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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在异象和启示中成长 

第四篇 马利亚——生命之主的孕育 

（未经讲者审阅，仅供复习使用） 

 

一 、 宇宙中的三大神迹 

1 创造； 

2 耶稣的降生——神成为人，神人的原型； 

3 基督的复活——人成为神，神人的合并 

宇宙中的三⼤神迹：第一个，叫作创造，是神从无变

有而生发出万物的创造，彰显出神的大能，彰显出神的智慧，

彰显出神心头的愿望。但是，这⼀切都还是外⾯的。 

第二大的神迹，就是主耶稣的降生。关于主耶稣的降

⽣，我们还是只注意异象这部分。马利亚得着异象，这个

异象所带进的结果就是降生了主耶稣，就是神来成为人。神

造⼈，神还是神，⼈还是⼈。有⼀天神⾃⼰来成为⼈，是

藉着马利亚怀孕⽣下了耶稣。耶稣是谁，耶稣是神，耶稣

又是⼈。耶稣是神成为⼈，是神和⼈的原型。 

第三大的神迹，就是基督的复活。神创造，⼤神迹；

神成为⼈，耶稣的降⽣，⼤神迹；然后主耶稣在⼗字架上

死了，又复活了，⼈成为神，神⼈得着了合并了。 

弟兄们，我们要有⼀个宇宙观，有⼀个正确的体认，

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宇宙中各种的存在，各种的⽣活，各

种的见证，这⼀切都没有办法胜过这三个⼤的神迹。第⼀

个，神创造；第⼆个，神成为⼈；第三个，藉着⼗字架的

死⽽复活，⼈和神可以合并，⼈成为神。希腊正教⾥说到，

基督教的基本的教义就是，神成为⼈为要叫⼈成为神。（参

考 Timothy Ware，《the Orthodox Church》236 页）。 

二 、马利亚所得着的异象 

1、 温馨的问安 -- 不要怕 

马利亚所得着的异象，是她从⼀个温馨的问安开始。

我们看见另外⼀个异象是神对约瑟说，不要怕，只管娶过

你的妻⼦马利亚来。我们也看见⼀个异象是神对撒迦利亚

说，不要怕。神藉着祂的使者向马利亚显现的时候，开头

是⾮常温馨的说，不要怕。（路⼀ 30）。 

蒙大恩的女子 

祂对马利亚说，蒙⼤恩的⼥⼦，愿你喜乐，主和你同

在了。（路⼀ 28 另译）。这⾥有三点，第⼀，他向马利亚

问安的时候，他说，“蒙⼤恩的⼥⼦”，意思就是这个恩典

⼤到⼀个地步，要因着我对你所说的话，因着神在经纶⾥

的⼯作，你要成为⼀个特别蒙恩的器⽫，蒙⼤恩的器⽫。

为什么？因为藉着你这个器⽫，你要⽣出神的⼉⼦——主

耶稣基督！你要带进⼀个新的时代，叫做恩典的时代。 

愿你喜乐 

然后，“愿你喜乐”。恩典和喜乐的希腊⽂是同⼀个字

根，⼀个是 chairo — 喜乐，⼀个是 charis — 恩典。“愿

你喜乐”，愿你在 charis（恩典）的⾥⾯，满了喜乐。这个

喜乐不是我们想的：我富有了，我健康了，我家庭圆美了，

所以我喜乐。这是⼀个在神恩典⾥的喜乐，这个喜乐是联

于神的，这个喜乐是为着神的，这个喜乐是联于神心头的愿

望的，这一个喜乐是能让这位神得着满足的。 

我们有没有领会，人活着最高的价值，就是住在喜乐

里，人活着最高的喜乐，是因为有神、联于神、活出神、彰

显神、满足神和带进神心头愿望而有的一种的喜乐。这个喜

乐，完全是从恩典来的，你做不了，你做不到，我也做不

到；你不能有，我也不能有；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了，这恩

典临到我，成为我的真实了，这真实的结果就产⽣了⼀个

属天的喜乐。所以他说，“愿你喜乐”。 

愿主与你同在 

为什么你能这样的喜乐呢？因为主与你同在。当主与

你同在的时候，就是恩典与你同在，就是主的所是与你同在，

就是神圣的属性与你同在，就是人性的美德与你同在，就是

神—基督所完成、成就的工作与你同在。弟兄们，我们常

常把 “同在” 领会成⼀个 sensation（感觉）。我和我⼉⼥同

在，我满⾜；我和我妻⼦同在，我满⾜；我看见我孙⼥、

孙⼦们的时候，我觉得⾮常的满⾜，因为我有他们的同在。

这样的同在是暂时的、是有价值的，但是不是永远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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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永远的同在，是神与你同在！这个同在不仅是⼀个感

