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12/25/2011 
題目：代價知多少 
經文：約翰福音 1:1—4   9—12， 14 
主旨：這世界的光來顯明神的恩典與真理是何等昂貴！ 
 
引言： 
     在十月底我和師母去日本在那裡和同學、朋友團聚。我們已經三十幾年和四十

幾年沒與他們見過面了，雖然我們沒有很多的時間去不同的地方到處看看，但是能

和朋友,以前的同學在一起談到許多的事情，我們非常的開心。經過幾分鐘的交

談，我的日文都用光了，我日本的朋友他們的英文也用光了。他們當中的朋友都非

常的體諒我們，堅持用英文與我們交談。我的教授當他回家以后，他這樣寫說，

“這兩天我說英文真的很累。”  當然我們有很美好的時光，但是我們當中像小氣鬼

對自己說：“我們為了這個同學的團聚，我們要用光我們的飛行旅程的里數，並且

要把我們家中的狗放在狗旅館裡面 (要給費用)。”  這個大學同學的團聚是非常的昂

貴的事情. 
 

在過去的幾個禮拜也許有人離開本州，或者到別的國家去和家人團聚. 我們當中

也許有從別州來，或者是別的國家來這裡團聚.  團聚常常是很興奮的事並且也有所

得的，但這也是一個非常昂貴的代價.  這個當然除了金錢之外。我知道一個家庭他

要開 10 個小時的路，才能和他的家人團聚.  這個團聚的困難在於這個開車的人，

他有背痛的問題,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家庭團聚機會，但是他們開去開回來在路上有

很多挂慮，家人的團聚也是要花上代價的。 
 
有一首詩是十二天慶祝聖誕節，在第十二天, 她的心上人，給她有 12 個鼓手來打

鼓，然后第十一天給一份禮物，第十天給一份禮物，然后一直給到最后的一天，你

有沒有想過如果你要得到這 12 天的禮物要花多少錢呢？用今天的這個財務管理公

司，大概要花 24000 元。在美國去年每一個家花大概 384 元在聖誕節上，聖誕是不

是也是很花錢呢？ 
 
今年在伯利恆城他們花了 90000 元在一個人工的聖誕樹上，這是最大也是最昂貴

的一個樹，這個樹呢，是由中國制造，中國進口。 
 
  我知道很多人非常欣想教會的歌舞劇也從中得到充實。我們有否停一下來想一

想這個事：為了我們可以享受這一個美好的節目，我們到底用了多少 “人力的小

時？”people-hours?  從開始，六個月一前一直到昨天晚上排練為止，我們大概花

了 3000“人力的小時”.  如果每一個人一個小時是十塊錢，也許這樣算是低了一

點，如果十塊錢一個小時的話，那麼這個聖誕慶祝費用大概 30,000 元。但這個

30,000 元如果要比加州他們花了 4,000,000 元來慶祝聖誕節是小數,  聖誕節的慶祝

真能花上很大的代價。 
 
  在四年前的聖誕節，我們曾學過在《約翰福音》1 章 14 到 18 節裡，講到耶穌

怎樣在他降臨到世界的時候彰顯了他的恩典和真理.   今天早上我們從另外的角度來



看這段經文.  為了主耶穌基督來到這世界上, 充滿了恩典和真理，為了這個世界慶

祝他的降生，一年又過一年，到底耶穌基督付出了多少的代價呢？ 
 
 

