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研讀」                     蘇穎睿牧師
 

 
30.11.2022                P.1 

 

第七十二課：計算代價 

和合本：路加福音十四 25-35 

「25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他轉過來對他們說、26『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

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愛我勝過愛原文作恨〕27 凡不背

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28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

成不能呢。29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見的人都笑話他、30說、「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
31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麼。
32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33這樣、你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

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34鹽本是好的．鹽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他再鹹呢。35或用在田

裏、或堆在糞裏、都不合式．只好丟在外面。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引言： 

我們先看看一個宣教士的故事，他與太太都是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名叫師達能(John and Betty 

Stam)。在 1934 年，他們夫婦二人同樣被紅軍擄劫，被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擄去，被擄後幾日，即

被紅軍在群眾面前遭斬首，但他們幾個月大的女兒卻神蹟地被救脫險，這是一個非常動人的故事，

對整個中國的宣教運動有極深遠的影響。 

 

師達能生於 1907 年 1 月 18 日，在美國的新澤西州出生，父親是來自荷蘭的移民，是一個虔誠

的基督徒，並在新澤西州創立了「希望之星」的組織，(Star of Hope Mission)，是專門幫助那些酗酒

和無家可歸的人士。後來師達能入讀芝加哥慕廸神學院，並且立志前往中國宣教。在學校他認識了

史文明 Betty Scott，大家都是志同道合。Betty 的父母都是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他們也一同加入了

中國內地會，在安徽舒城宣教，他們一同事奉、戀愛，並於 1933 年 10 月 25 日在山東濟南結婚，

繼續在舒城事奉。1934 年 9 月，誕下他們第一個女兒海倫(Helen)，並轉往安徽省的旌德事奉。 

 

1934 年 12 月 6 日，Betty 清早起來，正替 Helen 洗澡，忽然槍聲四起，紅軍湧入城內。傾刻，

紅軍已經到他們的家門，起初本擬只把師達能帶走，後來改變心意，把他們一家都擄走了！原來，

這是張國燾第四方面軍所為。那晚，師達能寫了一封信給中國內地會總部，信是這樣寫著： 

 

「今天在旌德縣，我、我的太太及嬰兒已落在共產黨的手中，他們要求 20,000 元贖金。他們已

經拿走了我們的一切。但感謝主，我們內心仍有平安，並在晚上能享用一頓晚飯而感謝神。求主給

我們智慧，懂得如何處理這危機，也給我們內心平安，祂真是我們奇妙的恩友。今早的事情發展得

實在太快了，我們所擔心的終於成為事實。紅軍只用了二、三個小時便封鎖了全城，求神賜福給我

們平安，無論是生、是死，都叫神得著榮耀！」 

1934 年 12 月 6 日師達能 

 

到了翌日，紅軍帶著他們朝著廟首進發。Betty 可以騎馬，師達能則要行路。後來到達廟首後被

囚在郵政局內。師達能是認識郵政局局長，他們送了一些水果給他們夫婦吃，而師達能亦趁此機會

把他昨晚寫了的信，托他代寄。三日後，局長見到師達能的同工羅傳道，便把信交給他！ 

 

過了一晚，紅軍帶他們走上鷹山的刑場，把他們斬首。在往刑場途中，有些基督徒勇敢地走出

來與紅軍對質，企圖拯救他們夫婦二人，但竟被那些紅軍當場槍斃，師達能死時只有 27 歲，Betty 

28 歲。當他們被帶上刑場時，紅軍忘卻了他們的初生嬰孩，那晚 Betty 餵她吃完奶後，便放在床上，

一直沒有人照顧，直至 36 小時後才被人發現。幸好那時紅軍已離去，所以這嬰孩便安全被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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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師達能先前曾與羅傳道相約於 12 月 7 日在廟首相會，一起去傳福音。所以，12 月 6 日羅

