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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肉身：圣诞节的奥秘」系列第一讲 

主题：道成肉身-荣耀的盼望 

讲员：大卫‧ 普莱特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道成肉身：圣诞节的奥秘」系列讲座第一讲。我是大卫‧ 普

莱特博士。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荣耀的盼望」。 

 

如果你手边有圣经，我想请大家一起翻开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将要从这段经文来思想

圣诞节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道成肉身」。这个词不好懂，我希望能用有力、又活泼的方式

来解释。 

  

我们都知道圣诞节其实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节日。一方面我们读到圣经故事中婴孩耶稣出生

在不平安又物资缺乏的环境；另一方面我们却活在富裕又热中送礼的环境。我们读到伯利恒的

星星，但是周边全是围绕着各种颜色的广告霓虹灯。我们读到马槽又脏又乱又不安全的地方，

但是想到圣诞节却联想到温暖火炉边，全家围在餐桌吃大餐。我们唱到牧羊人的诗歌，但是圣

诞节却看到比较多推销员在你面前。我们读到天使，但是讨论的却是红鼻子的麋鹿。 

 

圣经所记载的和我们怎样过圣诞节实在差别很大。而我却不想再讲老生常谈、陈腔滥调，提醒

你，圣诞节的主角是耶稣。 

 

我想说的是，连教会一直说，「要把焦点在耶稣身上」，都还会错失焦点；连我们在教会里都

会只专注在故事中有约瑟、玛利亚、有天使，专注在牧羊人、和环境怎样。连我们都可能见树

不见林，完全搞错圣诞节的焦点。 

 

圣诞节的奥秘不在乎耶稣出生时的景况，而在乎他的身分。这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接下

来的课程我们要来谈这项基要真理。 

  

不在乎环境或其他支微末节，在乎上帝竟然成为婴孩。成为会哭、会叫、会尿床，需要被教

育、需要被喂养才能长大。成为躺着不能起、或偶尔扭一扭身体，发出一些我们都听不懂在说

什么的声音的婴孩。所以，要深入探讨圣诞节的奥秘，就要大胆的问：「耶稣是谁？马槽里的

婴孩是谁？」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而且还分成好几个层次。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大？ 

 

首先，这是个「历史的问题」。从初代教会开始就有人在辩论马槽里的婴孩是谁，包括像是亚

波罗、亚流这些人，一直辩论到现在。辩论「他是神吗？」「他是人吗？」「是完全的神

吗？」「是完全的人吗？」「还是半人半神？」而你看到历史上的分裂，犹太教也是在此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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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分开。对耶稣的身分持不同看法的还有「耶和华见证人」、「神体一位论者」、甚至「回

教」也是。我记得自己曾在印度的街上跟回教徒讨论耶稣的身分，这是个历史的问题。 

 

第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上，我认为这是基督教里最重要

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耶稣是神，这位婴孩真是神，那么整本新约其他的经文就都有道理了，

也回答了其他有关耶稣的问题。 

 

想想看，这是最惊人的回答。如果耶稣是神，那么他在水面上行走就很合理了，不是吗？他创

造了水，我觉得他也可以在上面走。如果耶稣是神，那么怎么会看他拿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

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应该很惊讶吗？不会吧！是他创造饼和鱼，甚至连吃饼和鱼的肚子都是他

造的。 

 

真得对复活也感到很惊讶吗？想想看，当我们了解耶稣是神，那么惊人的就不是他从死里复

活，惊人的是他竟然会死。复活反而很合理。让我们震惊的是，神真的在肉身死亡。这个事实

改变了一切，全部上下颠倒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英国人鲁益师的一段话，今天我要引用很多他的话，他说：「对我来说，有关

基督神性的教义，不是人可以轻易切割的，因为太关键了，关键到必须抛弃整个信仰才有可能

摆脱它。」 

 

第三，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这是个很棒的问题，因为今天教会把这项真理当成理所当

然、司空见惯。希望我们永远都觉得这很惊奇，上帝居然会成为人！这项真理不会被五花八门

的广告和过节商品所埋没。这是一个重大的事实。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这是有历史价值的问

题；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很棒的问题。 

 

第四、这是一个「个人问题」。这项真理跟我们所有人的个人生活有关，换句话说，我们个人

生活维系于这项真理：耶稣是谁？ 

  

请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要来第二章 5-11 节。这段经文非常不可思议，我猜可能是

有关圣诞节经文中，最伟大的一段经文。只是在这里不会出现牧羊人、马利亚、约瑟也没看

到、甚至天使也不会出现。 

 