I. 光來到黑暗中 
 
在 1—5 節裡面，我們知道耶穌是神, 是世界的光.  這光來到黑暗的世界. 光代表

著生命，公義和美好，並且也代表次序，仁慈和和平。黑暗代表罪惡，殘暴，凶惡

和不公正. 光與黑暗是剛好相反, 是互相抵觸的.  然而, 這光是主動的來到黑暗裡

面。 
 
在一些亞洲的城市裡，有些人撿垃圾為生，到這個垃圾堆裡面撿些金屬，能吃的

東西或者可回收的資源.  他們住在一個大家可以輪流睡覺的地方來過活。你可以想

象在那地方的骯臟和那種噁心的味道.  你可以想想看，也許明天早上，我們的外展

傳道來找你和對你說：請你在 2012 的夏天帶一個短宣隊，去到那個地方跟這些人

分享福音. 這個短宣隊要住在那種地方五天，而且要跟他們一起生活。你到那邊也

許不是很受歡迎的，他們對陌生人很敵意，在這樣的情況下你願意去嗎？ 
 
這就是耶穌的情怳,  祂是世界的光.  一開始這個世界是他創造. 因為罪的關系，這

個世界被污染，被黑暗罪惡所籠罩.  他來到這個屬於自己的地方，但他不被這世人

所歡迎.  耶穌是那位完全聖潔的神。但他卻來到這黑暗與非常骯臟的世界裡.  這完

全與他的本性是相反的.  就像你跟我要住在垃圾堆的城裡一樣.  為了你我今天能在

這裡慶祝他的降生，耶穌 --這光，付上的代價是, 祂來到這個完全黑暗的世界而又

被人拒絕.   這個使命是沒有一個人要做的。但是他順服天父的旨意，來到世上. 這
光來到世上。 

 
II. 耶穌來住在我們當中 

 
     在最近幾年, 當我到東亞做教導時，那裡的接待我們的主人, 不斷的要確定我和

其他的老師在那裡的時候能得到好的休息，並且有自己飲食的地方。當地的學生一

個房間有七或八個人一起住，有時還多過八個人.   我們這些老師被安排住在特別的

房子，有個人的浴室還有冷氣，或者住在附近的旅館而不是安排與同學們一起住。

在一方面來說，我非常的感謝他們這樣的安排，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我也感覺不

舒服，因為我和他們生活是不一樣。 
 
     這與耶穌基督- 這光完全不一樣.  我們知道耶穌基督祂來住在我們中間，這意思

是祂在祂的百姓中間，祂不是住在一個豪宅，也不是一個盛大的房子，而是一個簡

單的住所，像每一個人一樣.  更是的, 是祂出生在一個馬槽裡面，在動物的當中.  當
祂長大的時候，祂的房子, 祂住的地方也不過是一個木匠店裡。當我們在這個國家

居住時，我們希望所住的地方與我們的鄰居有點空間隔離.  我們希望我們的家有最

好的鎖和最先進的安全系統。但是當主耶穌來到的時候，他是在我們人群當中居住. 
讓你想象一下，我們看到這光滲透在黑暗裡面，住在罪人的當中，然后每一件事



情，每一個人都與祂完全的不同，這個光要放棄祂在天上的所有的一切，包括祂的

榮耀，祂的全能.  然而祂來到這個不聖潔的人群當中居住，因為祂如此做，祂暫時

約束祂的神性，祂與我們同住，祂了解我們的失望，我們的痛苦。后來, 一位使徒

寫著說, 祂跟我們一樣會遇到同樣的試探，但是他不犯罪。這裡我們知道耶穌基督

來，祂—這光與我們住在一起.   
 
III. 耶穌來是與我們分享祂的生命 
 
     當這光來到世上的時候，祂把祂的生命和我們的分享。我記得我的大兒子兩歲

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從加州的帕羅奧圖(Palo Alto)開車到加拿大的卡加利(Calgary)
去參加一個禮拜的薛華(Francis Schaeffer)會議.  當我們到達加拿大的卡加利時，我