觉，⽽且也是⼀个真实：这个同在带进了神，带进了神的

工作，带进了神心头的愿望，带进了神所需要的满足！带

进了你活着、存在的最高价值！ 

当神藉着加百列来向马利亚问安的时候，他先是说，

你是蒙⼤恩的，有个时代因着你转换；第⼆，你是喜乐的；

因为你是满有恩典，被恩典充满产⽣了喜乐的；不仅这样，

你是有神同在的，现在你不光是感觉很好、感觉安详、感

觉平安、感觉⾥⾯舒畅。不！有⼀个真实在你的⾝上，神

与你同在！这个同在，要⽣发出许许多多属天的事物。 

2、天使的宣告之一 

生子名叫耶稣 

现在怎能有这个真实呢？天使就来告诉她，你要怀孕，

你要⽣个⼉⼦，祂的名字要叫耶稣；耶稣就是耶和华加，

就是耶和华是救主、是拯救，你的⼉⼦就是⼈类的救主。 

要为大——在凡事上居首位 

不仅这样，他要为⼤。你知不知道？主耶稣为什么降

⽣？为什么活在地上？为什么为我们死？为什么为我们

活？祂⼼头有⼀个愿望：“我要为⼤”。耶稣为⼤，对所有

基督徒来说都是个最⾼的挑战。我们可以让许多事为⼤，

我们可以说钱财为⼤；我们可以说房产为⼤；我们可以说

车辆为⼤；我们可以说家庭为⼤；我们可以说事业为⼤；

我们可以说功成名就为⼤。但是这⾥说，不！祂要为⼤！

所以，保罗就说，“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位”。（西⼀ 18

下）。什么叫为⼤？为⼤就是居⾸位！你在你的家中为⼤，

你居⾸位。⼀个⼈在公司⾥为⼤，祂在公司⾥居⾸位；⼀

个⼈在国家⾥为⼤，他在国家⾥居⾸位。这⾥说：祂要为

⼤。不是⼀个家庭，不是⼀个国家，不是⼀个事业，不是

历史上的起起伏伏。祂要为⼤，祂要在凡事上为⼤。 

弟兄姐妹们阿，对约瑟来说⽐较简单：“祂要将祂的

百姓从罪恶⾥救出来”。但是，天使向马利亚宣告：你要

⽣个⼉⼦，祂要起名叫耶稣。现在，祂不仅是要拯救你，

祂还要在你的⾝上为⼤。神设⽴祂，就是设⽴祂为⼤。如

果今天你有⼀个启⽰，有⼀个异象，这个异象叫你看见主

了，有什么结果？我看见主了，主要为大，这个异象要叫

我除去所有基督以外的事物。我所要的是基督，我所跟随的

是基督，基督要为大。 

要掌权——是至高者的儿子 

不仅这样，祂要成为⾄⾼者的⼉⼦。谁是⾄⾼者？神

是⾄⾼者！祂要成为神的⼉⼦，但是这⾥不仅是说到神圣

的⽣命，⽽是说到神圣⽣命所拥有的地位。祂⽣下来满了

神，就是神，又是⾄⾼者的⼉⼦。祂是⽣下来就要作王的，

祂是⽣下来就要成为宇宙的救主的、万物的救主的，祂是

⽣下来就要成为⼀切的祝福的。 

  要作王——得着大卫的宝座，做雅各家的王 

祂要成为⾄⾼者的⼉⼦，祂要作王！因为祂要得着⼤

卫的宝座。整个以⾊列⼈的历史，开始于摩西，⾼峰就是

⼤卫。⼤卫要作王，要把整个以⾊列带到兴旺⾥去。这⾥

说，祂要得着⼤卫的宝座，作雅各家的王。 

  国度（Kingdom）没有穷尽 

最后⼀句太好了，祂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什么叫国

度？Kingdom — King’s Domain，王掌权的范围。祂有⼀个掌

权的所在。这个掌权的所在，掌权的范围，是没有穷尽的。

所以，祂不是物质的以⾊列国，祂是属天的国，是神圣的、

叫神满⾜的国。这个国是要到永远的，在永世⾥祂还是作

王的，还是有⼀个国的。我们⼤家都是天国的国民，我们

⼤家都可以和祂⼀同来作这个奇妙的见证。 

马利亚的回答是：这怎么可能呢 

在这个时候，马利亚问了⼀个很特别的问题：怎么能

有这事呢？她和撒迦利亚不⼀样，撒迦利亚说，我不能相

信这个事，我都⽼了。马利亚是问，怎么有这事？不是我

不相信，我还没有出嫁，没有出嫁就会⽣⼉⼦？⽽且，不

是从丈夫来，是从神来，怎么能有这事？ 

3、 天使的宣告之二 

圣灵要临到，带着至高者的能力的覆庇 

天使就给她第⼆个宣告，说，“圣灵要临到你⾝上，

⾄⾼者的能⼒要覆庇你”。（路⼀ 35）。从外⾯看，这是⼀

个能。圣灵来了，就是神来了，神⾃⼰要临到你，就是圣

灵要临到你，这个临到就产⽣了⼀个覆庇。覆庇这个字，

保罗也⽤过。他说，“我更喜欢夸⾃⼰的软弱，好叫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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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覆庇我” 。（林后⼗⼆ 9 下）。 

