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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大家晚上好， 

请大家注意。 

请允许我对大家能够参加第一周的课程 

表示欢迎 

很高兴见到你们， 

我想说非常感谢大家 

能够在今晚来到这里 

我知道大家的生活都是非常忙碌的。 

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感。 

我们似乎总是忙完一件事接着又要忙另一件事。 

生活的确很忙。所以非常感谢你们 

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这里， 

也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 

去思考一下生活中 

我们通常没有时间去考虑的大问题， 

并能够找出答案。 

迄今为止，我开展这样的课程 

已经很多年了。 

每一个课程都令我很愉快。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发现 

人们参加这个课程的原因 

可谓多种多样，各不相同。 

现在，我看着大家，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来到这里， 

但我会尽力 

提出一些比较常见的原因， 

看看其中哪些和你有关。 

有时人们会在周围的世界里 

看到一些东西。 

有时他们在被造物中看到一些东西， 

他们看着这个世界， 

看着它的美， 

看着它的设计，不禁会想 

“这个世界远远超过 

我们所能够看到和触摸到的。” 

你们开车，看着车， 

你们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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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会想 

“哈，我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晚上有风吹过 

HULL的废金属厂， 

变！变出一辆汽车来。” 

不，你没有那样想，是吗？ 

他们所具有的每一个特征都向我们表明， 

他们是被设计出来的。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你会想， 

“是的，也许有某个东西... 

或某个人， 

在掌管着所有我们能够见到的或触摸到的东西。” 

也许你并不确切地知道，那个人是谁， 

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是你们来到这里 

因为你们想看看， 

是否能从基督教中找到答案。 

让大家来到这里的， 

可能不是大家所见到过的东西， 

而是大家 

所缺失的。 

生活是非常繁忙的， 

我们自始至终都在生活的传送带上奔跑着。 

但也许你已经 

在百忙之中 

抽出了一点时间 

去思考这些更重大的问题。 

所有那些人格同一性的问题： 

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 

我从哪里来?我的自我价值是什么? 

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从而使我的生命更加有意义? 

我知道,我们通常不会静下来聊这些问题, 

但也许你今晚的出现, 

就是因为你想找到一些答案。 

也许你想听听基督教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 

有时候人们来参加这个课程， 

是因为他们从基督徒朋友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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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是否是这样， 

但是你也许已经留意某一个基督徒很长一段时间了。 

不是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跟踪， 

你一直关注着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告诉你，他们追随耶稣。 

你也许会想,“好吧, 

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实可信的。 

我想知道是不是有某些实质性的东西构成了这种信念。” 

你留意了他们一段时间， 

也许你认为的确有这样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于是，你来探究他们究竟信奉什么。 

也许你今晚来到这里 

是应基督徒朋友的邀请。 

也许你已经礼貌地拒绝了多次, 

而他们又一直非常地坚持， 

他们对你说: 

“我希望你来并且有所发现。” 

也有可能,  

你是个基督徒, 

也许你心中存有各种疑问。 

你知道追随耶稣 

并不会消除所有的疑问， 

而同时，你或许又有些问题 

希望得到解答。 

又或许, 

还有一些其它原因。 

我想对你说,不管是什么原因 

让你们来到这里，不管是什么原因 

让你们参加这样的一门课程,我想说， 

你来对地方了。 

我不会举起双手告诉大家， 

我们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那是谎言。你知道,我们是不会那样做的。 

但我有这样的信念， 

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 

耶稣的身份和使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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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更多地了解到 

耶稣到底是谁以及他来做什么时， 

我们便会得到一些问题的答案。 

我希望这样说能让大家满意。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我们要做的, 

是确保我们认识 

历史上真实的耶稣, 

而不仅仅是 

大众文化中的耶稣， 

你可以通过各种渠道 

了解到关于耶稣的各种观念。 

有时通过朋友， 

有时通过家人， 

有时则是通过 

文化氛围的熏陶。 

但是,为确保 

我们能认识历史上真实的耶稣,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 

我们要看看这本书中是如何讲述耶稣的。 

资料都在你的桌子上, 

关于这些书，我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首先，它们是免费的。 

它们是我们送给大家的礼物。 

其次，你马上会注意到 

这些书非常小。 

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呢? 

