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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馬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
又反覆思想這樣問安是甚麼意思。
30 天使對她說：「馬利亞，不要怕！
你在 神面前已經蒙恩了
神面前已經蒙恩了。
31 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
32 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主 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
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
34 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
「我
麼
35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
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 神的兒子。
36 況且你的親戚伊利莎白，在年老的時候也懷了男胎，
就是那素來稱為不生育的 現在有孕六個月了
就是那素來稱為不生育的，現在有孕六個月了。
37 因為，出於 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讀經
路一
29-37

20 到了時候，這話必然應驗；只因你不信，你必啞巴，
不能說話，直到這事成就的日子。」
直到這事成就
21 百姓等候撒迦利亞，詫異他許久在殿裡。
22 及至他出來，不能和他們說話，他們就知道他在殿裡
見了異象；因為他直向他們打手式，竟成了啞巴。
23 他供職的日子已滿
他供職的日子已滿，就回家去了。
就回家去了
24 這些日子以後，他的妻子伊利莎白懷了孕，就隱藏了五個月，
25 說：「主在眷顧我的日子，這樣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間的羞恥除掉。」
26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 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這城名叫拿撒勒），
27 到一個童女那裡，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
童女的名字叫馬利亞；
28 天使進去，對她說：「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天使進去 對她說：「蒙大恩的女子 我問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讀經
路一
20-28

38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
成就在我身上
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她去了。
天使就離開她去了
39 那時候，馬利亞起身，急忙往山地裡去，
來到猶大的一座城；
來到猶大的
座城；
40 進了撒迦利亞的家，問伊利莎白安。
41 伊利莎白一聽馬利亞問安，所懷的胎就在腹裡跳動。
伊利莎白且被聖靈充滿，
42 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懷的胎也是有福的！
43 我主的母到我這裡來，這是從哪裡得的呢？
44 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胎就歡喜跳動。
因為你問安的聲音 入我耳 我腹裡的胎就歡喜跳動
45 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為主對她所說的話都要應驗。」
讀經
路一
38-45

從蒙恩到有福
路一20-45
諸長樂牧師 2017.12.03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已經進入12月，聖誕節也快要到了，對每個基督徒來說聖誕節是一個快樂的日子！
有許多人雖然還沒有接受耶穌，但是在聖誕節的時候也喜歡來教會，
所以我請弟兄姊妹在12月份的時候，盡量邀請你的朋友來到教會。
但是在2000年前的那個聖誕，那時候的氣氛卻是完全不一樣。
在那個時候，耶路撒冷合城都不安。
有的人非常地害怕，約瑟和馬利亞也害怕，
常 害
害
因為他們的婚姻正經歷到前所未有的考驗！
他們要經歷 件從來沒有想過的神蹟。
他們要經歷一件從來沒有想過的神蹟。
施洗約翰的父母親也在經歷神蹟，同時他們也經歷信心不足所面臨的管教。

一、「奇妙的恩典」。
在剛才所讀的聖經裡面，天使向瑪利亞顯現。
他怎麼稱呼馬利亞？蒙大恩的女子，
然後
然後一段對話之後，又說：「你已經蒙恩了！」所以馬利亞是一個蒙恩的女子。
段對話之後 又說
你已經蒙恩了！」所 馬利亞是 個蒙恩的女子
如果你仔細想一想，馬利亞的出生跟環境，可能是非常卑微的，
猶太人跟我們華人很類似，或者說應該跟亞洲人都很類似。
我們要談到兒女婚嫁的時候，都要談門當戶對，
馬利亞已經許配給了約瑟，約瑟的家境並不好，約瑟是一個木匠。
我也去過拿撒勒，到今天仍然是非常的落後。
說實在話，要我女兒嫁給這樣的一個木匠，我有點不甘心。
我 知道 聖
我不知道，聖經上也沒有說馬利亞哪裡優秀、或者是她有美麗的外貌，
也沒有說馬利
裡優秀 或者是 有美麗的外貌
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訴你們，這些外面的事情有一天都要過去。
你可以沒有家財、你可以沒有美麗的外貌、你可以沒有讓人羨慕的家世，
但是你不可以沒有上帝的恩典！