让我们一起解读这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 5~11 节，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

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

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

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这些都是在形容那在马槽里的婴孩。 

 

接下来的课程我们要来看「耶稣是谁」的四个图像。今天先看「耶稣是神！」，我定今天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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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叫做：「荣耀的盼望」。 

  

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句话把耶稣和历史中的其

他人区分了。这家伙不是普通人，不是个普通婴孩。「他本有神的形像」。这句话在新约原文

是在说耶稣的本体、本质、或存在。原文用的字是「型态」，不是说耶稣像神，或是类似神，

而是说他有神的本质。 

 

事实上，之后我们还会看到他「取了奴仆的形像」。经文就在说，耶稣就是神，非常清楚。这

是什么意思？婴孩耶稣「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另一段经文，可以帮助解释清楚。 

 

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看看使徒约翰怎样说圣诞节故事，这个开头也替整本约翰福音搭

好舞台。第一章回答了耶稣是谁，耶稣是神。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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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

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

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

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

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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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

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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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

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

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耶稣道成肉身，本有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这里就回答了，耶稣是神。首先，这婴孩是

「道」，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什么意思呢？第十四节说：「道

成了肉身」，这就是指耶稣了。 

 

但是为什么约翰称耶稣是「道」呢？听起来好像中国以前的宗教用的词一样。约翰怎么会称耶

稣是「道」呢？想想看，「太初」两个字让你想到什么？没错，《创世记》一章一节：起初。

起初怎样？起初神创造天地。世界还没有被造以前，只有神在那里。 

 

「起初」只有「神」，「太初」只有「道」。而且约翰说：「这道就是神」。而且「神说：要

有光，就有了光。」世界被创造，是倚靠神说的话，《创世记》前三章常常出现神说的话。神

的大能和创造的大功透过什么展现？神说的话。神透过他说的话显明他自己。 

 

《诗篇》107 篇 20 节，讲到神透过他的命令，来施行拯救，诗人说：「他发命医治他们，救

他们脱离死亡。」旧约中一再用神说的话，来显明神自己。显明神的能力也是在说显明他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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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神透过他说的话来显明自己，「所说的话」他的「自我显现」。所以当我们在认识耶

稣是谁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耶稣是谁的显现？你就知道耶稣是神的显现。他是神自己的

显现。在肉身的显现、成为一个婴孩。这婴孩就是神，神在马槽里显现。而且经文说「道与神

同在」，讲明了耶稣和神还是有互动，他既和神有互动，又是神。你怎么理解这事呢？这是三

位一体的奥秘。耶稣和父神同工、有团契互动，本有神的形象。 

  

现在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就会清楚知道耶稣是神。问题就是：「耶稣

有没有说过他是神？」耶稣到底有没有说他自己就是神？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回答，那我们对

于耶稣是神的认识就更深一层了。 

  

现在我来悬赏一百块美金，悬赏有谁可以在福音书中找到耶稣说他是神的经文。耶稣在哪里说

过「我是神」呢？其实通常没有人会悬赏那么高的奖金啦，因为真找到就要给出去了，所以答

案是福音书中从来没有记载耶稣说过「我是神」这句话。 

 

事实上，这也是其他宗教的人常喜欢讲的话，特别是回教徒常会说：在新约圣经中，耶稣没有

说他自己是神啊，你们为什么会相信他是神呢？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根本没说过「我是神」

啊。下次再有人问你这种问题，我希望大家都准备好用经文回答他，耶稣其实有宣称自己是

神；有宣告，只是没用「我是神」这三个字。 

 

我要告诉你这些宣告出自哪里，你准备好抄下来这些经节出处了吗？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

16~47 节，这可能是最清楚的经文，对于耶稣的神性理解的最全面的一处。来看耶稣说自己是

神的儿子，其实就说他与神同等。 

 

在这段经文之前，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一个瘸子，而宗教领袖非常气他在安息日医病，想想看，

这人从来都不能行走，他人生第一次可以拿起褥子来行走。宗教领袖很想说：等一下，等一

下，你在想什么？ 

 

结果他们靠近耶稣，发生什么事？我们来看第 16 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

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

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所以，当我们读到耶稣「称神为他的父」的时候，不要以为他只是说他有个父亲，你也可以有

个父亲。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他「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而这就是他正在做的事