这本书叫做约翰福音。 

这是耶稣的一个亲近的追随者所写的, 

他叫约翰，一个与耶稣共同游历， 

交谈 

大约有3年多时间的人。 

所以,这个人亲眼目睹了 

耶稣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 

并把这些东西记录了下来, 

所以2000年后的今天, 

我们可以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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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学习关于 

耶稣身份和使命的真相。 

可能你认为自己并不喜欢阅读。 

也可能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会说： 

“我爱读书, 

我愿意通读这本书，看看他都讲些什么。” 

但即便你不喜欢读书也无妨， 

因为这本书非常精短，不是吗？ 

所以即便 

你不喜欢读书， 

我相信我们也可以一起读完这本书，不是吗？ 

每个星期读一点, 

我们就能了解到 

这书上是如何讲述耶稣的。 

现在,如果你想在家里这样做, 

我认为最佳的方法是 

把书打开,浏览一遍, 

拿起一只笔, 

最好再拿一只荧光笔， 

做一些笔记,发现一些问题。 

不懂的地方 

划出来。 

带回来一些问题, 

因为我知道你们的组长 

会非常欢迎你们带来的任何问题 

同时也可以看看他们是否能帮你找到问题的答案。 

接下来, 

在每星期聚会的时候, 

我们将一起学习约翰福音中的一段。 

我也会对这一段所讲述的内容加以解释。 

随着我们一周一周的进行下去, 

我们会更多地了解 

历史上真实的耶稣。 

更多地了解他是谁以及他来做什么。 

现在我有三个承诺。 

每个星期我们都这么做，会有什么收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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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每个星期我们将会 

更多地了解创造我们的神。 

我承诺:随着我们更多地了解耶稣, 

这一点我们今晚稍后就会了解到, 

我们就能够更多地了解创造我们的神, 

我认为这真是太棒了， 

因为这正是你想知道的， 

一些与真相有关的事，不是吗？ 

有些事情你想确定无疑地了解。 

我保证： 

随着我们更深地了解耶稣, 

我们就可以更深地了解创造我们的神。 

但其次,我们要更进一步探索 

我们自己是谁。 

我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尔虞我诈的社会, 

人们担心自己的身份 

被剥夺。  

好吧,要是真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我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我住在哪里,我知道自己的银行信息… 

这些都是简单的东西。 

但我要谈论的是另一类的个人信息。 

我们究竟是谁? 

是什么让我的生命有了意义? 

我承诺:随着我们更多地了解耶稣, 

我们就会更多地了解 

我们是谁。 

我们会更深入地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有 

现在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 

以及为什么生活中发生的事是这样的。 

而更令人期待的是， 

我们不但会了解我们是谁, 

随着我们更多地了解耶稣, 

我们还会知道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看,耶稣的伟大, 

不仅在于他所传播的知识， 

更在于他使人发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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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告诉大家 

在此刻，我们是谁, 

以及他如何能逐步地改变我们。 

最后我要向你们保证， 

随着课程一周一周的进行， 

我们将会得到一些热门问题的答案, 

这些问题都是时下的文化向我们所提出的。 

由于我们 

已经挑选了七个大问题, 

七个当今人们常常提出的问题。 

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花时间 

解答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将会 

对约翰福音中的一段作出解释， 

我们将有机会进行小组讨论, 

等一下我也会再次站到台前， 

用我们从约翰福音中 

学到的东西， 

来回答当前文化 

向我们提出的热门问题之一。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页。 

但是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大家坐在桌子周围，花几分钟时间 

你们一起讨论几个问题。 

四个问题， 

第一个很容易: 

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能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第二: 

你们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课程? 

第三个问题:你相信什么样的神? 

第四个问题：是否有你关心的大问题 

你想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得到答案？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请花几分钟在你们小组， 

和大家谈谈这些问题。 



Identity Session 1 Introduction - Chinese 

© Lee McMunn, 2011    8 

Identity – Who is God? Who ar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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