我們每一個月的第一個主日都會讀〈使徒信經〉，
〈使徒信經〉是講到我們信仰最核心的部份！
你每一個月唸的時候，就是一次的反省。
特別這個月我們唸到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由聖靈感孕 為童貞女瑪利亞所生
特別這個月我們唸到—我信我主耶穌基督由聖靈感孕，為童貞女瑪利亞所生。
弟兄姐妹，你是就這樣的唸過？還是真正地相信呢？
今天我們教會如果有一個女孩子說：「我還沒有結婚，可是我懷孕了！」
我
會 果
子
我
可是我懷孕了 」
你會相信嗎？我們說「不相信！」是正常的，不接受這個事實是正常的！
能夠相信反而是一種超越我們理性的行為。
當你真的從心裡讀出這樣的信仰告白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這樣的信心是從哪裡來的？
今 讓我們 到
今天讓我們回到2000年前那個快要聖誕節的時候，
年前 個快要聖誕節的時候
來思想我們很熟悉的經文，看神今天要對我們說什麼話。
我今天從三個方面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奇妙的恩典」；第二個「聖靈的大能」；第三個「相信就有福」。

馬利亞是一個蒙大恩的女子。其實不僅她是蒙恩的，
每
人 都蒙
帝
我們每一個人也都蒙受上帝的恩典，不管你信了還是還沒有相信。
神愛世人，神愛我們每一個人，不管我們好或是不好，祂都把許多恩典賜給我們。
上帝有普遍的恩典，上帝給我們健康，上帝給我們聰明，給我們機會，
許許多多我們生活當中所需要的 上帝都賜給我們
許許多多我們生活當中所需要的，上帝都賜給我們；
甚至你今天可以在這裡做禮拜是上帝的恩典。你相不相信沒有上帝的恩典
你沒有辦法坐在這裡？你搭的電車會有事故 不是你能控制的
你沒有辦法坐在這裡？你搭的電車會有事故，不是你能控制的，
你再早出門都沒有用；今天你可以來到這裡就是上帝的恩典。
我們每一個人都已經蒙受上帝普遍的恩典，但是另外一個方面，
上帝還有特別屬靈的恩典－就是祂所賜給我們的救恩—這樣的救恩是存到永遠的，
是要我們用信心去接受的。為什麼要向一些表面上看起來在世界上非常成功的人
傳福音？他過得很好的，幹嘛還要打攪他？我過得那麼差，憑什麼跟他傳？
弟兄姐妹，抬頭挺胸，因為你有的是那個永恆的恩典！
他的確有恩典，但是所有的只是普遍恩典，是一個短暫世上幾十年的恩典；
如果他沒有得到耶穌基督的救恩，他離開這個世界以後就一無所有。
就算一個人在世上生活並不順遂，但是當我們信主以後就有永遠的救恩。

弗二8-9 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著信」，這不是

出於我們自己，乃是神所賜的，叫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自誇。
出於我們自己，乃是神所賜的，叫我們沒有
個人可以自誇。
其實我很早就想到說我們有什麼可誇口的？
 就普遍思典來說
就普遍思典來說，今天有很多事情都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今天有很多事情都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我生在哪個家庭？我的智商多少？我的長相怎樣？
我有沒有機會碰到好老師？我生命當中有沒有可能碰到貴人？
 牧師也需要貴人：我從年輕的時候上帝就給我很多很好的長老跟執事，
他們扶持我、幫助我、教導我。我也看到我很多同學遇到另外一種貴人，
就是常常叫他「跪」在神面前哭泣的那個人。
求神幫助我們不僅可以遇到貴人，我們也可以成為別人生命中的貴人！
你怎麼可以成為別人生命中的貴人？你傳福音給他就是他生命中的貴人。
你怎麼可以成為別人生命中的貴人？你傳福音給他就是他生命中的貴人
因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馬利亞蒙恩可以生下耶穌，當我們接受神的救恩的時候，
耶穌就住在我們心裡，讓我們能夠經歷重生。

