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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
读经

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

21 百姓等候撒迦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

22 及至他出来 不能和他们说话 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

读经
路一

20-28
22 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

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式，竟成了哑巴。

23 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23 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

24 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利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

25 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26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 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撒勒），

27 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叫马利亚；

28 天使进去 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28 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29 马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甚么意思
读经

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甚么意思。

30 天使对她说：「马利亚，不要怕！

你在 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路一
29-37

在 神面前 蒙恩 。

31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32 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 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34 马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35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 神的儿子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 神的儿子。

36 况且你的亲戚伊利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37 因为，出于 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38 马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她去了读经 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

39 那时候，马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

来到犹大的一座城；

读经
路一

38-45
来到犹大的 座城；

40 进了撒迦利亚的家，问伊利莎白安。

41 伊利莎白一听马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

伊利莎白且被圣灵充满，

42 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43 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

44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 入我耳 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44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45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从蒙恩到有福
路一20-45

诸长乐牧师 2017.12.03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已经进入12月，圣诞节也快要到了，对每个基督徒来说圣诞节是一个快乐的日子！
有许多人虽然还没有接受耶稣，但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也喜欢来教会，

所以我请弟兄姊妹在12月份的时候，尽量邀请你的朋友来到教会。

但是在2000年前的那个圣诞，那时候的气氛却是完全不一样。
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合城都不安。
有的人非常地害怕 约瑟和马利亚也害怕有的人非常地害怕，约瑟和马利亚也害怕，

因为他们的婚姻正经历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他们要经历一件从来没有想过的神迹他们要经历一件从来没有想过的神迹。

施洗约翰的父母亲也在经历神迹，同时他们也经历信心不足所面临的管教。

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都会读〈使徒信经〉，
〈使徒信经〉是讲到我们信仰最核心的部份！〈使徒信经〉是讲到我们信仰最核心的部份！
你每一个月念的时候，就是一次的反省。

特别这个月我们念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由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特别这个月我们念到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由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弟兄姐妹，你是就这样的念过？还是真正地相信呢？
今天我们教会如果有一个女孩子说：「我还没有结婚，可是我怀孕了！」，

你会相信吗？我们说「不相信！」是正常的，不接受这个事实是正常的！
能够相信反而是一种超越我们理性的行为。

当你真的从心里读出这样的信仰告白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今天让我们回到2000年前那个快要圣诞节的时候今天让我们回到2000年前那个快要圣诞节的时候，

来思想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看神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话。
我今天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奇妙的恩典」；第二个「圣灵的大能」；第三个「相信就有福」。

一、「奇妙的恩典」。
在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 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在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天使向玛利亚显现。

他怎么称呼马利亚？蒙大恩的女子，
然后一段对话之后，又说：「你已经蒙恩了！」所以马利亚是一个蒙恩的女子。然后 段对话之后，又说：「你已经蒙恩了！」所以马利亚是 个蒙恩的女子。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马利亚的出生跟环境，可能是非常卑微的，
犹太人跟我们华人很类似，或者说应该跟亚洲人都很类似。

我们要谈到儿女婚嫁的时候，都要谈门当户对，
马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约瑟的家境并不好，约瑟是一个木匠。

我也去过拿撒勒，到今天仍然是非常的落后。
说实在话，要我女儿嫁给这样的一个木匠，我有点不甘心。

我不知道 圣经上也没有说马利亚哪里优秀 或者是她有美丽的外貌我不知道，圣经上也没有说马利亚哪里优秀、或者是她有美丽的外貌，
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这些外面的事情有一天都要过去。

你可以没有家财 你可以没有美丽的外貌 你可以没有让人羡慕的家世你可以没有家财、你可以没有美丽的外貌、你可以没有让人羡慕的家世，
但是你不可以没有上帝的恩典！

马利亚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其实不仅她是蒙恩的，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蒙受上帝的恩典，不管你信了还是还没有相信。

神爱世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好或是不好，他都把许多恩典赐给我们。
上帝有普遍的恩典，上帝给我们健康，上帝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机会，

许许多多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 上帝都赐给我们许许多多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上帝都赐给我们；
甚至你今天可以在这里做礼拜是上帝的恩典。你相不相信没有上帝的恩典

