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的仆人米利暗

2021 年 12 月 5 日的讲道

马太福音 1：1-17 和路加福音 1：26-38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让你们了解一下用于翻译的平板电脑。

大卫或诺利亚尼现在可以帮助你，如果你遇到麻烦的话。

请举手。

或者直接站起来去看一下。

我在讲道时，会阅读我的讲章，并点击每一句话。

我用英语说的话以 12 种不同的语言出现在平板电脑上，您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语言。

我希望这是对你的祝福。

道介讲 绍
在今天的讲道中，我们要看两段关于耶稣诞生的经文。

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第 1 章，看看天使加百列对马利亚说了什么。

但首先，我想读一读马太福音第 1 章。

这是耶稣 45 个祖先的名单。

我们称这样的名单为家谱。

马太给了他的读者这份清单，以表明耶稣是大卫王的后裔。

这很重要，因为许多旧约预言都谈到大卫的后裔，他将实现神对他的子民的应许。

此名单中还有一些令人惊讶的名字。

我现在要读一读。

名单很长，有的名字很难发音。

但神话语中的一切都很重要。

所以现在请打开你的耳朵和内心，来看上帝的话语。

太福音 马 1：1-17
1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2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3  犹大从她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仑，希斯仑生亚兰，  

4  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  

5  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得氏生俄备得，俄备得生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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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7  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雅，亚比雅生亚撒，  

8  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  

9  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希西家，  

10  希西家生玛拿西，玛拿西生亚们，亚们生约西亚。  

11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弟兄。  

12  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雅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  

13  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所，  

14  亚所生撒督，撒督生亚金，亚金生以律，  

15  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但，马但生雅各，  

16  雅各生约瑟，就是马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马利亚生的。  

17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

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 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请和我一起祷告。

天父啊，当我们读到圣诞节的故事时，我们惊讶于你儿子的谦卑。

我们看到救主激进的爱，他进入软弱的地位，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羞耻。

圣灵啊，求祢敞开我们的心扉，今天就向我们显明更多关于耶稣的事。

我们奉祂的名祷告。

阿们。

以下是今天讲道的要点或主旨。

主旨：上帝使用破碎的人做 大的事情伟

正如你在我读的经文中看到的，耶稣是大卫王的后裔。

耶稣也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

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将来自各民、各方和各族。

耶稣来是要实现这个应许。

耶稣的诞生使神的子民在以色列以外拓展到了全球。

但马太的名单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其中出现的女性。

犹太家谱通常包括男性，而且只包括男性。

然而，马太的名单中有五名女性。

当然，米利暗是耶稣的母亲。

我们在英语中称呼她为马利亚，但她的名字在 2000 年前的发音是米利暗。

米利暗是一位备受推崇、敬重的女性。

我们将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更多地谈论她。

其他四个女则人令人十分惊讶，因为她们没有美化耶稣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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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提到他们的祖先，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错。

在这张图表中，您可以看到日本的第一位天皇，据说他是神的后裔。

日本人说，天皇的曾祖母是太阳女神阿玛特拉苏。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国旗上有一个太阳，以纪念阿玛特拉苏。