情：在安息日工作。「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

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

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如果要继续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耶稣之后也说「他要审判人」。犹太人的想法当中，毫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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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是「神要审判人」，而耶稣居然说他要来审判人，这当然会让宗教领袖气疯，因为他当自

己与神同等。 

 

让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八章 54 节，耶稣与宗教领袖又谈了一次话，他们说他可能不是纯犹太

人，是撒玛利亚人，或者耶稣是被鬼附身的。 

「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

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

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

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

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我们先停在这里一下。我们必须先理解 58 节的意思。在现代讲：「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

我」，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如果你对人说「有我！」人家可能回答：「你发什么神经？」 

 

我们却知道旧约中，上帝每一次显明自己的名字给百姓知道的时候，神就这样说。摩西问神

说：我要怎样回答以色列人，是谁差遣我来？上帝说：你就说是「那自有永有的那位打发你

来。」这也是整本约翰福音的主题，约翰福音 6:35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8:12「我是世界

的光」、10:1 耶稣说到「我是羊的门」、11 节「我是好牧人」。11:25「复活在我，生命也在

我」、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15 章 1 节「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

树」。一而再，再而三，约翰想要显示耶稣自己教导人他是神，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你猜有

谁？就有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有了我，而且永远有我。 

 

大家来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59 节：「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

了。」他们拿石头要打谁？打亵渎神的人。因为有人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就是亵渎神，这样

的人不能容他再活着。我不知道耶稣怎样躲藏起来，但是耶稣就是躲开了。 

 

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章，从 24 节开始： 

「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

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作见证；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

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

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好像耶稣又把自己当成与神同等的了。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

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僭妄的话；又为你是

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几千年前当时的人其实了解的很清楚，耶稣正在宣称自己是神，他

们也因此而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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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看，从 11 章以后，耶稣透过他的话、他的作为，显明他的神性。不管是平静风和

海、喂饱五千人，医治病人，使人复活，再再都显示他有神的能力、神的主权，他就是神自

己。 

  

到了约翰福音 20 章末尾，耶稣从坟墓里复活，显示他不只是人，当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来看发生什么事情。20:26「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

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你看，机会来了，当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这是耶稣最好的机会说

「不！」。如果耶稣没有教导人他就是神，多马却称他为神，那么他应该回答：「你刚刚称我

是谁？可能你搞错啰，我不是神。」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回答嘛。29 节，耶稣告诉他：「你因

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所以了，我们一在看到约翰福音中，耶稣宣称自己是神，只差没有直接讲「我是神」而已。而

且不只约翰福音有记载，还有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是这样，像是马可福音 2:1-11，当耶稣

医治长大痲疯的人，也同时宣称自己有赦免人罪的权柄。鲁益师也说，他认为从耶稣这次宣

告，最能看出基督的神性。如果人犯了罪，应该是得罪神，要到神面前认罪，耶稣就讲白了可

以找他，其实就是在宣称自己是神。耶稣事实上有在福音书中宣称自己是神。 

 

现在呢，当我们有了这个基础，知道福音书中有记载「耶稣宣称自己是神」这个真理，那么对

于回答耶稣到底是谁，就有四个选项可以选。四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耶稣只是个传说人物。有些人可能会说：没错啦，他是宣称过自己是神，但是

那只是记载在圣经故事中嘛！就像看小说、或是读神话故事一样，没什么可信度。我们是没时

间深入讨论圣经经文的可信度、或真实度，但是我可以很有把握的告诉你，有关耶稣时代的记

载文献，没有什么文献可以比圣经还要可信的了。世俗的考古学 2000 年来一直想要证实圣经

记载错误、或者是过时产物，但是就是没有人成功。因为圣经本来就是真的。所以第一个选项

说「这只是故事而已」，并不成立，耶稣是真的。 

 

第二种可能，耶稣可能讲大话，他只是人而已，却宣称自己是神。这是现今普遍有的说法。像

是美国开国元老，第三任总统杰佛逊就说过：「耶稣是人类最伟大的导师，他的教导最有力，

他的子民需要多听他的话。他不是神，但是却是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人。」 

 

面对这种回答，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说：耶稣最重要的教导就是他是神，他的教导是以自己为中

心。 

 

耶稣最重要的教导就是他是神，如果他不是神，那么他就是在说谎。我们如果称他为导师，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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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他是神，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说谎的导师」。同样的，如果称他是伟大的人，但是不接受

他的宣称，相信他在骗人，那还会是一个伟人吗？ 

 

第三种可能，他是个疯子。如果耶稣真的相信自己是神，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他就不是在说谎