傳道便來到廟首，他完全不知道師達能夫婦已被擄走。到了 12 月 7 日，紅軍來到廟首，又捉拿了

羅傳道，羅傳道當時是住在教友王太太家中，王太太的好友張秀軒力證羅傳道是個好人，紅軍於是

便釋放了他。被釋放後他立即連夜出逃，藏在山上。到了紅軍離開廟首後，他才返回。那時他才知

道師達能夫婦遇難的消息。羅傳道是知道師達能夫婦有個初生的嬰孩，便偷偷地搜索嬰孩的下落，

唯恐驚動紅軍在廟首的線人。幾經波折，經過了差不多兩日，羅傳道找到師達能臨上刑場前的房子，

忽然聽到有嬰孩微弱的哭聲，進入一看，赫然發現嬰孩之所在。與嬰孩一起的還有幾件襯衫、尿布、

奶粉及五百元，原來這都是 Betty 那晚餵完嬰孩後遺下的東西，希望有人發現而把她救出，羅傳道

於是立即抱著嬰孩，找到了王太太請她暫時照顧這嬰孩。 

 

羅傳道隨即找到了師達能夫婦的遺體，草草把他們安葬。那時有一大群村民觀看，羅傳道就對

他們說：「你們目擊這件慘案，你們大多是認識這對夫婦，也知道他們的為人；他們為什麼要老遠

從美國來到中國，來到廟首這窮困的地方？是為著你們，為著我們中國同胞，他們都是神的兒女，

蒙神的大愛拯救了他們，是因著這愛，叫他們犧牲一切，來到我們中間，把神的愛與基督的救恩告

訴我們。你們都聽過他們的講道，又親眼見到他們如何犧牲，那就是真憑實據了。如今你們親眼看

到我們朋友遇害，心感悲傷，但不要難過，他們的靈魂已安息在父懷中，享受著上帝給他們的福份，

請不要忘記他們所傳的道：要悔改、信福音！」 

 

羅傳道把這個初生的嬰孩，連同他二歲的兒子，用一個簍載著他們，立即離開廟首，一直走了

幾日的路程，找到內地會安徽省之監督韓牧師，把嬰孩交給他，然後再轉至 Betty 父母手中撫養成

人。他們在嬰孩的袋中，找到了師達能夫婦的遺書，上面寫著：「昨天共產黨紅軍經過旌德時，把

我們擄劫到這裏來，我曾要求他們讓我的妻子和女兒離去，可是他們不肯，所以我們便今天一起來

到廟首，他們要求 20,000 元贖金，就可以釋放我們。我直接告訴他們『不會有人付這筆錢給你們。』

因此他們就把我們用作救災的款項及一切財物拿走，神會賜給你們智慧，又以恩典扶助我們，以致

我們可以不屈不撓有勇氣的站穩，祂是全能的神。」 

 

在師能達夫婦的墓碑上刻著：「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這腓一 20 的

金句也正是師能達最後的遺言。 

 

聖經說：「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會結出許多子粒來。」師達

能夫婦的死，不但沒有嚇到那些來華的宣教士卻步，反而激勵了在歐美數以百計千計的青年信徒來

到中國傳道，其中師達能夫婦的母校慕廸神學院，便有 200 人奉獻作海外傳教士，至死忠心。 

 

師達能死後一個月，在美國的父親收到師達能臨終前給他的一封信，裏面有一道詩，寫道： 

怕 

怕？怕什麼？ 

怕心靈得釋放？ 

怕飛越痛楚，得享平安？ 

或是追求充滿掙扎和壓力的人生？ 

怕？怕什麼？ 

怕面對著救主？ 

怕聽到祂歡迎之聲？ 

怕目睹他的傷痕，卻是滿有榮光和恩典的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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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怕什麼？ 

怕見到驅體受挫，撕裂了的心？ 

怕見光與黑之交錯， 

卻又是天上美麗的圖畫？ 

怕見祂為我們釘在十架上的傷口？ 

怕？怕什麼？ 

怕透過死亡而戰勝死亡？ 

怕被血之洗禮？ 

而怕見生命因此而開得燦爛？ 

怕？什麼？ 

 

至於謀殺師達能夫婦的紅軍領袖方志敏，最後被國民黨軍隊逮捕，另一位姓王及姓劉的首領也

同時被捕及處決。至於張國燾，他與此案雖然無關，但其後他與毛澤東決裂，投奔國民黨，解放後

逃至香港，後移民加拿大，並且信了耶穌，在加拿大多倫多病終。其實，像師達能夫婦的宣教士，

為中國人捨身傳道，數以百計。單在中國中內地會來華的首 50 年，共有 214 宣教士被殺，其子女

活不到二歲的竟佔 50%之多。我們不禁問道：值得嗎？為什麼他們要這樣犧牲呢？這段聖經正好給

了我們一個答案。 

 

