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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造是因着神的缘故 
 
大家晚上好。 

请大家齐聚一堂。 

希望这样做对大家会有所帮助, 

希望大家的一些问题已经 

得到了答案。 

但我想 

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和思考本周的重要话题， 

将会是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 

这周我们将集中讨论 

“我们被造是因着神的缘故” 

今晚我想从提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 

打起精神，开动脑筋， 

很简单，很简单的问题。 

如果要你选择 

你是去看一头在海洋里游的巨型蓝鲸， 

还是去看一头搁浅在海滩上的巨型蓝鲸, 

你会选哪一个呢? 

好吧,你已经得到了鲸鱼。 

你可以去观鲸船上看它在海洋游来游去, 

或者你可以去看它搁浅在海滩上。 

你打算选哪一个呢? 

你打算选哪一个呢? 

在海洋里的,当然了, 

你会选在海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 

吸引你的不仅仅是巨型蓝鲸 

也不仅仅是在海洋里,而是当你见到 

一个生物生活在它所属的环境中, 

那实在是太棒了,不是吗? 

如果你去看一头生活在海洋中巨型蓝鲸, 

你可以看到它跳出水面,看到它游泳… 

那看上去棒极了。 

在那本不属于它的海滩上 

它看起来有点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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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海洋里, 

在真正属于它的环境里时,它美极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些呢? 

因为两千多年前, 

当耶稣活着的时候, 

他宣称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生来需要神的。 

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就为我们安排好了 

特定的（生活）环境，如果我们在这个环境里生活， 

我们就会繁荣。 

这个环境指的是活在神的世界里并认识神。 

如果我们有这种关系, 

那么我们就会欣欣向荣。 

今晚我想要做的是 

让你们从约翰福音第六章中来了解这些。 

所以如果你有约翰福音的复印本的话， 

请把它拿起来， 

然后翻到第六章的第25节， 

这将有助于大家理解下面要谈的内容。 

我想为大家阅读第25到35节。 

有一群人， 

他们一直在寻找耶稣 

而第25节中是这样讲的： 

“既在海那边找着了， 

就对他说： 

‘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得饱。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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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问他说： 

‘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 

耶稣回答说： 

‘信神所差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工。’ 

他们又说： 

‘你行什么神迹， 

叫我们看见就信你？ 

你到底做什么事呢？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哪， 

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 

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 

他们说：‘主阿， 

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 

信我的， 永远不渴。’” 

我们打算把今晚的重点放在 

耶稣是生命之粮--这一改变命运的宣言上， 

当你真正懂得这一宣言的时候， 

它就能够改变你的一生。 

但在那之前, 

我想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故事, 

我会向大家指出神告诉我们的一些真正重要的事 

现在,我想告诉大家并向大家强调的第一件事是， 

在第25节中，耶稣说对找到他的那群人所讲的话。 

这群人,在前一天, 

已经见证了耶稣所行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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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五个饼，两条小鱼 

他让五千多人吃饱。 

这是多么震撼人心的场面啊, 

这群人在第二天, 

不顾一切地找到耶稣。 

而且他们终于也赶上了他, 

不过，听，…我喜欢这个。 

听耶稣怎么说。第26节， 

“耶稣回答说道: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得饱。’” 

现在,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 

耶稣如何描述 

他在前一天所行的奇迹。 

他是怎样描述那奇迹的呢? 

他把它叫做什么呢?不是简单的一个奇迹: 

他称之为神迹。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信号’是什么意思。 

信号能指引我们发现其它的东西。 

故事还没有结束, 

这个信号本身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它为你指出一个特定的方向。 

这群人不顾一切要找到耶稣, 

是因为他们都亲眼看见他派发了很多的面包。 

但是耶稣说, 

那只是个神迹。 

故事还没有结束。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这群人…, 

他们非常渴望找到耶稣 

因为他们认为这很了不起。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遗漏了 

耶稣真正给世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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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本应该在看到这些神迹后, 

问一下自己, 

‘他能行神迹，他到底是谁？’ 

耶稣想让他们知道 

他就是那应许的弥赛亚， 

他就是救世主， 

他就要临到世界。 

这就是神迹所表达的含义。 

但是他们只是喜欢（他给的）饼。 

耶稣却不希望他们仅仅满足于这些饼, 

因为耶稣能给他们更多。 

那么,你能想象吗? 

