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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記載了一個人物，
他的生活有很好的意義 也有崇高的人生的目的
他的生活有很好的意義、也有崇高的人生的目的，
究竟他的生活是怎麼樣呢？

約翰福音第一章

6 有一個人，是從

神那裡差來的，名叫約翰。
7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
這 來 為要作見
就是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199 約翰所作的見證記在下面
約翰所作的見證記在下面：
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約翰那裡，
問他說
問他說：「你是誰？」
你是誰？」
20 他就明說，並不隱瞞，明說：「我不是基督。」
21 他們又問他說：
他們又問他說：「這樣，你是誰呢？是以利亞嗎？」
這樣 你是誰呢？是以利亞嗎？」
他說：「我不是。」
是那先知嗎？」他回答說： 不是 」
「是那先知嗎？」他回答說：「不是。」

每一個弟兄姊妹每天都在生活，有些人就會問 ─
生活有怎麼樣的意義和目的呢？
生活有怎麼樣的意義和目的呢
 如果生活是非常有意義的、人生的目的是非常崇高的，
就感覺生活應該是非常的精彩、豐富、踏實
 倒過來說，生活沒有太大意義、人生目的也不怎麼樣，
也許生活就很平淡、很單調，甚至有些無聊
問題是如果你覺得、甚至相信
 生活是很有意義的、生命也有崇高的目的
 可是發覺每天的生活都是挺單調、挺沉悶的，
每天早上起來刷牙、吃單調的早餐、
坐同樣的巴士去辦公的地方、
樣
辦
某一個時間吃午飯、下班、回家，
每天都是這樣的重複
每天都是這樣的重複，
那你怎麼樣看你單調、沉悶的生活呢？

22 於是他們說：
於是他們說：「你到底是誰，
你到底是誰，

叫我們好回覆差我們來的人。
你自己說，你是誰？」
23 他說：「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
『修直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
24 那些人是法利賽人差來的；
25 他們就問他說：「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亞，
也不是那先知 為甚麼施浸呢？
也不是那先知，為甚麼施浸呢？」
26 約翰回答說：「我是用水施浸，
但有 位站在你們中間 是你們不認識的
但有一位站在你們中間，是你們不認識的，
27 就是那在我以後來的，我給他解鞋帶也不配。」
28 這是在約旦河外伯大尼，約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見證。
這是在約 河外伯大尼 約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見證

施洗約翰是神所差來的，他來是要為光作見證。
還有比這更崇高的生命的目的、
比這個人生意義更高深的嗎？

耶穌基督神的兒子

他的生活卻是非常的簡單、甚至沉悶、重複，
他的
活卻是非常的簡單
沉悶
複
 所有 福音書 都告訴我們約翰是住在曠野
 馬太
馬太、馬可福音
馬可福音 ─ 穿駱駝毛衣服
穿駱駝毛衣服、吃蝗蟲野蜜
吃蝗蟲野蜜
 約翰福音 連他講的道也簡單，
沒有華麗的修辭 毫不搞笑
沒有華麗的修辭、毫不搞笑、
沒有什麼很奇怪的例證，
 當別人質疑他的身分的時候
當別人質疑他的身分的時候，
只能夠結結巴巴地說「我不是」
 引用聖經時
引用聖經時，很簡單引用以賽亞書
很簡單引用以賽亞書
「我就是預備的那一位」

也許 約翰福音 藉著施洗約翰單調、沉悶的生活告訴我們 ─
 生活的意義和目的，不一定要藉著多姿多采、
意義
定 藉著多姿多采
刻骨銘心的經歷、生活，才能夠可以見證的
 生活的意義和目的，是不必然與精彩的生活有關聯的
義
當然我們也不必要斷然否定
一些特別的經歷、難忘的體會，
畢竟施洗約翰就遇上了耶穌；
然而，施洗約翰在遇見耶穌以前，
在曠野究竟待了多少個沉悶、單調、無聊的日子呢？
忠心、簡樸、簡單的生活，就是迎接特別時刻的裝備，
 特別的時刻、經驗固然重要
特別 時
 托住我們、雕塑我們生命的，
就是看似無關平凡 簡單 無聊的生
就是看似無關平凡、簡單、無聊的生活
在重複的步伐裡面，我們學會怎樣跟隨主。

相對於 路加福音、馬太福音 的記載，
約翰福音裡面的施洗約翰 他的言說 宣講
約翰福音裡面的施洗約翰，他的言說、宣講，
給我們看起來卻有一點平凡的感覺…
 馬太福音 聽他講道的從猶大的每一個地方、
從約旦河的附近都來去聽他，激勵很多人
 馬可福音 所有的人都來聽他
 路加福音 不同的人到他面前來請教他怎麼樣生活，
其中有士兵、稅吏、一般的老百姓
看到的圖畫 ─
 約翰連講道沒那麼吸引人，講道很簡單
 到他跟前來的人要查問他、
前來
問
審問他的法利賽人代表
 也有一些的門徒，可是不多
也有 些的門徒 可是不多
究竟 約翰福音 在這裡要講什麼呢？