你没有办法坐在这里？你搭的电车会有事故，不是你能控制的，你没有办法坐在这里？你搭的电车会有事故，不是你能控制的，
你再早出门都没有用；今天你可以来到这里就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蒙受上帝普遍的恩典，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上帝还有特别属灵的恩典 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救恩 这样的救恩是存到永远的上帝还有特别属灵的恩典－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这样的救恩是存到永远的，
是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的。为什么要向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在世界上非常成功的人

传福音？他过得很好的，干嘛还要打搅他？我过得那么差，凭什么跟他传？传福音？他过得很好的，干嘛还要打搅他？我过得那么差，凭什么跟他传？
弟兄姐妹，抬头挺胸，因为你有的是那个永恒的恩典！

他的确有恩典，但是所有的只是普遍恩典，是一个短暂世上几十年的恩典；
如果他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离 这个世界以后就一无所有。

就算一个人在世上生活并不顺遂，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就有永远的救恩。



弗二8-9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

出于我们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叫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叫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

其实我很早就想到说我们有什么可夸口的？
就普遍思典来说，今天有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就普遍思典来说，今天有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我生在哪个家庭？我的智商多少？我的长相怎样？
我有没有机会碰到好老师？我生命当中有没有可能碰到贵人？

牧师也需要贵人：我从年轻的时候上帝就给我很多很好的长老跟执事，
他们扶持我、帮助我、教导我。我也看到我很多同学遇到另外一种贵人，

就是常常叫他「跪」在神面前哭泣的那个人。
求神帮助我们不仅可以遇到贵人，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你怎么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你传福音给他就是他生命中的贵人你怎么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你传福音给他就是他生命中的贵人。
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马利亚蒙恩可以生下耶稣，当我们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马利亚蒙恩可以生下耶稣，当我们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
耶稣就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经历重生。

在这边讲到马利亚可以这个生下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与她同在。
耶稣基督的名字是「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基督的名字是「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但是耶稣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
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这就把救恩的两面讲出来了，
消极的一面是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积极的一面来说就是上帝可以与我们同在。

一个小孩子很脏的时候，他的爸爸或是妈妈穿着非常昂贵、或非常重要的礼服，
他没有办法抱这个孩子，虽然他很爱这个孩子。

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一件事，礼拜天的时候因为服事我都要穿西装，
他很喜欢我抱她 但是她说 「爸爸穿西装的时候不可以抱我 」他很喜欢我抱她，但是她说：「爸爸穿西装的时候不可以抱我。」

可是如果这个小孩洗干净，爸爸妈妈当然很乐意拥抱他，这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
将我们的罪洗净了 可以享受他爱的同在；将我们的罪洗净了，可以享受他爱的同在；

或者说一个杯子洗干净了，可以被上帝所用，来承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

所以救恩最大的祝福不仅仅是罪得赦免，更重要的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神的同在使我们有平安 使我们在工作 各方面都能够经历够用的恩典神的同在使我们有平安、使我们在工作、各方面都能够经历够用的恩典，
神的同在更是我们在患难中的安慰和力量！
诗廿三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诗廿三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当我们要面对选择或者特别使命的时候，神的同在是我们的保证和力量。
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公司要擢升你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现在砍头的都是最高的人，
你要先祷告：「神啊，是不是你要我做的？

神啊，这一个工作如果没有你的同在，我怎么能承担得起？」
我在台湾教会的长老，当时台湾的领导人指定他要成为一个医学院的创办人，

不论他的学养 品格都被我们的领导人所赏识 他已经是 个私立大学的校长不论他的学养、品格都被我们的领导人所赏识。他已经是一个私立大学的校长，
因为学校办的很好，所以我们的政府邀他来办非常重要的医学院。

当教育部长去找这位长老说政府要你担任这个医学院的创办人，当教育部长去找这位长老说政府要你担任这个医学院的创办人，
长老没有说：「太好了！政府终于看到我了！」…

他回答教育部长说：「你让我祷告三天！我要问上帝是不是要我做？」
那个教育部长抓着头离 他说： 「你知道这个位置有多少人在抢？那个教育部长抓着头离 。他说： 「你知道这个位置有多少人在抢？
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位置！多少人用各样的关系要得到这个位置！

找你，你还要祷告三天？ 」他说：「对的！请你回复我们的领导人，找你，你还要祷告三天？ 」他说：「对的！请你回复我们的领导人，
我非常谢谢他的赏识，但是我需要祷告。」