你有一个家族里的朋友, 

你遇见他们,他们说: 

‘我们就要去度假了,’ 

你对他们说,‘那一定很刺激。 

你们打算去哪呢?’ 

他们说: 

‘我们要去海边。’ 

有什么事情能比一个英国海滨度假更好呢? 

这一定很棒,不是吗？ 

那么,我们当地的海滨在哪呢? 

他们从哪里出发…又会去哪儿呢? 

布莱林顿,怎么样? 

这个地方很受欢迎。 

他们动身去了布莱林顿。你心想, 

‘太棒了!玩得开心。’ 

然后你跟他们挥手告别,他们出发了, 

开着私家车,越走越远。 

现在，你要去转一天, 

开着车行驶在乡间道路上, 

这时你远远地看到… 

你看到他们的车。 

他们看起来好像 

已经把车停在了路边， 

旁边的标志牌上写着,‘布莱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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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点怪,事实上, 

因为全家人都出去了, 

妈妈和爸爸,孩子们都在那里, 

他们桌子都已经摆好了, 

烧烤也都已经摆好了, 

他们好像要开始吃饭了。 

你心想, 

‘有点怪,’ 

于是你把车开过去 

问道,‘还好吧?’ 

他们说:‘是啊, 

我们玩得很愉快。’你说: 

‘我原以为你们要去布莱林顿。’ 

‘嗯,是啊,你看, 

标志牌上不是写着‘布莱林顿’吗?’ 

这时候你会怎么做？ 

你会说:‘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吗?’ 

不。你会说: ‘你们弄错了, 那只是个标志牌。 

你们还没到呢。这只是一个指向。 

布莱林顿是在那个方向。 

上车,继续前进。 

不要停在路边的标志牌旁边吃饭, 

太无聊了。’ 

现在,你明白耶稣所做的事了吧。 

这群人如此沉迷于, 

标志和食物, 

以至于忽略了 

耶稣真正能给他们的。 

现在,问题是, 

他会给他们什么呢? 

请看第27节。耶稣说: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耶稣的另一个头衔) 

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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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耶稣并不希望他们遗漏 

他能真正给他们的。 

暂时的食物与永恒的食物， 

有什么不同? 

那么这群人把自己的心和灵魂, 

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哪里了？ 

用在必坏的食物上。 

用在暂时的食物上。即使你得到它, 

也不能永远保存它, 

因为它必坏掉, 

就算能保存一会儿, 

让你撑一段时间, 

但是如果你吃这种食物的话,你总是会需要更多的。 

而这群人,他们都很执迷,但 

耶稣没有说,‘噢,别再这么执迷。’ 

他不希望他们失去对事物的兴趣。 

他们只是把热情都放在了错误的方向上。 

耶稣不希望他们把心和灵魂都倾注在暂时的食物上。 

他希望他们得到永恒的食物。 

耶稣希望给的是， 

可以永远保存的食物。 

那么,耶稣谈论的是什么呢? 

他没有给他们最可口的面包。 

也没有给他们最美味的意大利脆皮面包。 

他给他们真正的， 

更深层次的养料, 

从现在开始滋养他们，直到永远。 

但现在的问题是, 

他给的到底是什么呢? 

他到底会给他们什么? 

我们看这段对话， 

看能否从中找到答案。请看第28节。 

他们问了耶稣一个问题。 

很好，这种永恒的食物听起来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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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 

很吸引人的问题,不是吗?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宗教问题， 

‘我必须完成什么呢? 

我要怎样做 

才配得到你给的食物? 

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 

我想表现好些 

我怎样才配得到这食物呢？’ 

我喜欢耶稣的回应:真是让人振奋。 

请看第29节，“耶稣回答说: 

‘这就是作神的工:’” 

准备好了吗? 