了。但是万一他信错了，那有可能是他疯了。有个人相信自己是神，他真的相信自己是神，现

实却是相反的。 

 

好了，如果今天换我来宣称自己是神，那大家就知道我可能不能再讲道了，可能需要去找精神

科医师帮助；但是如果我称自己是神，而且会在水面上行走，可以用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五千

人，甚至让死人复活，医治各样疾病，那你可能会想听完我的讲道。 

 

这是第三个选项，相信耶稣疯了，才会真认为自己是神。但是现在很少人会选择相信他疯了，

连真的疯子都不会这么想，也不会想他在说谎。 

 

好了，如果前面三种可能都不对，他没有发疯、没有说谎、圣经的记录也正确，那就只有一个

答案了，他真的是神，而且也称自己是主、是神。鲁益师这样说过：你可以嘲笑耶稣是疯子，

或者因他是被鬼附身而唾弃他、甚至杀了他，也可以跪在他脚前称他为主为神。但是不要假惺

惺的胡说他是伟人。耶稣没有要我们这样称他。 

 

所以耶稣不可能又说谎却又是伟人，我们只能选择相信他是传说人物、或者疯子、或真的是

神。这就是马槽里的婴孩真实的身分，他是道成肉身，神自己的显现。 

  

我希望我们还有时间来看希伯来书 1:3，那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

像」，第 8 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很不可思议吧，希伯来书前

面几章也都在讲耶稣是神。歌罗西书 2:9 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

面」。启示录开头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

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猜启示录结尾是谁也讲同样的话？是耶稣。耶稣说：「我是阿拉

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所以，耶稣真的是神。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看到他是神的道；但是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来看这婴孩耶稣另外三个

身分。第二个身分：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主。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歌罗西书第

一章，这里描述的非常棒。 

 

刚刚我们已经读过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歌罗西书第

一章也为我们总结说：生命都在他里面。 

 

一起来看一章 15~17 节，一边读一边想想所有的被造物、包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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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

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

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你能了解这真理有多震撼吗人？整个宇宙，亿万光年以外的星球和星座，所有都靠耶稣而立、

靠他维系。你能理解吗？生命的主现在在马槽里，倚靠他所创造、所维护的世界，来维持他的

生命。如果你深入的想一想，很快就会感到头痛，这个婴孩「是生命的主」，「万有也靠他而

立」；「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是生命的主」。 

 

第三个身分，他是世界的光。如果我们回头看约翰福音，那里就说到施洗约翰：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如果我们解读约

翰福音整卷书，就会发现很多有关「耶稣是世界的光」这个概念。当世界一片黑暗、充满岖

折、充满痛苦、悲伤，完全黑暗。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光来到这世界，你知道光会怎么做，

光会穿透黑暗、驱逐黑暗，完全战胜它。就算是最黑的房间，只要出现一点光，重点就在光上

了，黑暗就不重要了。耶稣就是世上的光，对抗黑暗；他是生命的主，也是世上的光。 

 

第四个身分，他是荣耀的盼望。约翰福音 1:14 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

我们中间」，字面上的意思其实是跟我们一起搭帐棚，和旧约中的会幕或圣殿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神的荣光住在我们中间。 

 

「圣殿」就是上帝在百姓中的居所，人可以来此遇见神的荣光。「会幕」也是一样，还没有圣

殿时，人就会到耶和华的会幕，因为神的荣光在此，所以可以在这里遇见神。这样，当婴孩耶

稣来到这个世上，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此之前，人要到

会幕或圣殿来朝见神，现在看到耶稣就见到了神的荣光。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而这天父的

独生子现在躺卧在马槽里，你不用到圣殿里，来见婴孩耶稣就能见到神，因为他彰显了神的荣

光。 

  

这是旧约中一再期盼的。以赛亚 46:13 他说到：「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

耀，在锡安施行救恩。」这是他们一再期盼的。而且这也是一再被预言的：神的荣光要来到以

色列中。现在实现了，神的荣光－人所期盼的神的荣光，已经亲自彰显在马槽内的婴孩身上。

他们所等候的一切都包含在此，但他们却不明白，至少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神已经藉此彰显自

己，人所等候盼望的就在此了。 

  

以上讲的这些都是很深奥的神学真理：耶稣他是神的道、是生命的主、他是世界的光、是我们

看见神荣耀的盼望。但是这些还太神学、太理论了，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些真理，认识的更实际

一点。因为这真理不只是神学课题而已。 

 