所以救恩最大的祝福不僅僅是罪得赦免，更重要的是上帝與我們同在，
 神的同在使我們有平安、使我們在工作、各方面都能夠經歷夠用的恩典，
神的同在使我們有平安 使我們在工作 各方面都能夠經歷夠用的恩典，
 神的同在更是我們在患難中的安慰和力量！
詩廿三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因為你與我同在
當我們要面對選擇或者特別使命的時候，神的同在是我們的保證和力量。
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公司要擢升你到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你不要高興得太早，現在砍頭的都是最高的人，
你要先禱告：「神啊，是不是你要我做的？
神啊，這一個工作如果沒有你的同在，我怎麼能承擔得起？」
我在台灣教會的長老，當時台灣的領導人指定他要成為一個醫學院的創辦人，
不論他的學養 品格都被我們的領導人所賞識 他已經是 個私立大學的校長
不論他的學養、品格都被我們的領導人所賞識。他已經是一個私立大學的校長，
因為學校辦的很好，所以我們的政府邀他來辦非常重要的醫學院。
當教育部長去找這位長老說政府要你擔任這個醫學院的創辦人，
長老沒有說：「太好了！政府終於看到我了！」…

在這邊講到馬利亞可以這個生下耶穌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與她同在。
耶穌基督的名字是「他要把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拯救出來」，
但是耶穌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以馬內利」，
意思就是 上帝與我們同在」
意思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
這就把救恩的兩面講出來了，
 消極的一面是講到說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積極的一面來說就是上帝可以與我們同在。
一個小孩子很髒的時候，他的爸爸或是媽媽穿著非常昂貴、或非常重要的禮服，
他沒有辦法抱這個孩子，雖然他很愛這個孩子。
我的孩子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一件事，禮拜天的時候因為服事我都要穿西裝，
他很喜歡我抱她，但是她說：「爸爸穿西裝的時候不可以抱我。」
喜歡我抱
「爸爸穿西裝 時
抱我
可是如果這個小孩洗乾淨，爸爸媽媽當然很樂意擁抱他，這就是神跟我們的關係—
將我們的罪洗淨了，可以享受衪愛的同在；
或者說一個杯子洗乾淨了，可以被上帝所用，來承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

他回答教育部長說：「你讓我禱告三天！我要問上帝是不是要我做？」
那個教育部長抓著頭離開。他說： 「你知道這個位置有多少人在搶？
這是一個何等榮耀的位置！多少人用各樣的關係要得到這個位置！
找你，你還要禱告三天？
找你
你還要禱告三天？ 」他說
」他說：「對的！請你回覆我們的領導人，
對的！請你回覆我們的領導
我非常謝謝他的賞識，但是我需要禱告。」
當他接受這個職位的時候，就把這個醫學院變成了一個世界級的醫學院。
不僅在我們承受使命的時候，在我們遇見困難的時候更需要神的同在。
約瑟從一個尊貴的兒子變成了奴隸，又從奴隸變成了囚犯，
不管是奴隸還是囚犯，因著上帝與他同在，在那個環境當中上帝高升他，
所以基督徒最寶貝的是有上帝的同在。
有的時候我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原因可能是我們得罪神了。
若是我們得罪神、得罪人而失去了神的同在，我們要悔改。
就像大衛在詩五一
詩五 求神赦免我，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
求神赦免我 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
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使我仍得救恩之樂。

