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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我们的神 
 
请大家回到原位好吗？ 

希望刚才的讨论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家最好写下自己的问题, 

希望通过接下来几周的学习 

大家能找到这些问题 

的答案。 

接下来，让我们 

把注意力放在本周的重大主题上。 

每周我们都会挑选一个重大主题， 

这周我们选择的是 

“创造了我们的神。” 

我想我用一个故事作为今晚的开场白, 

我认为它有助于解释 

为什么许多人对于 

神是否存在 

这个问题感到困惑。 

这需要借助你们的想象力, 

要不要参与进来?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想象,今晚过后, 

我们立刻被绑架。 

开心的想法是不是?高兴你今晚来了? 

还有更好的。 

我们都被绑架, 

我们大家都被塞进一个大货车里。 

而在我们被塞进这个大货车的同时, 

我们都被注射了一种东西， 

这种东西能使我们失去记忆。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不是吗? 

我们醒过来,发现身在一个没有窗户, 

没有门的房间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默不做声。 

我们只是四处看一下, 

心想“外面有些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有点客气， 

我们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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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勇敢的人 

打破了沉默, 

他就是……让我来 

挑选一名志愿者。 

Heather是我们勇士。 

现在,Heather一直在想- 

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善于动脑— 

Heather心想: 

“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这四面墙外有庞大的粉红色大象，” 

Lee:是吧？ 

Heather:是的。 

Lee:绝对是。请说得语气更确定些。 

Heather:是的。 

Lee :当然。粉色的大象 

现在，谁和Heather有一样的看法？ 

谁认为墙外有巨大的粉红色大象?  

一个，两个!现在你已经有了两个支持者。 

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 

与此同时，另一个人决定开口说话。 

这个人就是Andy。 

Andy一直在听着， 

Andy对学术的东西 

并不是很感兴趣, 

Andy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 

Andy是这样的人… 

他很重视自己的直觉。 

而且Andy已经感觉到了些许东西, 

他认为“不, 

不是粉色的大象。我要告诉你, 

四面墙之外 

是绿色的小猴子。”是吧? 

Andy:我就说外面是猴子。 

Lee:是这样的。猴子。 

确信是绿色的小猴子，是吗Andy? 

Andy: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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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毫无疑问的。谁同意Andy的看法呢？ 

哦,你现在有较多的支持者。更多些。 

与此同时, 

另外一个人也一直在听,他想, 

“不,根本不是这样”这个人是Gary。 

Gary一直在听Heather说话, 

他也一直在听Andy说,  

然后他说：“真是荒谬， 

让我告诉你们真相吧。 

四面墙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 

问题是,你们无法接受这一点, 

于是你们就在生活中编造童话， 

好让生活变得好过些。”是吧Gary? 

Gary:是啊,什么都没有。 

Lee:什么都没有。 

那么谁和Gary想法一样呢? 一个…  

大家不希望这是真的, 

但Gary也有一些支持者。 

现在,如果我要对你说: 

“谁是对的?” 嗯,我们都不会知道。 

因为此时我们无法知道。 

我们都是在同一个房间。还没有机会 

接触外面的世界。 

可能其中的某一个人是正确的,也可能全都是错的, 

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最好 

还是让他们相信 

他们所相信的东西,继续生活下去。 

但是,假设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察觉到天花板上有些动静， 

我们抬起头，看到一块天花板掉落，有一把梯子 

从天花板的外面放下来， 

并且有人从上面沿着梯子爬下来。 

他们声称自己是从外面的世界过来的， 

要来告诉我们外面有什么。 

这会改变什么东西吗?  

当然会，不是吗? 当然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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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有人 

从外面沿着梯子爬下来， 

他们讲的话 

会更加令人信服。 

现在就容易多了，不是吗？就算不是天才， 

都可以看出这是如何与神联系在一起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人认为 

我们不能确定无疑地知道关于神的事情， 

因为我们相信 

这都是一些猜测。 

这些都属于猜测的范围。 

有些人善于思辨, 

一些人会凭感觉,但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就像被困在一个没有门 

又没有窗户的房间。 

但是如果创造我们的神 

与我们这个世界取得联系，又会怎么样呢?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吗? 