覆庇的意思就是⽀搭帐篷。你知不知道？你怎能有这

事？按⼈是不可能的，按⼈的想法、做法都不可能。但是，

圣灵来了，对神，没有什么叫不可能！圣灵来了，神⾃⼰

来了，祂要临到你，然后祂要⽀搭帐篷来覆庇你，叫你安

详，叫你在⼀个合宜的地⽅享受神的供备。所以，⾄⾼者

的能⼒覆庇你。 

所生的圣者要称为神的儿子 —— 

在生命和属性上是与神完全是一的 

⾄⾼者的⼉⼦，意思就是有⾄⾼者的⽣命的，这个⽣

命是⾄⾼者的⽣命！不仅这样，这个⽣命有祂的属性，这

个属性是⾄⾼者的属性。 

弟兄们，主耶稣在地上，祂说我就是神。腓⼒对祂说，

你把神显给我们看。主回答说，你看见我，你还没有看见

神吗？（约⼗四 8-9）。我就是神，我就是至高者的儿子，

在生命上、在属性上完全与神一致。神是怎样，我也是怎

样：神是圣的，我是圣的（彼前一 16）；神是义的，我

是义的（徒三 14）；神喜爱怜恤，我也喜爱怜恤（太九

13）。不仅这样，神是光，我就是光，我是生命的光（约

八 12）；神是爱，我就是爱，所以住在爱里就是住在神

里面（约壹四 16）；神是圣，神是义，神是灵，所以，

我就是灵（林后三 17），我是从灵生的（太一 20），我

就是生命（约十四 6），我就是生命之道（约壹一 1）；

在生命上，在属性上，我和神都是一样的。 

宣告有两面 

第⼀⾯说到神的所是：祂是耶稣，祂是要为⼤的，祂

是⾄⾼者的⼉⼦，祂是得着⼤卫的宝座的。另外⼀⾯，也

宣告出祂就是神，祂是与神完全有⽣命的关系的，祂是神

的⼉⼦。前⾯说到祂是⾄⾼者的⼉⼦，要掌权的；现在，

天使第⼆次的宣告说，祂是神的⼉⼦，祂的⽣命是神的⽣

命，祂的性情是神的性情。 

在天使对马利亚的显现⾥，第⼀段话是说到她所⽣的

要做什么。前⾯五个点是指耶稣的⼯作。主耶稣是要在凡

事上居⾸位的，是要作王的......。马利亚的问题是，怎么

会这样？天使就再来说两个点：⾄⾼者能⼒要覆庇你，以

及你所⽣的圣者要称为神的⼉⼦。祂就是神的⾃⼰，祂就

是神的⼉⼦，在⽣命上、在属性上都与神完全⼀致。 

三 、马利亚见伊丽莎白之后的见证 

1、我心（魂）尊主为大 

马利亚听完了，她⾥⾯有很多的触动。天使也告诉她，

她的表亲也怀孕了。她⼼⾥⼀定思想，这个⽼⼈怎么现在

有了孩⼦了呢？所以她就到那⾥去看，见了伊利莎⽩，伊

利莎⽩有赞美，说出⼀段最甜美的见证。 

那个时候，马利亚应该是⼀个很稳重的⼥孩，她所做

的事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她到那⾥去看，要得着印证，得

着印证以后，她⾥⾯清楚了。对！伊丽莎⽩会⽣约翰，我

会⽣耶稣。所以，她开始做⼀个见证，也有⼀些宣告。这

些宣告都是⾮常的⾼，见证都是⾮常的甜美。她见证什么？

她说，我⼀个平凡的犹太⼥⼦，我的⼼是尊主为⼤的，我

的灵是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的。 

这是⼀个少有的⽣存，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能够起来

作见证，主啊，我得救了，我蒙恩了，我已经蒙恩多少年

了。但是，有多少⼈可以起来讲，我的⼼（我的魂，另译）

是尊主为⼤的？我们有太多⾃⼰要的，我们有太多⾃⼰的

拣选，我们有太多⾃⼰寻求⽽得的快乐。我们忘记了，神

要得着一个卑微的人，就像你我这样平凡的。这个平凡的人

却能起来说，我的心是尊主为大的，什么东西都不能来占据

我的心，因为我的心里只有我的神，我的神要在我全人为大。 

2、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我的喜乐是什么呢？我的灵⾥，有⼀种的喜乐，是以

神我的救主为乐。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发表在旧约是没有

的。神，我的救主！她开始有⼀个全新的发表。她领会了，

哇，不得了，我这个平凡的⼈，竟然圣灵可以来，神⾃⼰

要覆翼我，我会⽣⼀个圣者耶稣。现在我领会了，我的喜

乐在哪呢？我的喜乐是我的神，我的救主。我的灵，是以

神我的救主为乐的，这是何等的喜乐。 

所有的喜乐都是有限的。我想买房⼦，买不到，苦；

买到以后，⼀样也苦。我得不到或者得到，都苦。但是，

有⼀个东西是喜乐。我不是升了官了，事业有成了，我就

乐。事业有成会带进虚空的，所有的成就都会把你带到另

外⼀个虚空⾥去，好叫你奋⽃另外⼀种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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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个乐，这个乐是神自己你的救主，在一切事