(一) 群眾路線：(v.25) 

「有一大群人和耶穌同行。他轉過來對他們說：」 

 

1. 我們要留意，「有極多的人」是指一大群人，他們和耶穌同行。「同行」是什麼意思？英文是 

going along with，中文可譯的作「埋堆」、「走群眾路線」、沒有任何投身的意思(No commitment)。

或許他們見耶穌行了許多神蹟，名聲大噪，去看看耶穌，聽一聽，也無妨；反正這好像睇騷一

樣，等開場。如果表現好的，拍多幾下手掌，給多幾個錢作賞金。如果不好，便掉頭走，去第

二間教會看看。沒有任何責任，沒有束縛。天氣好便去，天氣不好就不去。如果有另一個表演

者，表現得更出色，隨時轉台。這就是「有極多人和耶穌同行」的意思了。 

 

2. 耶穌不是看見這麼多人，就心花怒放。在年報大事吹噓，我們教會又多了幾多人！對不起，耶

穌不是看這些假賬，祂不是看重那些大堆頭，不是看數目，他轉過頭來對他們說一些他們最不

喜歡聽的話。或許你會批評祂：「有沒有弄錯呀？這樣會嚇走許多人，以後他們就沒有機會聽

福音了！」這不是耶穌的做法。耶穌要我們誠實去計算一下：跟隨祂有什麼代價，免得作個糊

塗人。留意，耶穌三次對他們說：「不是我的門徒」，跟風、埋堆、沒有投身的，怎算是我的門

徒呢？(v.26，27，33) 

 

3. 究竟我們是否這一大堆人的一份子呢？我們只是同耶穌同行，而非真正跟隨祂。我們只是睇

show、跟風、沒有任何 commitment，信仰只不過是我們生活的裝飾品，除了我們多了一些宗

教活動外，我們與其他未信主的朋友沒有任何分別。教會只是一個俱樂部，Social 一下，這正

是今日教會面臨的最大危機。 

 

(二) 委身？何解：(v.26-27) 

「『無論甚麼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姊妹，甚至自

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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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或者你會問：究竟什麼叫做委身給基督呢？我們看看耶穌給我們的挑戰： 

v.26-27「無論什麼人，到我這裏來的，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姊妹、

甚至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耶穌說：如果你考慮想做一個基督徒，就請你先坐下，想清楚，你是否計算清楚代價： 

 你所愛的是什麼？ 

 你所追求的是什麼？ 

 你所擁有、所恃的是什麼？ 

 

首先，我們要看看 v.26「你所愛的是什麼？」耶穌說：「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我自己

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或許你會問：「耶穌是

否太霸道呀？」其實，原文的語氣更重。原文「勝過愛」是 miseo，可解「恨」，什麼？信耶穌

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有沒有弄錯啊？這豈不是斷六親？首先我們要明白希臘

文 miseo 這個字，的確是有「勝過愛」的意思。太十 37 記載：「愛父母勝過愛我」。這裡並不

是用 miseo 這個字，而是用 hype eme 這二個字，意思是「勝過我」。這裏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耶穌並不是比較「耶穌」和「父母」。父母是較耶穌差，所以要愛耶穌多些。