我们不需要去推测外面有什么: 

我们需要的是创造了我们的那位神 

与我们这个世界取得联系。 

因为如果神与我们的世界取得联系的话, 

事情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会告别猜测， 

得到事实启示。 

现在的好消息是 

在这本书的第一页, 

在约翰福音的第一页, 

就这是这样讲的。 

它讲述了两千多年前发生的事。 

神与我们的世界取得联系。 

所以我想给你们看这个。 

请拿起这本约翰福音, 

翻到第一页… 

如果要找一个参考的话, 

那就是这个。 

这是整个课程中最容易找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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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第1节,我来把第1节和第2节念给大家听听。 

它是这样写的: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此时，你可能会想， 

“稍等!”  

似乎这本书的作者 

在第一句话中 

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 

因为他似乎直接在说， 

在太初, 

这个叫做道的人和神在一起， 

同时他又是神。 

你心想,“稍等! 

这似乎有点讲不通。这肯定是自相矛盾的。” 

我想对你说, 

我要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告诉大家， 

这并不矛盾。 

事实上，他在做的是 

一个很深刻的陈述， 

来揭示这个叫做道的人 

的真正身份。 

但是为了能理解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同一个词 

可以有不同的意思。 

我们可以从普通的英语单词中看到这一点。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就拿“Ring”这个词来说吧。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Ring”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观众：你手指上戴着的东西 

Lee:手指上戴的…我喜欢做这件事。 

它可以让你看穿别人的心理, 

看看他们可能会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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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Ring”,它可以表示 

手指上戴的东西。 

观众：门铃。 

Lee:门铃,可以是这个意思。 

观众：一个圆圈。 

Lee:一个圆圈,也可以是这个意思。 

观众：打拳击的地方： 

Lee:哦,拳击场, 

可以是拳击场的意思。 

太棒了,不是吗? 

我喜欢这样,它可以让你走进别人的大脑— 

看看别人是怎么想的 

下面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拿“match”(比赛、火柴,匹配)这个词来说吧。 

它是什么意思呢？ 

一听到这个词，你头脑中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观众:足球（比赛）。 

李:足球!好吧。 

观众:火焰。 

Lee:燃烧的火焰。还有别的答案吗? 

观众:夫妇。 

Lee:夫妇。哎呀! 

同一个字“match”,同样的拼法, 

但它可以意味着不同的事情。 

最后一个例子。“bow”(弓，鞠躬)这个词。 

你怎么看待“bow”这个词呢? 

有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呢。 

观众:船。 

Lee:船!它可以是船上的某个部分。 

是呀,其它的呢? 

观众:弯腰。 

Lee:弯腰,所以举个例子, 

如果我对你们说,“在我前面鞠躬!” 

你会怎么做? 

你会说：“我才不呢！” 

我想我的观点已经被证实了,不是吗? 

同样的词，同样的拼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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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语境，却可以表达不同的事物。 

同样,“神”这个词也是如此。 

“神” 这个词可以微妙地表达不同的事物， 

全看它用在哪里。 

这也是我们去理解 

约翰福音前两节的秘诀。 

所以,当他说道和上帝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叫做道的人 

与另一个叫做圣父的人在一起。 

但当他说“道就是神”时, 

他的意思是说,Word(道)是全然神圣的。 

“神”这个字在此处的含义略有不同。 

指的不是圣父, 

而是神圣的意思。 

他是完全神圣的 

与圣父一样的神圣。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点, 

请试想,这里有一条线。 

好吗?这里有一条线。 

如果你在线的这边, 

你就一直都存在。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一直都存在。你是永恒的。 

但是如果在线的另一边, 

你就不是永恒的。 

你们是被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 

在某一时刻开始了你们的存在。 

你们明白了吗？在线的这一边 

你们是永恒的，一直都存在。 

线的这一边， 

你们是被创造出来的。 

约翰福音前两节讲的是， 

在线的这边, 

也就是永恒的这一边， 

有两个人:圣父， 

和另一个人叫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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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 