9 
 

有一次，我去儿童医院探望我们教会一个住院的小婴孩，他住院好几个月。教会的弟兄姐妹也

有好多人为他捐血，人多到要预约排队了。在教会、在家里，大家也一直为他代祷，祷告好几

个月。但是，后来他的状况每况愈下，越来越差。医护人员甚至不敢移动他，怕他一动就会马

上死掉。那天非常惊险，因为他们试着要移动他，好让他的爸爸妈妈能抱抱他。这小婴孩生命

的最后八小时，都是由父母抱着，抱在怀里。他只差四天就可以过一岁生日，但是昨天晚上过

世了。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他不只是被抱在爸妈怀里，他也被抱在生命之主的怀里。就像

我们刚刚学到的功课，耶稣这掌管生命的主，也曾经成为婴孩降生。我们教会刚过世的小婴

孩，也是在神的怀里，神是世上的光。 

  

我很难用言语形容那天晚上在病房里，爸妈抱着他们的小孩谈到他们对基督的信心的情形。病

房里没有黑暗，反而充满亮光，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胜过世界，他胜过疼痛、他胜过苦难、他

胜过疾病和死亡。他已经征服了这些。这「世上的光」已经穿透黑暗， 黑暗却不能胜过他。病

房里充满光明。 

 

很美的地方在于，这对父母抱着他们的小孩，谈到他们对基督的信心，知道这个孩子今天要见

耶稣的面是多么快乐，而且今天就开始与造他的主同在。所以当神道成肉身，降世为婴孩，我

们需要看见，这是个大好的信息。 

 

好了，现在了解这道理、有了印象，那么只剩下要下一个决心。我们有两个选择，都记录在约

翰福音第一章。我也在今天讲道一开始就提醒各位，这真理要穿透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心。 

 

第一个选项：「拒绝耶稣」。约翰福音 1:10~11「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

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当时有很多人选择拒绝耶稣，今天还是

有很多人选择拒绝耶稣。而且根据这段经文，选择拒绝耶稣其实是在说：我不认识他，我也不

接待他。 

 

这其实很可怕。根据我们看到的事实，向神说：我不认为耶稣是神的道、是生命的主、是世界

的光、不认为他是我们看见神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不接待他。这也等于当着耶稣的面拒绝他。 

 

选这个选项的人，只能对耶稣说：你是个传奇人物，神话人物，但你的故事是假的。或者对他

说：耶稣你是个骗子，你在最核心的问题上说谎。所以我不相信你，我也不接待你，因为你是

个骗子。不然还有种可能，耶稣你疯了，你脑筋有问题。这些回答都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的

人的回答：不认识耶稣，也不接待他。 

 

另外一种选择是：「敬畏他」。约翰福音 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

权柄，作神的儿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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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二种选择是：「敬畏他」。基本上就是说：我相信耶稣，我也属于他。 这是第

二种选择。 

 

我再说明一次为什么今天说「耶稣是神」很重要。如果耶稣不是完全的神，那么他就没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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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我们的罪而死。谁能承受神极大的烈怒和他公义的审判呢？难道仅靠一个自己行善、教人

行善的人？当然不可能。如果我们认为基督没有神性，如果耶稣不是神，那么我们就不会有救

恩，没有基督教了。这是关键。 

 

然而，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说：耶稣，我知道你是神的道、是世界

的光、是我见神荣耀的盼望；你是我生命的主，我信靠你。这样，敬拜耶稣就等于敬拜上帝

了。当我们唱：圣哉、圣哉、圣哉！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对基督唱，因为值得、他当受我

们的赞美、尊崇、和荣耀。圣诞节最大的信息就是那婴孩配得我们的敬拜。拒绝他，或是敬拜

他。 

 

接下来最后几分钟，我要挑战你，不管你在哪、是男是女、大人还是小孩，你要自己面对这两

个选项。今天如果你认识他，是他的儿女，如果你相信他，属于他，那我们就要来敬拜他。 

 

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决定，没有相信过耶稣是神道成肉身，那么我要邀请你跟我一起说：

神啊，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耶稣，你不是骗子、不是神话、不是疯子，你是我生命的主，我

信你是我见神荣光的希望。 

如果你还是不接受耶稣，那么请记得，我们是敬拜耶稣的。 

 

亲爱的上帝，我们向你导告，恳求你的荣光再次照亮我们，使你的话进入我们心中，让我们能

明白真理，知道你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神你道成肉身为我们而死，使我们的罪被赦免，有了

见你荣光的盼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