大剧场的图画——这就是保罗差点被杀了的地方（参见使徒行传）。 

第一世纪的以弗所是一座港口城市。它相当于当时那个地区的首都。这个城市可能有 4 万

到 5 万的人口，它是那个地区人口第三多的城市。 

著名的亚底米神庙就在那里。 

保罗在这座城市待了差不多两年半。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也那里度过了她晚年中的几年。 

许多人认为约翰是在那里写的约翰福音。 

那个城市的人十分热衷于宗教，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 

[Seth 走进来] 

 

6. 宣教家约翰——为什么要叫他“宣教家”？ 

 

约翰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这种情景下写的此书： 

1. 他是最后一位活着的门徒。 

2. 他已经到了晚年——可能有 65-75 岁了。 

3. 当时的皇帝想要/命令人民将他当做神来崇拜。 

4. 耶稣的福音已传开。 

5. 约翰正在一个在那个地区很重要，且在基督教信仰上很重要的城市写这本书。 

 

有些人将他称为“宣教家约翰”，为什么呢？ 

 约翰是一位“宣教家”，因为他讲耶稣的故事时，不仅讲给认识耶稣的人听，

也讲给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听。 



 他努力地使用那些能和从没有听过耶稣的故事的人相联结的故事和语言。 

 他努力地用那些能填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间隙的故事和文字来传达他的信

息。 

 

一个例子：约翰福音 1:1【大屏幕显示】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到就是神。”（约翰福音 1:1） 

首先，约翰用“道”（the Word）这个字来和旧约呼应。我们的神是个说话的神。例如创

世记第一章说“神说：‘要有光’”在创世的故事中及在整本圣经里神都在说活。听过这

些圣经故事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说话的神，一位“道之神”。 

 

不仅如此，约翰用“道”这个字，其实也借鉴了希腊文化的“道”的概念。希腊哲学中

“道”指的是秩序和知识的原则。因此“道”是那个文化中人们所知道，所听说过的一个

概念。他们知道所谓的“道”。在他们的认知世界中这是个根本的概念。 

 

约翰想努力地与他们的文化联系起来，他说 ：“这个你们知道的‘道’事实就上是耶稣基

督。他就是那让我们的生活有秩序并带给我们从神来的知识的‘原则’【并不真的是个原

则，而是一个人】。” 

 

那我们今天呢？在今天“道”是什么？在今天约翰会怎样形容这个概念？ 

i. 有些人试图将“道”解释成神的“自我揭示”。耶稣就是神的“自我揭示”。上帝

是通过耶稣向世界揭示自我，也为了让世界可以看见他。 

ii. 在过去的这个夏天我曾听见有人说，“道”即是上帝的“自拍”。我喜欢这种说

法。正如 耶稣自己说“一个人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父。”（约翰福音 14:9） 

 

现在约翰已经几天都在写作了，他刚一口气写了几页。他就像一个艺术家在生产一件艺术

作品。 

我相信他写作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奋笔疾书，有时候又很艰难缓慢。 

看样子约翰是在写他的福音书的最后几个字了。 

 

【Seth 读经文…然后他把福音书给我】 

 

谢谢你，约翰。谢谢你的写作。我们的文化喜欢写下来的东西这样我们可以研究它们。 

 

或许你们听出来了，约翰才对我们说了他写的书里面的几句经文： 

 

约翰福音 20:30-31 （大屏幕上） 
30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 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

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第 30 节：这是句奇妙的经文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包括那些记载在对观福音（马太、马可和路加）里面的那些神迹。 



第 31 节： 这一节谈到约翰记录下这一切的目的 

这些事情被记录下来….目的即是：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不是要相信你们自己，而是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就是整本圣经谈到的我们应有的关键的回应。 

不仅仅是：“我相信这——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而是， 

 

“我信任这些话。 

我信任这个人，这位耶稣， 

我将我自己交托给他。 

他是我所跟随的人。 

我的生命都会围绕着他。 

我为他而活。” 

 

“记这些事…”当约翰写这句话时他心里设想的是什么呢？ 

他设想有人能够读这本福音，也有人能够读懂。 

如果没有人会读或没有人能明白，写这些就没有意义了。 

约翰设想的是有人会读，会明白他所写的，也会把这信息传下去。 

 

教会承认上帝自己写了一本书，并且上帝利用可以能读能写的人类作者把圣经记下来呈现于世。 

这么多个世纪以来，教会都在依赖读者和作者们将圣经保存下来并且传下来。 

 

今天早上我想指出 读和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读和写很重要，因为它真的非常实用。 

你想在餐馆点餐吗？你需要能读菜单吧？ 

你想看去一个地方的路线指示吗？你需要知道怎样读！ 

你想发短信或邮件吗？——你需要知道怎样读怎样写 。 

 

此外：你需要通过耶稣来认识上帝吗？你想知道这位“永远的粮”，“永恒的生命”吗？ 

 

那么你，或者你认识的人，需要知道怎样读怎样写。你需要知道怎样读这本书。 

事实上，我想说读和写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认识神。 

特别地，我们读圣经的最终目的是认识神。 



 

但是这也适用于读其它的东西： 

当我们学习读写数字时，我们在学习上帝放在宇宙中的秩序。 

我们读科学时，我们是在认识这个如此丰富多元的宇宙的创造者。 

当我们读历史时，我们读到的是上帝怎样使用各个历史事件来成就他的旨意。 

当我们读到了不起的故事时我们发现这些故事太经常地与耶稣的故事呼应。 

 

因此我想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来学习读和写。或者，在这一年里学习更好地读和写。 

我们有各种各样好的和实用的理由要这样做。 

 

但也因为读和写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上帝——这就是一个又好又 适用的理由！ 

 

祷告 【大家起立？】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这里祷告， 

我们中有人今年将要第一次上学，或要第一次去某所学校学习。 

我们中有人要去上基督教学校，有人上公立学校，有人上法语浸泡学校，有人上家庭学校。 

我们中有人要去 Douglas 学校，BCIT，SFU 或 UBC。。 

我们教会还有一些成员要去别的城市上学。 

 

我们但凡上学，都要因这受教育的机会而对你充满感谢。 

我们谢谢你给了我们一颗愿意被知识浇灌的心。 

 

我们因有天赋的老师们而感谢你。 

我们因敬业的员工们而感谢你。 

我们为有趣的话题及书本和课程而感谢你。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将我们自己献给你。 

我们特别地为那些觉得上学很难的人祷告， 

或许我们在为学习挣扎， 

或许我们在学校有不愉快的经历， 

或许我们觉得上学很无聊。 

请让我们看到教育在我们生命中可以像什么样子，应当像什么样子。 

请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让我们充满盼望和喜悦。 

 

 

再次，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将自己献给你。 

请你使用我们来成就你的旨意。 

我们祷告这一切，靠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