大家会发现事实上在线的这边， 

还有一个人存在，这个人叫做圣灵。 

我知道，大家对我所讲的很多内容 

感到陌生。 

但约翰福音了不起的地方在于, 

在我们了解耶稣所讲的话时, 

它会鼓励我们重新思考神是谁。 

我们被鼓励去重新思考 

谁是我们的创造者。 

耶稣想让我们把造物主 

看作一个神圣的家庭， 

而不是天空中的孤独个体， 

或是像星球大战中的某种超能力。 

这个神圣的家庭有三个家庭成员。 

这是个完美的家庭。 

不像许多世俗的家庭那样， 

会吵架， 

还会气冲冲地分道扬镳。 

这是最完美的家庭。 

三位神圣的成员,三位永恒的成员, 

他们彼此都很相爱, 

彼此不同，但又无法分开。 

所以我们能将圣父、 

圣子和圣灵分开来谈, 

但它们是如此的相爱 

他们一起构成了上帝。 

这就是基督徒所讲的三位一体。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点, 

请看小册子-翻过几页——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用的图解， 

这就是我刚才所谈论的。 

你会看到图解上有一顶王冠。 

不是三顶。只有一顶。 

这代表我们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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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顶王冠里 

你会看到三位成员：圣父， 

道——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圣子, 

和圣灵。 

他们就是这个神圣家庭的三名成员。 

我们等一会还会再回来看这些内容, 

先把它们放一放, 

我想要告诉大家更多一些关于道的东西。 

第1节和第2节告诉我们, 

道是神圣家庭中的一员。 

让我告诉你们更多一些关于道的东西。 

请翻开约翰福音这本书, 

看一看3 – 5节, 

关于道，这里是这样讲的： 

“万物是藉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著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因此,我们已经知道， 

道（作为）神圣家庭中永恒的一员， 

参与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创造。 

我们并不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我们是被创造出来。 

而且我们不是被创造后就被丢到一边, 

圣经告诉我们， 

光明会继续照射着黑暗。 

这也为我们解释了创造、 

支撑、并维持着万物的道。 

所以道并不是在创造了宇宙之后, 

心想: 

“现在我要做些什么呢? 

翘着腿,看看电视…” 

不是那样的，圣经告诉我们 

他将继续维持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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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震撼人心,不是吗? 

道的身份, 

他开始时都做了什么, 

他会继续做什么… 

最后一个大问题,  

同时也是6-14节的中心点。 

这个问题就是 

“道在两千年前都做了些什么?” 

好吧,我们一起来找出答案。 

看一看第6节，经文上说: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 

名叫约翰。” 

这个人叫做施洗约翰。 

他不是本书的作者, 

而是另一个名叫约翰的施洗者。 

从第7节中我们得知: 

“这人来,为要作见证, 

就是为光作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那光, 

乃是要为光作见证。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这是在表达什么意思呢? 

你还记得开场的那个故事吗?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想要神联系我们的世界。 

我们被告知, 

创造了一切并维持一切的真正的光, 

即将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下一个大问题是, 

“当他来到这个世界后，发生了什么事?” 

请看10 – 13节。 

这里讲述了 

道来到这个世界后发生了什么,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 

世界却不承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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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作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前后有些不一致,不是吗? 