当他接受这个职位的时候，就把这个医学院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医学院。

不仅在我们承受使命的时候，在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更需要神的同在。
约瑟从一个尊贵的儿子变成了奴隶，又从奴隶变成了囚犯，

不管是奴隶还是囚犯，因着上帝与他同在，在那个环境当中上帝高升他，
所以基督徒最宝贝的是有上帝的同在。

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原因可能是我们得罪神了。
若是我们得罪神、得罪人而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要悔改。
就像大卫在诗 求神赦免我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 你的面就像大卫在诗五一求神赦免我，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但是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学习另外一个功课，在物理学上叫做物体恒存，
就是说这个东西它 直都在 里 但是我们太有限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一直都在那里，但是我们太有限。

我举一个例子：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要怎样知道妈妈就在他身边呢？
他一定要看见！妈妈在隔壁 他就觉得妈妈不在了他一定要看见！妈妈在隔壁，他就觉得妈妈不在了、

妈妈消失了，他会心里很不安。
可是当他一天一天地长大，他知道妈妈不会不在。可是当他 天 天地长大，他知道妈妈不会不在。

先 始可以慢慢接受妈妈在隔壁房间，
然后慢慢接受妈妈可能出去办一些事情；

妈妈不在他眼前，但是妈妈仍然存在，妈妈仍然爱他。
你是属灵的婴孩还是成长呢？我们常常作弄小孩子，我也喜欢作弄我孙子！

妈妈一下子不在，我就说：「妈妈不见了」
他就哭：「哇！妈妈不见了！」

可是愈来愈不好骗！因为他知道妈妈不会不见 你我的信心也要如此成长可是愈来愈不好骗！因为他知道妈妈不会不见。你我的信心也要如此成长。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切顺利，那才表示上帝爱我！
我看到很多神迹奇事 才表示说上帝是存在的！我看到很多神迹奇事，才表示说上帝是存在的！
但是当我们成长的时候，神更要我们回到信心的本质，

上帝有的时候要我们学习「独处」，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有成长。上帝有的时候要我们学习「独处」，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有成长。
今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歌曲奖叫做〈Alone Yet Not Alone孤单却不孤独〉，

非常好的一首福音诗歌，你要上 YouTube 去听。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乐意与我们同在。

基督徒最怕的事情不是苦难、不是死亡，最怕失去上帝的同在。
旧约的扫罗王跟士师参孙本来都是上帝重用的器皿，

但是失去了上帝同在，都落到悲惨的地步。

圣诞节是一个感恩的季节，记念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神愿意万人得救。
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确确实实地得到这一个神所给我们的圣诞礼物，

白白的恩典不需要你做什么白白的恩典不需要你做什么！
打 你的心门接受，就是你的。

二、「圣灵的大能」：
马利亚是有脑子的人 她跟你我一样会有合理的怀疑—马利亚是有脑子的人，她跟你我 样会有合理的怀疑—

「我还没出嫁，怎么能够有这个事？！」
天使对她的回答说：「圣灵的大能，要成就这事。」天使对她的回答说：「圣灵的大能，要成就这事。」

耶稣的时代，他向一个尼哥底母传福音说：「你要重生！」
我不晓得尼哥底母是跟我一样吗—64岁了！老了！

还能再钻到妈妈肚子里生吗？
但是，主耶稣却说：「你靠着水和圣灵，就能够重生。」 (约三1-5)

我们信主以后，就有圣灵在里面，让耶稣基督有形有体地居住在我们里面。

神的灵也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工作，不论是创造的工作，或者救赎的工作。
创世记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虽然地是空虚混沌，

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

神的灵和神的话 起工作 救赎也是如此神的灵和神的话一起工作，救赎也是如此。

在这里，天使对马利亚的保证是什么？有圣灵的大能。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能够成就万事 但不是要为我们提供满意的答案没有 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能够成就万事，但不是要为我们提供满意的答案。

神的话语不只是让我们参考而已，神的话是成就万事的大能！
而且当你信靠耶稣以后，那个大能就在你心里开始运行。而且当你信靠耶稣以后，那个大能就在你心里开始运行。

你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就必须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
你有多少神的话、你就有多少能力。神的话也是一个命令式的，不是建议！
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去看医生，医生 药给你，一天吃三次，你的病就会好，