“信神所差来的。”而不是说, 

‘你必须要做的是: 

你要取得很高的成就。 

你一定要做这个,这个,这个…’ 

他只是说: 

‘以你本来的面目追随耶稣, 

让他全权负责。’ 

这就是‘相信耶稣’的含义。 

此时此刻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份礼物是什么。 

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准备了一份很大的礼物, 

我们应该尝试并把手伸出来。 

但是问题是,他要给的礼物是什么呢? 

我想神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答案就在第30到35节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接着这个故事往下看。第30节。 

众人让耶稣行神迹，他们说, 

“你行什么神迹, 

叫我们看见就信你；” 

这群人回想起犹太人的历史。 

他们记得在犹太人历史上就有一次， 

当他们在沙漠里的时候， 

有一个叫摩西的人领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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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是摩西养育着人们， 

并通过施行神迹让人信服。 

于是他们对耶稣说, 

‘那好吧,你打算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请大家想一下前一天发生的事： 

他用几块饼, 两条鱼 

让五千多人吃饱, 

但他们还想要另外一个神迹。 

但请看第32节， 

看看耶稣是怎么对他们说的, 

因为他们有这种不正确的比较。 

他们正试图拿耶稣和摩西比较, 

但这种比较是错误的。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粮， 

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 

真正的比较应该是：那个时候 

特殊的饼(吗哪)养活众人 

与现在耶稣作为特别的人,  

能给我们真实又深刻的生命。 

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就知道  

神的粮是与个人密切联系的。 

是的,人们真的想要这个, 

所以耶稣才把话说的清清楚楚。 

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知道第35节中的伟大宣言: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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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他已经说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现在知道, 

礼物就是给予者自己。你明白了吗? 

伟大的给予者将他自己作为伟大的礼物。 

他就是生命的粮。 

我不知道你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为什么耶稣称自己是生命的粮呢? 

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称为生命的鱼子酱呢? 

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呢? 

我不知道你们在家是不是常吃鱼子酱, 

但我们家绝对不常吃,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我们家的橱柜里根本就没有鱼子酱。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时代的文化, 

像现在的许多文化一样, 

面包不是一种奢侈品。 

面包是生命的必需品。 

耶稣所宣称的是 

你和我,每一个人, 

生下来需要的就是他要给你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生下来就是需要他。 

本质上讲,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有某些需求和欲望, 

只有上帝才能满足（这些需求）。 

我们是被创造成需要神的, 

只有和耶稣真正的联系在一起， 

才能去到 

创造了我们的神（那里）。 

现在,让我来试着拓宽它的含义。 

我们的哪些需求和欲望， 

是只有上帝才能满足的？ 

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首先,安全的需要。 

未来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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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人类有一种想得到安全的内在需求。 

对安全感的需求，我想这是其中之一。 

其次,快乐。 

我们知道，我们追求深刻的、永恒的快乐。 

我们这种对快乐的需求 

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 

第三,价值感。 

我们都知道,人们是多么渴望和需要活的 

有意义,有价值， 

被人关注，感到重要。 

第四,也是我要为大家指出的， 

被深爱的需求。 

这些需求似乎是固有的, 

这是神的安排，, 

耶稣说只有他才能满足我们这些需求。 

但问题是:当神不在我们的生活中时, 

这些欲望会怎么样呢? 

这些需求又会如何呢？ 

它们会突然消失吗?根本不会。 

神也许不会在那, 

但是那些内心深处的欲望还在那里, 

我们试着在别处满足这些需求。 

我们寻找所谓的‘神的替代品’。 

那么,什么是神的替代品呢?  

神的替代品可以是任何人或任何事。 

比如钱,为什么人们那么渴望钱? 

对于一些人来说, 

钱能带来他们所渴望的安全。 

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有足够多的钱的话, 

未来就会有保障。 

对某些人来说（安全）可以用钱买到。 

而且他们这样就能得到所有, 

他们认为拥有后就能变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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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 

因此金钱成为神的替代品。 

还有许多别的例子。比如事业。 

人们投入到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 

出于很多原因。许多人认为, 

‘如果我真的得到提拔,做这个，那个… 

我就快乐了。 

或许我的家人会感激我所做的事情, 

或者人们会认为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或者是其它的东西。 

可以是与另一个人的感情。 

被深爱的需求。 

有多少人 

试着通过别人 

满足自己的需要呢? 

