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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浓厚犹太味道的作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里面的人物 包括主人翁耶稣基督也不过是个犹太人
里面的人物、包括主人翁耶稣基督也不过是个犹太人，
跟华人世界、两千年后的华人，有什么关系呢？
有点像老外朋友到我们中间来玩，
刚好是我们的节期，比方端午节、中秋节，
 我们都知道背后都有故事、传统
 老外朋友明白节期背后的意思，固然有意思，
不知道也没有问题，还是可以吃粽子、吃月饼的
我们也有这样的困惑在我们心里 ─
福音书的犹太味道太重了，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除了故事的主人翁他的诞生
给我们旅游放假的借口以外
 还有什么样的意思呢？

在这二十八集约翰福音的研读里，
我们将会进入约翰福音的世界，
我们将会进入约翰福音的世界
 了解经文的意思
 知道经文对我们生活信仰的意义

约翰福音的犹太味道特别重，
 故事发展基本上是环绕着犹太人的节期来进行的，
 逾越节出现三次 ─二、六、十三- 十九
 第七章 住棚节
 第十章 修殿节
 安息日 ─ 五、九、十九
 除了时间、地点也一样，
福音书的发展是围绕着耶路撒冷

为什么 约一1-18 通常称为序言，那么重要的原因…
01 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就是 神。
02 这道太初与 神同在。
0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0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0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06 有一个人，是从 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07 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08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
0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那光是真光 照亮 切生在世上的人
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世界却不认识他

11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作 神的儿女。
13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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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15 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
约翰为他作见证 喊着说：
「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16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7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18 从来没有人看见 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研究犹太信仰的人，就把 约一1-18
和 旧约创世记第一章上帝创造天地放在一起…
上帝创造天地放在 起
创一1-3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
神道、神说道，神的创造是通过他的话语、通过他的道，
神道
神说道 神的创造是通过他的话语 通过他的道
跟 约翰福音 这边所讲的，是非常的接近。


把 约一 所讲的道，和 箴八 智慧相提并论，
智慧也是创造的根本
 希腊哲学可以和 约一1-18 的道连接成为一起，
斯多亚派 ─ 宇宙是一个原则、原理、道为中心的，
 所有的创造、生命的维持，前面的道路、
发展，都是以这个道为核心的
 原则、原理、道，就是 约翰福音 所讲的道

这一段经文说明福音书不仅仅是为了犹太人写的，
虽然犹太味道很重 可是序言告诉我们 ─
虽然犹太味道很重，可是序言告诉我们
这福音书所讲的一切，是关乎所有人的，
它时间的开始是在历史的以前…
是在 史
前
一1-3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在时间开始、一切族群、人类发生以前，这个道已经在了，
在时间开始、
切族群、人类发生以前，这个道已经在了，
 所有的族群、民族，都是由他而生的，
没有 个不是借着他来造的
没有一个不是借着他来造的
 所以关于他的这个故事，其实是关于所有人的，
虽然看起来犹太味道很重，
虽然看起来犹太味道很重
还是关于你和我的一个故事



研究 约翰福音、还有中国文化的人说，
福音书所讲的道 跟道家「道 道 非常道」
福音书所讲的道，跟道家「道可道、非常道」，
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学术界对 约翰福音 的研究，就觉得
它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也跟所有的族群有关系，
因为宇宙、世界都完全地展示这个道
与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关系。
有些弟兄姊妹会认为上面所说的道
太过抽象 跟我们的距离太远了
太过抽象、跟我们的距离太远了，
有些朋友就是很具体的、怎么样可以清楚地
让社会 世界 自己能够更加好 ─
让社会、世界、自己能够更加好
 挣更多的钱、家庭会变得更加的富有
 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变得更加的强盛
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变得更加的强盛

这种的想法不定是错，不过我们也会想到 ─
 有一些人是非常的有钱，可是真是穷得只剩下钱，
有 些人是非常的有钱 可是真是穷得只剩下钱
除了钱以外、什么也没有，
自
自己生活在幽暗里面，
在 暗
也让别人生活在幽暗里面
 一些国家、一个社会，
可能是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强大，
可是这些的发达、强大，
也可能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下的，
他们也生活在黑暗里、也让别人生活在黑暗里
其实我们生活在幽暗里，
我们需要一个光来光照我们，
使得我
使得我们的生命
命
再一次有光亮、有温暖、有能力。

海伦在传记里说：那一天下午，
老师把我
老师把我一只手放在水龙头之下，在我另一只手上写着，
手放在水龙头之
在我另
手上写着
开始是很慢的、后来越写越快...
我突然间发觉 ─ 原来那股凉凉的、流在我手上的、
原来那股凉凉的 流在我手上的
那么美好的东西，叫 W-A-T-E-R，
突然间她明白原来每一个事物都有它的名字的，
白
有它 名字
她马上明白老师要做的是什么，
在老师的手上写 water，放在老师的脸上。
她开窍了、看见了，好像灵魂的深处被呼唤醒来一样，
她就急忙地要去学，到每一个地方她都摸，
要老师告诉她叫什么样的名、什么意思。
这一段经历就好像出埃及一样 ─
以前是被囚为奴的在黑暗里面，
现在是得见光明了！

海伦凯勒 ─ 美国十九世纪的教育家、政治的活跃分子，
是瞎的、聋的、哑的，
生活在完全的黑暗里面，
 家人很疼她、家庭环境也不错，
基本上供应海伦所有的需要
 海伦没有办法和别人沟通，
只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表达…
有一次海伦凯勒的老师苏利文，
在海伦的手上写 个字
在海伦的手上写一个字，
希望海伦能够明白每一个事情都有它的名字，
像人有他的名字、物件有它的名字，
希望海伦凯勒慢慢可以表达自己，
慢慢可以知道别人要表达什么。

是因为言语、因为字、因为道，让海伦苏醒过来，
听的时候会认为这是很感人的心灵鸡汤的故事，
听的时候会认为这是很感人的心灵鸡汤的故事
 不过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不是海伦，
我
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能够讲
够看
够
够
 可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 ─
 我们会讲，可是很多人的嘴巴
讲
不能吐出恩言，只能吐出谎言
 能够听，可是听的不是真道，是谣言、是非
 能够看，可是都是不应该看的东西，看不到真理，
看不到人生的道路，这些人都在黑暗里面
我们认真地凝视我们的生活，我们会发现 ─
很可能我们生活在幽暗当中，
不仅我们生活在幽暗当 ，
不仅我们生活在幽暗当中，
也使得其他人也生活在幽暗当中。

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这位道已经到我们中间来，
福音
道
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手上写上了我们的名字，
告诉我们 ─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让我们生命当中写上什么叫爱、盼望、信
福音书里有很多的人让耶稣闯进他们的生活当中，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写下了重要的词语 ─
 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在她的生命当中写上了活水
，
命
水
 一个犹太人的老师，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写上了新生
耶稣是否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写下了什么？
使你看见光明、从黑暗中走出来；
不仅仅你自己走出来，
不仅仅你自己走出来
也让你身旁的家人、朋友都在光明当中。

祷告
亲爱的耶稣基督，
求你进入我们身上，
求你进入我们生命当中，
光照我们，
让我们知道 ─
何谓恩典、何谓生命。
奉你的名求，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