上是你的拯救，不仅在地位上拯救你，也在生活中拯救你；

不仅在地位上提升你，叫你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也叫你从

地域到属灵属天的领域。这些都是神所赐给你的喜乐。 

地上是没有真正的喜乐的。只有快乐，快乐这个词也

很有意思，乐来了很快，⾛也⾛的很快。这⾥不是快乐是

喜乐，不是 I'm happy，是 I'm joyful。Happiness 来了就⾛了；

Joyfulness 是从神来的。我⾥⾯有⼀种 joyfulness，叫我 rejoicing，

叫我欢乐了，喜乐了再喜乐，喜乐了再喜乐，这个喜乐是

从我的救主来的。她说，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 

3、祂顾念我的卑微 

4、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 

5、祂的名为圣 

接着马利亚见证，我是个平凡的⼈，祂顾念我了。不

仅这样，那个有权能的，为着我成就了⼤事。祂真是圣的。

我们是卑微的，神为我们成了⼤事，谁是这位成⼤事的呢？

就是那位圣者。根据这⾥，她不仅做了这样⼀个见证，我

的魂，我的灵，我是卑微的！现在，主为我成⼤事了，我

何等爱和感谢我的神啊！ 

四 马利亚的宣告——是根据她成长与生活的生

态，完全是在犹太教里的 

1、怜悯敬畏祂的人—和想要遵行律法的相对 

她就宣告了，她这个宣告很有意思。你要知道，所有

⼈的宣告都是根据他的成长、⽣活、⽣态。我在什么⽣态

⾥成长，我在什么⽣态⾥⽣活，就会产⽣什么样的宣告。

我没有饭吃，我的宣告是有饭吃就好了；我没有房⼦住，

我的宣告是有房⼦就好了。她有⼀个宣告，她这个宣告也

是根据她的成长和⽣活⽽有的⽣态。什么样的⽣态？犹太

教的⽣态。她是在犹太教⾥长⼤的，从⼩就要遵守犹太教

的律法、规条、各种的实施。所有这⼀切，她都领会，我

是⼀个犹太⼈，我是在犹太教⾥的，我是过犹太教徒的⽣

活的，这是我的⽣活、⽣态。 

现在，她起来说，我看见另外⼀个东西，这另外⼀个

东西，是完全不在犹太教⾥的。她就说，祂怜悯敬畏祂的

⼈，这个和遵⾏律法的⼈是相对的。对有些⼈⽽⾔，我不

是祭司，我也不是长⽼，但是我敬畏神，我就得着怜悯。 

2、用膀臂施展大能，赶散狂傲的人——        

和犹太教的组织相对 

不仅这样，祂赶散狂傲的⼈，⽤膀臂施展⼤能，这就

不仅是和律法相对的，⽽且是和犹太教的组织相对的。犹

太教的组织，组织是叫⼈狂傲的，你看，我守律法！就如

主耶稣在路加福⾳⼗⼋章 11-12 节说的那个⽐喻，⼀个法

利赛⼈祷告说⾃⼰不像那个税吏，奉献⼗分之⼀、⼀周禁

⾷两次……。这就叫他成为⼀个在律法⾥、在律法的组织

⾥的⼀个狂傲的⼈。或者在这个组织⾥，你是⼀个⽀派，

⾥的⼀个什么家族，这叫你成为⼀个长⽼，所以你就感觉

我是个统治者；我的⽗亲是统治者，我也是统治者，我的

孩⼦也是统治者。在组织⾥有各种阶层的⼈，那个阶层中

的成就，叫⼈狂妄起来。这些都会叫你不知不觉的离开了

神，忘记神，所以她就说祂要赶散狂傲的⼈，祂要⽤膀臂

施展⼤能。这是和组织相对的。 

今天我们⼀不⼩⼼就会讲，我终于可以做长⽼了，那

就是狂傲的⼈；我终于可以讲道了，那就是狂傲的⼈；我

终于可以带⼀个⼯作了，做⼀些事了，那就是狂傲的⼈。 

3、叫有权柄的失位——和犹太教的运作相对 

不仅这样，祂也叫有权柄的失位。你不是个长⽼吗？

你不是可以做很多事吗？你不是祭司吗？你可以做很多

事。现在马利亚宣告，这⼀班⼈ — 有权柄的⼈，要失位

了，这和犹太教的运作是相对的。 

你看这三句话，怜悯敬畏祂的⼈，赶散狂傲的⼈，叫

有权柄的⼈失位，这短短的三句话就描述了整个的犹太教。

犹太教是在律法的下⾯，神说我不要；犹太教是在组织⾥

的，祂说我不要；犹太教是在组织⾥有运作的，这运作当

然是根据权柄的，神也要说我不要。 

马利亚，⼀个⼩⼩的⼥孩，竟然有这样的启⽰：我在

犹太教⾥长⼤的；因为在犹太教⾥长⼤，我知道律法，我

知道律法的规条，我也知道在这个组织⾥我们要听谁的话；

我也看见了在组织⾥的运作。现在她起来说，耶稣来了，

因为我要⽣的⼉⼦叫耶稣，祂要为⼤，所以⼀切都要改变

了，都要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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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叫卑贱的升高 