但是有的時候，神要我們學習另外一個功課，在物理學上叫做物體恆存，
就是說這個東西它一直都在那裡，但是我們太有限。
我舉一個例子：小孩子很小的時候，他要怎樣知道媽媽就在他身邊呢？
他 定要看見！媽媽在隔壁 他就覺得媽媽不在了
他一定要看見！媽媽在隔壁，他就覺得媽媽不在了、
媽媽消失了，他會心裡很不安。
可是當他 天 天地長大 他知道媽媽不會不在
可是當他一天一天地長大，他知道媽媽不會不在。
先開始可以慢慢接受媽媽在隔壁房間，
然後慢慢接受媽媽可能出去辦一些事情；
媽媽不在他眼前，但是媽媽仍然存在，媽媽仍然愛他。
你是屬靈的嬰孩還是成長呢？我們常常作弄小孩子，我也喜歡作弄我孫子！
媽媽一下子不在，我就說：「媽媽不見了」
他就哭：「哇！媽媽不見了！」
可是愈來愈不好騙！因為他知道媽媽不會不見 你我的信心也要如此成長
可是愈來愈不好騙！因為他知道媽媽不會不見。你我的信心也要如此成長。

二、「聖靈的大能」：
馬利亞是有腦子的人，她跟你我一樣會有合理的懷疑—
「我還沒出嫁，怎麼能夠有這個事？！」
天使對她的回答說
天使對她的回答說：「聖靈的大能，要成就這事。」
聖靈的大能 要成就這事 」
耶穌的時代，祂向一個尼哥底母傳福音說：「你要重生！」
我不曉得尼哥底母是跟我一樣嗎
我
曉得 哥底母是跟我 樣嗎 —64歲了！老了！
歲了 老了
還能再鑽到媽媽肚子裡生嗎？
但是，主耶穌卻說：「你靠著水和聖靈，就能夠重生(約三1-5)。」
我們信主以後，就有聖靈在裡面，讓耶穌基督有形有體地居住在我們裡面。
神的靈也透過上帝的話語來工作，不論是創造的工作，或者救贖的工作。
創世記第一章 起初神創造天地，雖然地是空虛混沌，
但是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要有什麼就有什麼。
神的靈和神的話 起 作 救贖也是如此
神的靈和神的話一起工作，救贖也是如此。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覺得一切順利，那才表示上帝愛我！
我看到很多神蹟奇事，才表示說上帝是存在的！
但是當我們成長的時候，神更要我們回到信心的本質，
上帝有的時候要我們學習 獨處」 讓我們在屬靈生命上有成長
上帝有的時候要我們學習「獨處」，讓我們在屬靈生命上有成長。
今年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歌曲獎叫做〈Alone Yet Not Alone 孤單卻不孤獨〉，
非常好的一首福音詩歌，你要上 YouTube 去聽。
我們的神就是這樣的一位神，衪樂意與我們同在。
基督徒最怕的事情不是苦難、不是死亡，最怕失去上帝的同在。
舊約的掃羅王跟士師參孫本來都是上帝重用的器皿，
但是失去了上帝同在，都落到悲慘的地步。
聖誕節是一個感恩的季節，記念我們是一個蒙恩的人，神願意萬人得救。
巴不得我們每一個人都確確實實地得到這一個神所給我們的聖誕禮物，
白白的恩典 需要你做什麼
白白的恩典不需要你做什麼！
打開你的心門接受，就是你的。

在這裡，天使對馬利亞的保證是什麼？有聖靈的大能。出於神的話
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神的話能夠成就萬事，但不是要為我們提供滿意的答案。
神的話語不只是讓我們參考而已，神的話是成就萬事的大能！
而且當你信靠耶穌以後 那個大能就在你心裡開始運行
而且當你信靠耶穌以後，那個大能就在你心裡開始運行。
你要成為一個有能力的基督徒，就必須把神的話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
你有多少神的話、你就有多少能力。神的話也是一個命令式的，不是建議！
神說什麼就是什麼！你去看醫生，醫生開藥給你，一天吃三次，你的病就會好，
請問你要把它當建議，還是要把它當命令？我通常都把它當命令！
我喜歡吃藥，中藥、西藥我都愛吃；但是師母不喜歡吃藥，我們看完醫生以後，
她從來都把醫生的藥當作參考！初一吃一顆、十五吃一顆，然後又說：
「醫生的藥沒效！ 到底是醫生的藥沒效？還是我們沒有聽從醫生的話？
「醫生的藥沒效！」到底是醫生的藥沒效？還是我們沒有聽從醫生的話？
神的話從來不是建議，神的話是一個命令，需要我們用
全然的順服來回應！因此我們要常常默想神的話
全然的順服來回應！因此我們要常常默想神的話，
詩篇第一篇 晝夜思想喜愛神的話，這人便為有福。