或者这个怎么样？外表和美丽? 

一些人对于美丽的外表， 

漂亮的衣服非常着迷， 

因为我们的文化 

告诉我们 

如果你有美丽的外表， 

你就会感觉良好， 

你就会活的有意义有价值。 

神的替代品可以是任何事或任何人。 

而且很多人不止有一个,不是吗? 

我是说，我们在生活中 

塞了相当多的神的替代品， 

来满足（我们）不同的需求。 

但是请让我给你几点关于神的替代品的忠告。 

有关神的替代品，我想跟你们谈的第一点是 

它们都不能满足我们的终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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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常常会导致我们 

经常在不重要的东西上浪费很多时间。 

神不是灭绝快乐的杀手， 

他不想毁掉我们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快乐。 

但是如果你将自己交给神的代替品, 

它永远都带不来我们真正渴望的快乐, 

太多的人最终都会在 

不必要的东西上浪费太多时间。 

在我们追求神的替代品时，还有一件事会发生，那就是： 

我们最终将毁坏神所赐给的礼物。 

我想这是千真万确的, 

尤其是当人们试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找到（那种）强烈的爱。 

所以只有神能给我们 

这种深入骨髓的爱。 

可事实又如何呢？许多人认为, 

‘等有了下一段感情, 

我就会找到被强烈爱着的感觉。’ 

但这段感情本不应该承载人们所强加给它的这份重担。 

然后会发生什么呢？它会碎掉。 

那正是神的替代品所带给我们的。 

但你是否问过… 

那神又会怎么样呢?神是如何看待 

我们追求他的替代品的呢? 

神会高兴我们这么做吗? 

圣经中，神将这种行为与出轨的爱人联系起来。 

请试想一对婚姻中的夫妻, 

如果妻子和另外一个人有染, 

丈夫会怎么反应呢? 

他会高兴吗?他能笑起来吗?根本不会! 

他会非常的愤怒。 

他有愤怒的权利吗?当然有。 

然而纵观过去几周我们对耶稣的认识， 

就能发现，这是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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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儿子耶稣派来完成伟大的救赎, 

所以他有能力做一切有必要做的事情 

好让我们与又真又活的神建立联系。 

当他（耶稣）在这里时,他说了些什么? 

“我就是生命的粮。” 

现在,我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然后请大家回到各自的小组。 

面包什么时候对你有益呢? 

请大家思考，好吗? 

我在这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拿着面包。 

现在,你能用这块面包做些什么呢? 

你可以整晚都盯着它。 

这样做很刺激吗？你愿意这样做吗? 

你只是看着面包， 

它会对你有什么用处吗？不会。 

你可以把它贮藏起来，你可以把它放到橱柜里 

然后每晚都把它拿出来 

心想：‘哇，看这个，面包哦。’ 

这会对你有什么好处吗？绝对不会。 

你必须去吃面包，面包才会对你有用。 

这个道理也能用来解释 

相信耶稣意味着什么。 

积极主动地信任他, 

带着真正的自我来追随他,让他全权负责。 

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说: 

‘我向你保证, 

我会消除你们内心深处的饥饿感。’ 

好了,大家回到各自的小组讨论一下。 

看看你理解多少,几分钟后我会回到台上 

回答我们今晚的大问题 

开始吧，看看你们能理解多少。 



Identity Session 3 Talk - Chinese 

© Lee McMunn, 2011    15 

Identity – Who is God? Who are we? 
 

© Lee McMunn,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as may be permitted by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Published by 10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10ofThose Limited. 

 
All Chinese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taken from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10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10ofthose.com 

Unit 19 Common Bank Industrial Estate, Ackhurst Road, Chorley, PR7 1NH, England. 
Email: info@10ofthose.com 

Website: www.10oftho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