下⾯她讲的很甜美，她说祂是叫卑贱的升⾼，叫饥饿

的得饱美⾷，然后叫富⾜的空⼿回去。谁是卑贱的，我在

犹太教⾥，⼀个组织的系统⾥，我⽣下来是卑贱的，我永

远是卑贱的。 

弟兄们，今天的聚会，你⼩⼼⼀点，聚会、聚会、聚

会，聚到后来把你聚成卑贱的。什么叫卑贱的？我就是来

听道的，今天讲的很好。这是卑贱的！你不要做卑贱的事。

祂要叫卑贱的升⾼，我是听道的，听了多少年，今天我复

苏了，我有主了，我有基督了，我爱基督了，我追求了，我

读经祷告了，我追求丰富了。在我身上，有个东西出来了，

根据什么？根据我所得着的神圣的生命。 

5、叫饥饿的得饱美食 

宗教是叫⼈饥饿的。我们很感谢神，最近你们都在家

⾥聚会，也许你得着的还多⼀点。你到会所去，弄不好，

去是饥饿的，回来还是饥饿的，就算吃了⼀点灵粮，也就

维持两天，然后又饿起来了，要等到下⼀个主⽇，再来吃

⼀顿，这还得了？祂说，叫饥饿的得饱美⾷：你可以吃，

你可以享受，因为基督就是生命的粮，基督就是生命的水，

基督就是无限供应的源头，祂成为饥饿者的美食。 

你不要把我这短短的信息当作⼀篇信息。这篇信息应

该是可以叫你得饱美⾷的，我听了、再听；我根据所听见

的，来追求、来进⼊，和弟兄们⼀同进⼊。饥饿者得饱美

⾷，是灵的事；饥饿者得饱美⾷，是教会⽣活的事；饥饿

者得饱美⾷，是神圣供应的事。我们如果灵刚强了，主怜

悯；我们如果和圣徒有亲密的相爱的情形了，主怜悯。我

们如果是不断的在基督那⽆限丰富的供应⾥的，我们是⼀

班得饱美⾷的⼈。 

6、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谁是富⾜的？在犹太教⾥的；谁是富⾜的？作祭司的。

谁是富⾜的？作长⽼的。谁是富⾜的？法利赛⼈。谁是富

⾜的？⽂⼠。这些祭司、长⽼、法利赛⼈、⽂⼠，都是富

⾜的。你们若能空⼿回去，你才懂什么叫真实，你才会追

求真实的事物。 

马利亚这些宣告是很特别的。这个平凡的⼥孩，怎么

能有这么好的宣告，说到她⾃⼰：我尊主为⼤，我以神为

乐，祂顾念我的卑微，为我成了⼤事，祂的名为圣。然后，

她宣告神⼯作的改变。这不是⼀个⼗⼏岁的孩⼦可以宣告

的，她宣告了！她是在灵里宣告了！宣告什么呢？神要得着

敬畏祂的人，而不是要得着做礼拜的人；神要得着敬畏祂的

人，而不是要得着做牧师、做长老的人；神要得着敬畏祂的

人，而不是那些自以为有得着的人；神要得着敬畏祂的人！

然后要赶散狂妄的⼈；祂也要叫那些有权柄的失位。圣灵

要在教会中掌权，圣灵要在全地掌权，你不要霸占住⼀个

位置，我是长⽼，我是牧师，我是什么…… ，不，祂要

叫有权柄的失位！然后怎样？⼀⾯来说这和犹太教的组织

是相对的，犹太教⾥又是满了各种的权柄的，神说这个我

不要了。 

今天在教会生活中，不是有权柄的人，乃是有生命的人、

是有丰富的人、是有神的人、是有基督的人，才是真正可以

祝福教会的人。然后，叫卑贱的升⾼，饥饿的得饱美⾷，

富⾜的回去。 

7、他扶助（参与而生发出真正的益处）了祂

的仆人以色列——新造就是真以色列 