请问你要把它当建议，还是要把它当命令？我通常都把它当命令！
我喜欢吃药 中药 药我都爱吃 但 师 喜欢吃药 我们看完 以后我喜欢吃药，中药、西药我都爱吃；但是师母不喜欢吃药，我们看完医生以后，

她从来都把医生的药当作参考！初一吃一颗、十五吃一颗，然后又说：
「医生的药没效！」到底是医生的药没效？还是我们没有听从医生的话？「医生的药没效！」到底是医生的药没效？还是我们没有听从医生的话？

神的话从来不是建议，神的话是一个命令，需要我们用
全然的顺服来回应！因此我们要常常默想神的话，全然的顺服来回应！因此我们要常常默想神的话，

诗篇第一篇昼夜思想喜爱神的话，这人便为有福。



在马利亚之前2000年也发生过一件很奇妙的事，他们的老祖宗撒拉也不生。
我要问弟兄姊妹 撒拉生小孩比较困难？我要问弟兄姊妹，撒拉生小孩比较困难？
还是玛利亚生产小孩比较困难？都不可能嘛！都难嘛！

在创世记那边讲2000年前神的使者跟亚伯拉罕显现说在创世记那边讲2000年前神的使者跟亚伯拉罕显现说：
「明年你太太要生一个小孩！」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好，
最多只是说「怎么可能？」那撒拉站在后面偷笑！最多只是说「怎么可能？」那撒拉站在后面偷笑！

神讲话她敢偷笑？她偷笑得有理啊！

她说：「我已经衰败！」可能她没有月经了！她说：「我已经衰败！」可能她没有月经了！
「而且我家那老的也衰败！怎么能有这个事呢？ 」

但是天使回答她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
创十八10-15撒拉先是说：「我没笑！我没笑！」

天使说：「你就笑嘛！但是我要使你的偷笑，变为真正的喜笑！」

不是别的，乃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希十一11 「就连撒拉虽然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她还能生小孩」，
英文翻译说 even Sarah’s faith 撒拉有信心吗？英文翻译说—even Sarah’s faith。撒拉有信心吗？
我曾讲过一篇道「连这样也信的信心」，就是撒拉的信心。

考古学家说撒拉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考古学家说撒拉是 个怎么样的人？
她非常时髦、美丽，穿着皮衣在银座那边逛街！

她嫁给了一个有点野蛮、信心又不完全的男人，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
但是，有人讲她的转机是什么？她的转机是她一直默想上帝的话。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如果他是上帝，对他来说有什么是难的？

弟兄姐妹，信心就是从把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困难转移到上帝的大能上面。
撒拉从没有信心变成有信心 利 撒拉进步多撒拉从没有信心变成有信心，而马利亚比撒拉进步多了！
当天使对她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她的回应是 「我知道我很渺小！我是主的使女她的回应是：「我知道我很渺小！我是主的使女，
但是我情愿让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路一37-38)。」

三、「相信就有福」。
她已经蒙恩了 后面就讲到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路一45) 」她已经蒙恩了，后面就讲到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路一45)。」

信心带来了盼望和把握；信心是把我们的眼目放在这位全能的上帝上面；
信心也包括了顺服上帝的话，接受上帝的旨意。信心也包括了顺服上帝的话，接受上帝的旨意。

马利亚是有福，可是如果你去读 第二章，西面讲到说：有一天这个孩子的事情
如同一把刀插在这个母亲的身上！这是上帝的旨意成就在她身上。(路二25-35)

弟兄姐妹，圣诞节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也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的日子。
将你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经历、去顺服。

当我们每个礼拜读〈使徒信经〉：「耶稣基督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的」时候，
你要知道当日神给玛利亚的信心，今天也给了你、给了我，一模一样的感动！

因为马利亚说 「因为马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神我的救主为乐！

从此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 (路一46)。」
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每一个他的儿女身上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每 个他的儿女身上，

也愿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今年都成为一个蒙恩的人。

天父 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诗班献的诗歌，正是我原来就要选的诗歌。

主啊！这个世界太不可靠主啊！这个世界太不可靠，
我们自己也不可靠，

但是你的应许永远可靠！
因为你昨日 、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

求你让我们顺服你的话，
让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能力，让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能力，

让我们不仅蒙恩，而且有福。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