日本的天皇通过表明他们是太阳女神阿玛特拉苏的后裔，来声称自己应该得到荣誉，而且享有合法性。

另一方面，耶稣是她玛、喇合、路得和拔示巴的后裔。

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是令人惊讶的。

她玛的第一任丈夫在她生孩子之前就去世了。

她受到第二任丈夫和岳父的恶劣对待。

她最终通过假装成妓女，才得以怀孕。

如果你读过她的故事，就会看到她是如何被虐待的，以及为什么她会做这样的事情。

喇合是耶利哥城的一名妓女。

但她开始相信独一的真神，并帮助神的子民。

喇合是一个有着糟糕过去的女人，她成为了一个英雄。

拔示巴是所罗门王的母亲，但她因犯罪和丑闻而怀孕。

大卫带走了拔示巴，并与她通奸。

然后大卫谋杀了她的丈夫乌利亚。

路德没有一个可耻的故事，但她确实有一个艰难的故事。

她是寡妇，而且来自摩押。

马太福音的家谱提醒我们，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王大卫王有一位外邦祖母。

事实上，这些妇女都不是犹太人。

拔示巴可能是犹太人，但通过嫁给赫梯人乌利亚，她合法地成为了外邦人。

那么，为什么马太福音将这四个女人纳入神儿子耶稣的家谱中呢？

马太福音本可以纳入旧约中最受尊敬的女性，如撒拉、利百加和拉结。

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妻子。

为什么他们没有被列入马太福音的名单，而是四个外邦女人被列入了呢？

为什么马太福音包括像玛拿西这样的国王，犹太历史上最邪恶的国王？

因为耶稣不是为有着完美故事的完美之人而来的。

天使加百列在马太福音 1：21 中告诉约瑟。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耶稣或耶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

这并不意味着“耶和华帮助那些大体上尚可的人”。

耶稣并不意味着“耶和华祝福好人”。

耶穌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犯罪的坏人，因为他们不能拯救自己。”

父神本可以差遣圣灵，让一个富有的公主怀上神的儿子。

耶稣本可以选择地上的任何女人作为他的母亲。

他可以出生在宫殿或城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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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耶稣却通过一个贫穷的、未婚的十几岁的女孩降生，住在农场动物旁边的一个借来的马槽里。

耶稣希望以这种方式出生。

耶稣在地上开始了他的生活，周围都是关于他背景的问题。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罗马人所能创造的最可耻的死亡。

耶稣家谱中男男女女的可耻故事提醒我们，耶稣为我们这样的人而死。

我有一个可耻的过去。

我的故事有我想隐藏和忘记的部分。

你也是。

耶稣不怕你的故事。

耶稣不会因为你的羞耻而拒绝你。

相反，你的羞愧是他来到世上的原因。

抹去我们的耻辱正是他死去的原因。

请听我们在希伯来书 12：2 中发现的。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

宝座的右边。”

耶稣憎恨羞耻。

耶稣的死是为了杀死你和我随身携带的耻辱。

希伯来书 12：2 也说耶稣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你知道那喜乐是什么吗？

你知道什么喜乐能强大到足以使耶稣留在十字架上吗？

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心甘情愿地死了。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没错。

你，即使你有艰难的过去，有自己的羞耻和罪恶。

是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你是他心中的喜乐。

不是钉子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

而是他对你的爱。

他应许洗净你的罪孽和羞耻。

然后，在他拯救了你之后，耶稣开始在我们困难的故事中写下新的篇章。

新的篇章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耀，因为他的光在黑暗的地方闪耀着最耀眼的光芒。

一位作者这样说：“神的道路常常是一条弯路，但是他的应许却要借着这条道路应验。（E.洛迈耶）

我们不应该在耶稣的家谱中发现弯路和可耻的故事就觉得惊讶。

这份名单中没有人有“正常的故事”。

没有人有“正常的故事”。

我们的生活中都有破碎和弯路。

因此，我们不应该对耶稣出生在不正常的环境下感到惊讶。

这是救赎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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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本可以选择一个不同的女人来做耶稣的母亲。

已婚，富有或重要的人。

但是，如果耶稣生来就没有丑闻和羞耻，那么我们这些带着羞耻感的人可能会害怕来到他面前。

在耶稣生命的开始和结束都有羞耻和丑闻。

这使他成为同情我们所有人的一位有效的救主。

现在让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从第 26节开始。

路加福音 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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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丽莎白是米利暗的表妹。

伊丽莎白年纪大得多。

她不能再有孩子了。

但神在她的生命中行了一个神迹，并赐给她一个儿子，就是施洗约翰。

第 27 节告诉我们，米利暗（或马利亚）是童贞女。

她与约瑟订婚，但他们还没有结婚。

约瑟是大卫王的后裔。

几分钟前，我们在耶稣的家谱中看到了这一点。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加百列对米利暗说的话。

路加福音 1：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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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  

30 天使对她说：“马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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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能理解为什么米利暗感到困惑和不安。

看到天使会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对吧？

此外，加百列说米利暗是一个蒙大恩的女人。

“主和你同在了！”马利亚知道她并不特别。

为什么这位天使如此对她说话，如此高看她？

因为神拣选她是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目的。

米利暗得到了从神而来的恩典和尊敬。

但米利暗并非无罪。

请听罗马书 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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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11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12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米利暗并不完美。