們才知道要跟十多個人同住在一個小的房子裡. 在那樣的情況下，實在是沒有太多

的空間，而且又加上我們有一個兩歲的小孩.  或者當你去與親戚團聚的時候，你發

現你要跟幾個堂兄弟住在一個房間，也許這些堂兄弟你都不很熟，也許你跟他們不

一定處得來，這樣的一個經歷是感覺到有壓力的。 
 
     當主耶穌來是世上的時候，祂和祂的門徒一起有三年多的時間.  他親手揀選他們

每一位. 他們有不同的脾氣，有些人比較沖動，有些人比較有思想，有些人比較容

易發怒，所以他得到一個綽號叫（雷子）。包括有些對政治很有興趣，而其中一個

到最后是出賣祂。在那三年的當中，耶穌教他們有關神國的事，但他們一點都不能

了解而一直到主耶穌受死復活升天之後才明白。當他們聽到主耶穌一定要死的時

候，他們不但沒有想知道主耶穌要死的細節，而是他們當中卻在那裡爭論誰為大？ 
如果我要選十二個門徒，我一定不選這十二個，我一定要選那個主動的人，並且是

很謙卑溫和的，並且學的很快，屬靈和情緒上都很成熟了。在那三年的當中，耶穌

基督和祂的門徒一起走過不同的地方和住在一起.  耶穌基督來與祂的門徒分享自己

的生命。后來, 他的一個門徒約翰這樣寫, “那從起初，我們親眼看見，親耳聽到，

我們也親手摸過的主耶穌基督”, 我們跟祂說話，祂與我們一起生活 .   另一位使徒

保羅, 他這樣說: “我 們 既 是 這 樣 愛 你 們 、 不 但 願 意 將   神 的 福 音 給 你 
們 、 連 自 己 的 性 命 也 願 意 給 你 們 、 因 你 們 是 我 們 所 疼 愛 的 。” 保羅是

效法基督，他與帖撒羅尼迦的教會分享他的生命.   這是不是和我們今天的門徒有很

大的不一樣呢？有時候當我們說我們與別人做門徒訓練，我們所講的是一周或者兩

周跟他們見一次面, 每次一個或兩個小時，也許在那裡有讀書，有功課做，或者其

他的活動.  我們也試著透明化，但是我們並沒有真正的與他們分享自己的生命, 是
嗎?   但當主耶穌來到的時候，他在人的當中生活，他把他的生命與門徒們分享。 
 
     然後, 加多一件的事,  耶穌基督--這光，祂來到世上跟我們分享祂的生命. 因為這

樣而帶來的是祂要在十字架為我們而死. 祂來到我們的當中，把祂的生命與我們分

享，但是我們拒絕祂, 而且釘祂在十字架上。當使徒約翰在他年老寫這一本書的時

候，當他回想過去，想到在這很久以前發生的事，也許五十,六十年以前，當他在

寫《約翰福音》第 1 章的時候，他寫著這個道，這個光來到我們世上, 住在我們中

間。他在那裡回想耶穌基督的降生，他想到這光來到這個世界上，並且他知道最后



是被拒絕，被釘十字架上, 之前所預言都被應驗了。為的要讓世人能夠看到這豐盛

的恩典和真理的顯現. 對我們的主來講是付上了極大的代價.  為的是使我們從黑暗

裡面被解救出來，進到光明的國度裡面，他要付上他生命的代價.  為的要讓我們可

以稱為祂的兒女，他來到世上為我們而死，並且死在這與他完全相反的世界中。為

了要讓你我和成千上萬的人一年又一年的慶祝這個聖誕節，耶穌基督真的是付上無

比的代價.   為了耶穌來使人與祂有聯系, 有連接，那是要付上無比的代價。 
 
結語 
 
     在前幾個禮拜，我也在一些聚會裡跟大家分享過，有一個人在感恩節的那周的

禮拜二，就已經在一個商店門口等著, 他在(露營在商店門外) 准備搶購便宜貨.  為
的是他可以在感恩節過後的午夜 12 點 , (禮拜五)的 凌晨, 第一位沖進商店裡買到便

宜貨。這樣的一個景象，也許在許多的城市同樣的發生.  所以在國家公共電台，廣

播員這樣說，他說難道這些人沒有一個人可以和他共度這樣的時光嗎?難道在感恩

節的時候，他不想用這樣的一段時間和別人建立一些更好的關系, 反而在店外兩個

晚上為的是購便宜貨？其實感恩節與聖誕節都是在乎關係, 與人在一起.   主耶穌基

督來到世上, 祂願意將祂所有的一切擺上, 甚至祂付出生命,為的是跟我們產生永恆

的關系. 所以我們要打開我們的心接受這個關系，我們要打開我們的心接受神的兒

子。 
 
      當我們已打開了我們的心接受這光, 接受神的兒子, 也成為祂的兒女，那麼, 這個

聖誕節對我們的意義又是什麼呢？也許有些人我們要和他修復我們之間的關系. 也
許有些人我們要重新跟他們聯絡.  當我們如此做時, 也要犧牲一些事.  也許就是我們

的驕傲，也許就是我們要用時間, 要主動的去找那個人.  當這樣做時, 也會令到我們

離開了我們舒適的環境，進到一個未知的情景裡.   這也是一個的冒險, 也許會被人

的拒絕.  然而在我們順服我們天父時，這樣做是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