有些人接受他, 

有些人拒绝他, 

如果此时你在想， 

“且慢,我正在努力整合这些东西，” 

你怎样概括它呢?请看第14节。 

这一节完美地概括了所有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两千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请大家看手中的图解， 

看到那条连接道和人类历史的线了吗？ 

我们得知, 

就在两千多年前, 

三位神圣成员中的一位, 

这个永恒家庭中的一位神圣成员, 

不是去了遥远的他方， 

而是来到了这里，就在这个星球上。 

因此,如果我们恰好生活在那个时代， 

那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见到耶稣。 

他确实来过。 

我们了解到： 

耶稣的真正身份 

正是那永恒的道, 

他来到了我们的世界。 

现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他在约翰福音第1章中被称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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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下——为什么叫他“道”呢? 

这是一个奇怪的名字。 

我想在座的没有人的名字是“道”。 

如果你有孩子,我想 

这都不会是一个首选的名字, 

不论是男孩或女孩。 

“我们想一下:‘道’，没错,就这个吧。” 

为什么他叫做道呢？原因与沟通有关。 

回想下当你和别人说话的时候, 

当你想要与人沟通的时候。 

没错,我可以用手在空中比划, 

但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是使用语言。 

他叫做道,是因为 

他是这个神圣家庭的发言人。 

在我们更多的聆听和了解耶稣后, 

我们会发现更多关于 

造物主身份的真相。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里面有很惊人，很重大， 

很奇妙的意义。如果这些都是真的, 

那就意味着所谓的猜测游戏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意味着我们的上帝已经与我们取得联络, 

因此随着我们走近 

和聆听耶稣,我们就能更多更确切地了解 

那位创造我们的神, 

我认为这实在是太奇妙了。 

了解神是有可能的。 

不是去猜测，而是去了解。 

大家要做的是拿起这本书,通读全篇, 

并用心体会耶稣所讲的话。 

因为当我们倾听耶稣时, 

我们不是只简单地 

聆听另一个人的意见。 

我们是在倾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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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亲口告诉我们的事实。 

所以猜测游戏已经结束了。 

在接下来的几周我们会发现, 

耶稣来到世上并不只是为了与我们沟通。 

他是来拯救我们的。事实上, 

他是来拯救我们走出我们所面临的 

最大，最严重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们还会了解更多。 

但今晚，只要试着把握这一点: 

我们的造物主已经来过世间, 

向我们揭示了事实。 

这还意味着什么呢?美妙的是， 

这还意味着我们不是偶然出现在这里的。 

这真是太好了！当你今晚回家, 

或者明天早上, 

你看着镜中的自己, 

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但是当你微笑地看着自己时, 

你不必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只是偶然出现在这里的。 

是一位慈爱的神创造了我们。 

一位支撑我们生命的神， 

一位拥有我们的神。 

这就是关键所在,不是吗? 

了解有一位造物主这个事实后，那好消息就是 

我们不是偶然出现在这里的, 

而造物主这一称呼同时意味着他拥有我们。 

人们有时说,生命是一个礼物。 

这种说法部分正确,但是圣经会告诫我们, 

生命更是一种借贷。 

因为神仁慈地赐给了我们生命, 

并不是让我们为所欲为， 

想怎么活都可以。 

总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叫到他面前, 

到那时我们要向他交账， 

向他报告我们是如何度过他所赐的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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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世界里，我们是如何生活的呢？ 

生命是神借给我们的债, 

终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他面前。好在， 

我们的上帝不会扫大家的兴。 

你会在通读约翰福音时发现这一点。 

神不是在天上边俯瞰大地边想： 

“哦,那边有一些有趣的事儿，我得制止它。 

天上的雷达显示那里在开展娱乐活动， 

我们来制止它。” 

他不是这么说的。 

神要让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去享受生活。 

如果我们想更多地了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 

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未来, 

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读耶稣的话, 

耶稣的话就在这本书里。 

现在,我想，今晚我已经说了足够多的内容, 

来调动起大家的兴趣， 

让大家对这些概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现在请大家回到各自的小组, 

花几分钟时间讨论一下这些想法, 

几分钟后我们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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