但是，完美、无罪的神的儿子选择在她的子宫里生活了九个月。

米利暗是个好女人。

但她不是圣人。

加百列并没有称米利暗是“伟大的”。

他称她为“蒙大恩的女子”，因为神伟大的儿子耶稣选择了她作为他的母亲。

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时，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使用普通人做非凡事情的上帝身上。

如果某一周吃晚餐时你在楼下的桌子上看到这个，你会说：“哇，多么漂亮的盘子！”

不会。

盘子是在那里装特殊的食物的。

同样，加百列希望我们专注于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神会赐给他大卫的宝座，耶稣将永远作全地的王。

米利暗听到这一切后肯定感到震惊。

我想关于耶稣是伟大的，要成为君王这话会让她感到困惑。

但也许最令人困惑的部分是加百列说她要生一个孩子。

任何婴儿，即使是正常的人类婴儿，对她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来看看米利暗是如何回应加百列的话的。

路加福音 1：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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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况且你的亲戚伊利沙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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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米利暗在第 34节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

她没有说：“我不相信你。”

米利暗问道：“怎么有这事呢？”

她不明白，所以她要求更多的信息。

加百列告诉她，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将临到她身上，荫蔽她。

我们不知道圣灵是怎么做到的。

也许你觉得很难相信神能做到这一点。

但请记住，上帝用地上的泥土造了亚当。

圣灵降临在泥土上，亚当复活了。

如果上帝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让米利暗怀孕就不困难。

第 37节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One Voice Fellowship       6



这让我们想起了主对撒拉和亚伯拉罕所说的话。

神在创世记 18 章应许撒拉要生一个孩子。

但撒拉已经快 100岁了，从未怀过孕。

神告诉她：“在主岂有难成的事吗？”

神和加百列没有向撒拉和米利暗解释这些奇迹般的怀孕将如何发生。

神不要求我们理解他的道路。

他要求我们相信他的话。

朋友们，当神呼召你们做一些你们不理解的事情时，你们会作何反应？

如果上帝带领你去做一些非常困难的事情呢？

就是人们会为此批评你的那些事。

你很难相信神会让你做一些令人尴尬、非常困难和困惑的事情。

请看路加福音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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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马利亚面对上帝信息时的谦卑、信心和信任感到惊讶。

也许你已经听过这个故事很多次了，它不能再给你留下任何印象。

但想想看：马利亚没有办法证明上帝的信息。

加百列没有向整个拿撒勒镇宣布发生了什么。

没有加百列宣布的视频，她无法在 Facebook 上发布给所有人看。

马利亚是一个怀孕的少年，而且是在一个小镇上。

你认为马利亚和约瑟的邻居会相信他们的故事吗？

他们的邻居真的相信马利亚是怀孕的童女吗？

神选择让马利亚去做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

但这并不容易。

马利亚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因为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人们开始背着她说坏话。

但请记住这一点：当上帝呼召你做一些困难的事情时，他也应许在困难中与你同在。

在圣经中，上帝多次告诉他的子民要刚强壮胆，因为他与他们同在。

请听申命记 31：6。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

你。”

我的朋友们，马利亚是我们的榜样，即使神的信息和使命让她感到困惑，觉得很难，她依然信靠主。

但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不要只是为马利亚而感到惊讶。

你要对上帝的怜悯和伟大感到惊讶。

你要坚信，上帝不会离开你或撇弃你。

只有上帝才能给像玛利亚这样的普通女人，以及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做非凡事情的勇气和信心。

现在让我们一起向耶稣祷告，他是我们故事中的英雄，也是我们灵魂的救主。

耶稣，你非常伟大。

你是至高者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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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令人难以置信的谦卑和爱。

你选择生来就是一个无助的婴儿。

你允许你所有的伟大都倾注在软弱中。

你离开了天堂的荣耀和安全，进入了一个充满残酷和死亡的世界。

这些事实给了我们盼望，因为我们是无助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残酷的，充满罪恶的。

我们需要你把你的圣洁和良善倾注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新人。

请为了我们的益处和你的荣耀而这样做。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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