在馬利亞之前2000年也發生過一件很奇妙的事，他們的老祖宗撒拉也不生。
我要問弟兄姊妹 撒拉生小孩比較困難？
我要問弟兄姊妹，撒拉生小孩比較困難？
還是瑪利亞生產小孩比較困難？都不可能嘛！都難嘛！
在創世記那邊講2000年前神的使者跟亞伯拉罕顯現說：
「明年你太太要生一個小孩！」的時候，亞伯拉罕還好，
最多只是說 怎麼可能？」那撒拉站在後面偷笑！
最多只是說「怎麼可能？」那撒拉站在後面偷笑！
神講話她敢偷笑？她偷笑得有理啊！
她說：「我已經衰敗！」可能她沒有月經了！
她說
我已經衰敗！」可能她沒有月經了！
「而且我家那老的也衰敗！怎麼能有這個事呢？ 」
但是天使回答她說：「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 」
創十八10-15 撒拉先是說：「我沒笑！我沒笑！」
天使說：「你就笑嘛！但是我要使你的偷笑，變為真正的喜笑！」
不是別的，乃是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

三、「相信就有福」。
她已經蒙恩了，後面就講到說：「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路一45)。」
信心帶來了盼望和把握；信心是把我們的眼目放在這位全能的上帝上面；
信 也包括了順服上帝的話 接受上帝的旨意
信心也包括了順服上帝的話，接受上帝的旨意。
馬利亞是有福，可是如果你去讀第二章，西面講到說：有一天這個孩子的事情
如同一把刀插在這個母親的身上！這是上帝的旨意成就在她身上。(路二25-35)
弟兄姐妹，聖誕節是一個快樂的日子，也是一個 mission Impossible 的日子。
將你的難處帶到神的面前，去禱告、去經歷、去順服。
當我們每個禮拜讀〈使徒信經〉：「耶穌基督為童貞女馬利亞所生的」時候，
你要知道當日神給瑪利亞的信心，今天也給了你、給了我，一模一樣的感動！
因為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我神我的救主為樂！
為馬利 說 「我 尊主為大 我靈 我神我的救主為樂
從此以後萬代要稱我為有福(路一46)。」
願神的旨意成就在每一個衪的兒女身上，
也願我們當中慕道的朋友，今年都成為一個蒙恩的人。

希十一11 「就連撒拉雖然已經過了生育的年齡，她還能生小孩」，

英文翻譯說 —even Sarah
S h’s faith。撒拉有信心嗎？
f ith。撒拉有信心嗎？
我曾講過一篇道「連這樣也信的信心」，就是撒拉的信心。
考古學家說撒拉是 個怎麼樣的人？
考古學家說撒拉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她非常時髦、美麗，穿著皮衣在銀座那邊逛街！
她嫁給了一個有點野蠻、信心又不完全的男人，她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
但是，有人講她的轉機是什麼？她的轉機是她一直默想上帝的話。
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
如果衪是上帝，對衪來說有什麼是難的？
弟兄姐妹，信心就是從把我們的眼目從我們的困難轉移到上帝的大能上面。
撒拉從沒有信心變成有信心，而馬利亞比撒拉進步多了！
當天使對她說：「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她的回應是：「我知道我很渺小！我是主的使女，
她的回應是：「我知道我很渺小！我是主的使女
但是我情願讓主的話成就在我身上(路一37-38)。」

天父，我們感謝你！
今天詩班獻的詩歌，正是我原來就要選的詩歌。
主啊！這個世界太不可靠，
主啊！這個世界太不可靠
我們自己也不可靠，
但是你的應許永遠可靠！
因為你昨日 、今日、直到永遠都不改變！
求你讓我們順服你的話，
讓你的話語在我們身上彰顯你的能力
讓你的話語在我們身上彰顯你的能力，
讓我們不僅蒙恩，而且有福。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