非也！而是比較二種不同的愛：以耶穌為中心的愛，和以自己為中心的愛。如果我愛父母、

妻子、兒女是因為我知道他們是神賜給我的，我要好好的愛護他們。這是以耶穌為中心的

愛。如果我以為父母、子女是我的擁有物，一切以我為中心。養兒防老，愛妻是因為她對

我有好處，這都是自私的愛，這樣自私的愛就不配作祂的門徒了。愛不是半斤八兩，如果

愛耶穌半斤，就只剩下八兩給父母。愛不是這樣的，愛就如火一樣，越燒越旺。 

 第二個意思是：當我們要作取捨時，究竟我們要選擇耶穌抑或揀擇我們所愛的人呢？記得

很多年前，我剛大學畢業，我便開始預備讀神學、作牧師。但我愛上了君玉，心裏有一個

掙扎。我不知她願否作師母，但我又不敢問她，因為萬一她並無此意，我便不知所措。我

究竟是要選擇什麼呢？一方面我認定是神呼召我作牧師，另一方面我又愛上了她。假如她

不願意作師母，我就要作一個取捨了！放棄呼召？放棄她？所以不敢有什麼行動。最後，

我想通了，我一定要愛耶穌勝過愛所有人。於是我便向她表明愛意，並說我是蒙召當牧師

的，假如不想當師母，就請坦白告訴我；短痛好過長痛。事實上，這擔心是多餘的，原來

她一早已知道，並願意接受這個呼召。 

 

2. 我們再看第二個問題：你所追求的是什麼呢？v. 27「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隨我的，也不能作

我的門徒」。 

 

在當時巴勒斯坦，這是一幅耳熟能詳的圖畫。背十架就如上斷頭台、絞刑、即是赴死。但我們

要了解耶穌的意思，祂不是叫我們去死，如果死了，又怎能跟隨祂呢？保羅給我們一個很好的

註釋：我看萬事如糞土。耶穌也說：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一切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耶穌

挑戰我們：我們追求什麼呢？是一些只有短暫價值的東西？是一些有永恆價值的東西？十字

架是耶穌的人生目標，祂的使命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為我們捨命，流血拯救我們。跟隨祂的，

也要背起十字架來跟隨祂。這是我們的使命，就是叫人得著福音、新的生命、新的方向。 

 

3. 最後是關乎我們所擁有的。 

v.33「這樣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不能作我的門徒」。 

 

「撇下一切」不是指你收入十分一，不是指只有星期日的時間，也不只是某些才幹，而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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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關鍵就是：誰是波士？我是自己？是耶穌？誰是你的主人？  

 

(三) 計算代價：(v.28-35) 

「『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來計算費用，看能不能蓋成？免得安了地基，不能蓋成，

看見的人都笑話他，說：「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

不先坐下來酌量，他能不能用一萬兵去抵抗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嗎？若是不能，他就趁敵

人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談和平的條件。這樣，你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

不能作我的門徒。』」 

 

1. 或者耶穌在這一段講了三個比喻，叫我們好好計算代價。 

 

第一是蓋樓的故事： 

v.28「你先坐下，計算花費，能蓋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完工，看見的人都笑話他，

說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 

 

這比喻是很明顯，在作一件事之前，你必須好好計算清楚代價，看你能不能完成。信耶穌也是

一樣，你要坐下計算一下，付出什麼代價，以祂為中心，勝過所愛的、所求的、及你所擁有的。 

 

2. 第二個比喻是打仗的比喻： 

v.31「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萬兵，去敵畫那二萬兵來攻打

他中嗎？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 

 

這個比喻是什麼意思呢？領二萬兵的是神，領一萬兵的你。你就要想想，計算一下可否與上帝

打仗。如果明知自己無力，不如去求和，因為強弱懸殊，所以我們不但要計算跟隨耶穌的代價，

也要計算不跟隨耶穌的代價。 

 

3. 最後我們看看第三個比喻： 

v.33-35「鹽本是好的，然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或用在田裏，或堆在糞裏，都不合適。

只好丟在外面。有耳可聽就應當聽。」 

 

第三個比喻乃是告訴我們，我們面臨的抉擇，不同去街市買餸，買錯了可以再買。但信耶穌並

非如此，也不可盲從，因這與生命有關的。鹽究竟又怎樣失去味呢？鹽本身是鹹的，什麼情況

之下會失去味呢？原來鹽經過燃燒，就變了質，不再是鹹的。丟在田裏也沒用，因不可作肥田

料，只能丟在外邊。這是指最後的審判。我們本來都是神的形像，有父神的本性，好像鹽是鹹

味一樣。但我們犯了罪，就好像鹽失去了鹹味，毫無用處。唯一的結局，就是永遠沉淪。面對

著這樣的結局，我們要好好計算代價。你付得起嗎？快投身給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