約翰福音

在簡單、重複的生活裡面，
我們學會怎樣當父親、母親、丈夫、妻子。
 如果不能在尋常的曠野生活裡面走穩腳步，
當狂風暴雨來臨時，我們就怯步不前了
 不能在平凡、單調、重複的時間裡走好每一天的步伐，
當路過花園時，就忘了該走的道路、跑到花園裡去了
 如果我們追隨精彩、不甘於簡樸，
一定會忘了自己是見證真光的那一個的見證者，
也會忘了「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生命的意義和目的並不在於生活的亮麗和華麗，
信仰的真確也不在於震撼人心的經驗 動力
信仰的真確也不在於震撼人心的經驗、動力，
 施洗約翰在平凡、重複的生命裡，活出意義和目的
 忠心、簡樸、單調、沉悶的生命，
忠心 簡樸 單調 沉悶的生命
就是雕塑我們生命的斧鑿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黑人還是在受苦的時候，
他們覺得他們的生命沒有將來、沒有明天，就像在曠野。
覺得
命 有 來
有
像在曠
一位牧者他們的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勉勵他的同胞：
忠心盡力手上的工，迎接夢想的來臨。
 如果不能夠走好每一天的日子，
夢想真的來到時，我們也不一定能夠迎接
 如果有人蒙召作一個清掃街道的清道夫，
打掃街道的時候，應該好像米開朗基羅寫畫、雕刻，
好像貝多芬作曲子、莎士比亞寫詩一樣，
打掃這個街道要到一個地步，
連天上眾天軍也會停下來說：
「有一個人打掃街道，打掃得好棒！」
在尋常、沉悶、單調、無聊、曠野的日子過活，
在尋常
沉悶 單調 無聊 曠野的日子過活
雕塑我們的生命。

我還記得那一天是一個很熱的一天，我們按著
會友提供的資料跑到病床旁邊 找到這位朋友
會友提供的資料跑到病床旁邊、找到這位朋友，
大概停留了十分鐘，談過的內容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十年後我從美國回來在神學院教書，
當年那個教會邀請我回去講主日崇拜，
講道完後，在教會的門口跟弟兄姊妹道別，
有一位用兩隻手大力地握著我，他說：
「孫傳道，我很感謝你，我是誰，謝謝你當年來探我。」
他在講的時候，我有點奇怪，
我記不起這位先生、也記不起曾經去看過他。
後來我想到 1985 一個下午，去做第二個探訪，
後來我想到，
個下午 去做第二個探訪
沒有在我的心裡留下特別的印象，
 有點像在曠野裡很多談到的其中的
有點像在曠野裡很多談到的其中的一次
次
 講什麼、我不完全記得，他有沒有決志、我也記不起來

1984 我神學畢業，就在一個教會當傳道，

不敢說是無聊、不過絕不精彩，
是無
精彩
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坐在辦公室，
做一些很簡單、很重複的工作，
唯一例外的，就是星期四我們去探訪。
1985 的夏天，我們早上探訪完、一起吃中飯，

吃飯的時候，一個媽媽到我身旁來說：
「寶玲，待會我們吃完以後先別急著回辦公室，
我們還要先去探訪另外的一個朋友。」
我說：「馮媽媽，我們今天不是已經探訪過…」
她說
她說：「我們現在去探的那一位還是沒有信的，
我
在 探 那
還
有
是我們會友的朋友，希望我們能夠跟他傳福音。」
吃完以後
吃完以後，
我就和這個媽媽一起到醫院看這位朋友。

可是這位伯伯到我面前來：
「當年我在醫
「當年我在醫院、你來向我傳福音，
來 我傳 音
後來我信了主、上教會，
謝謝你把福音傳給我，謝謝你、孫傳道！」
我突然間有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我以為我在曠野，我不知道上帝在默默地和我同工！
 當我感覺到很沉悶、很單調，好像沒有
很大的意義、沒有很大的目的、太平凡了，
不能說明我的呼召、不能說明我的恩賜
 當我沮喪時，原來神靜悄悄地
在我身旁 作 與我同 同行 使用我
在我身旁工作，與我同工同行、使用我
也許你也在重複、沉悶的生活裡面，
我希望你知道、你相信
我希望你知道
你相信 ─
神和你同在！

禱告
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每一位知道、相信 ―
無論我們的生活如何的
單調、重複、沉悶、甚至無聊，
你都與我
你都與我們同行、你都使用我們，
你都使 我
讓我們能作忠心的門徒、
忠心的見證你。
奉你的名求，阿門。
奉你的名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