这个扶助真好。我们会想，主耶稣来了，这个时代就

改变了，为什么还是以⾊列？保罗说，你受割礼不受割礼，

都没有紧要，要紧的是作新造的⼈。你若是活在新造⾥，

那个平安怜悯就归于你，就是神的以⾊列民。（加六 15-16）。 

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今天就是神的以⾊列。在

新造⾥，所有基督徒都要说，旧约的时代有个以⾊列，但

是很可怜，他们想尽了办法，作了各种事，不⾏！现在主

来了，祂扶助。怎么扶助？祂自己有份，祂自己参与。祂

要得着以色列，不是有一般人要成为以色列，而是祂成为

以色列人中一个 — 神成为人了。祂要有份于神的工作、

神的经纶。祂要藉着祂的参与，可以叫神得着一个真正的

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是新造，是在基督里的，是在生命里

的，是在灵里的，是属天的，是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的，

这就是真以色列。 

8、记念祂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施的怜悯 

末了，祂纪念祂向亚伯拉罕和祂的后裔所施的怜悯。

亚伯拉罕是在⽣命的应许⾥的。保罗就说了，“今天那以

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孙 。”（加三:7 下）。我

们这班人是以信为本的，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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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我们要得地，我们要得国，我们要成为神在全地，

遍布全地那真实的见证。求主怜悯我们，也祝福我们。 

愿马利亚的宣告，也成为我们的见证和宣告。（韬） 

 

复习指引 

一、彼此问，互相答： 

1、什么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正确的宇宙观？ 

2、什么是“主与我同在”？ 

3、弟兄姊妹，你愿意宣告说“愿主为大”吗？若不能，

那么在哪一件事或者哪些事上，你并没有让主为大？ 

4、天使的宣告有两面，请详述。 

5、从马利亚的宣告里，我们能够看出：神的选民中，肉

身的、属地的以色列人是在宗教系统里的怎样的一种

光景；而属灵、属天的真以色列民，应该是怎样的一

种生活！ 

 

二、彼此分享： 

1、哪些话，最触动你？ 

2、哪些话，让你转了观念？ 

3、哪些话，你蒙了光照？ 

4、哪些话，可以应用在生活中？ 

 

三、诗歌： 

生命诗歌 468 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