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里亚姆拜访伊丽莎白

2021 年 12 月 12 日的讲道

路加福音 1：39-56

道介讲 绍
在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应该先看看上周讲道的最后几节经文。

神差遣天使加百列给一个名叫马利亚的未婚女孩带来一个奇妙的信息。

路加福音 1：34-38
34 马利亚对天使说：既然我是，怎么会这样呢？

35 天使回答她說：「聖靈要臨到你們身上，至高者的大能要使你們黯然失色。因此，将要出生的孩子将被称

为圣洁——神的儿子。

36 看哪，你的亲戚伊丽莎白晚年也怀了一个儿子，这是和她一起被称贫瘠的第六个月。

37 因为与神同在，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38 马利亚说：”看哪，我是耶和华的仆人。愿它按照你的话归给我。天使离开了她。

天使加百列告诉马利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些事情是难以置信和接受的。

上帝给了玛利亚难以置信的荣誉和祝福。

但是，上帝也要求她做一些非常艰难的事情。

瑪麗知道未婚和懷孕是一個大問題。

我敢肯定她想知道，”人们会怎么想，做什么？”

通奸是一种严重的罪行。

旧约说她可能会被石头砸死。

但是你听见马利亚在第 38 节中所说的信心和信靠的话语了吗？

她说：”按照你的话，让它归我吧”

”顺其自然吧。”

”让它交给我吧。”

这就是我要说的吗？

我不确定。

圣经中的许多人在神告诉他们一些困难或难以置信的事情时，努力说”让它成为”。

彼得不止一次地说：”不，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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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嘲笑神对她的应许。

亚伯拉罕去埃及时没有信靠神。

大卫和其他国王常常信靠自己的资源，而不是神。

我也像他们一样。

你们难道不是吗？

我挣扎着要对神说出马利亚所说的话：”顺着你的话，就让它归于我吧。

Thabiti Anyabwile 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名牧师。

塔比提是这样说的：

”马利亚听起来不是很像以赛亚说的‘我在这里，差遣我来‘（以赛亚书 6：8）吗？

她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以斯帖说的”我若灭亡，我就灭亡”（以斯帖记 4：16）？

马利亚听起来不是很像路得对拿俄米说：”你们的子民要作我的子民，你们的神要作我的神”（路得记 1：
16）？

这也让我们想起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父啊，不是我的旨意，乃是你的旨意成就”（路加福音 22：
42）。

这就是忠心的人对上帝计划的反应，即使他们不理解它。

朋友们，我真的很佩服马利亚如何信靠主，即使有关于未来的不完整信息。

收到天使的信息后，她匆匆赶去见表妹伊丽莎白。

也許瑪麗想離開她的小家鄉。

人们可能不会相信她关于她如何怀孕的解释。

也许她只是兴奋地和同样怀孕的表妹交谈。

让我们看看当玛丽到达她表弟家时发生了什么。

从路加福音第 1章读起。

路加福音 1：39-45
39 几天后，马利亚匆匆赶到丘陵地区犹大，到城里去。

40 撒迦利亚居住的地方。她走进屋子，向伊丽莎白打招呼。

41 伊利瑪利亞的問候聲音，伊麗莎白的兒女在她裡面跳起來，伊麗莎白被聖靈充滿了。

42 伊利莎白喜怒地呼喊马利亚说：”神保佑你们胜过一切女人，你们的孩子也蒙福了。

43 為什麼我如此榮耀，以至於我主的母親要來探望我？

44 我聽到你的問候時，我子宮裡的嬰兒就喜悅地跳了下去。

45 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相信耶和华必照他说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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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救主。

现在，请你把圣灵送到我们心里，做我们的老师吗？

求祢今天帮助我们从圣灵领受你们想倾倒在我们里面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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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以下是今天讲道的要点或主旨。

大主意：我的灵因神我的救主而喜 ！乐

请和我一起再看看第 41 节。

41 伊利瑪利亞的問候聲音，伊麗莎白的兒女在她裡面跳起來，伊麗莎白被聖靈充滿了。

42 伊利莎白高兴地向马利亚喊道：”神赐福给你们，胜过一切女人，你们的孩子也蒙福了。

伊丽莎白把注意力集中在米里亚姆身上，而不是她自己。

我们用英语称呼她为玛丽，但 Miriam 是她的名字在 2000 年前的发音，所以我将同时使用两者。

伊丽莎白奇迹般地怀孕了。

她已经足够大了，可以当祖母，而且她一生中从未生过孩子。

作为一个老妇人怀孕是伊丽莎白一生中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事情。

但伊丽莎白只想谈谈米里亚姆。

伊丽莎白是一个多么慷慨的女人。

她专注于上帝在米里亚姆生命中所做的一切，而不是她自己的生命。

接下来请看伊丽莎白在第 43 节中对基督的信心的承认：

43 ”我为什么如此尊敬，主的母亲要来看我呢？

伊丽莎白对米里亚姆的出现感到谦卑和荣幸。

如果你仔细想想，这有点奇怪。

米里亚姆比伊丽莎白年轻得多。

米里亚姆应该给她的年长亲戚以荣誉和尊重。

但相反，伊丽莎白尊重米里亚姆，并在她的面前感到幸福。

为什么？

因为圣灵给了伊丽莎白一双眼睛，让她看到米利暗背着弥赛亚。

伊丽莎白惊讶地发现，她的主和救主已经来到了她的家！

伊丽莎白和米里亚姆生活在一个不尊重女性的世界里。

她们的世界里的妇女几乎没有什么权利。

但是，在耶稣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他以戏剧性的方式荣耀和提升了女性。

在他复活的那天早上，耶稣首先向他的女门徒显现。

在他生命的开始，第一个口头宣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女人。

被圣灵充满，伊丽莎白可以看到米利暗里面未出生的婴儿是她的救主。

关于耶稣，伊丽莎白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但圣灵在伊丽莎白的心中种下了信心的恩赐，她用嘴承认了这种信心。

罗马书 10：9 说：”你们若口里说：‘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们就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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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彼得在马太福音 16章中确定耶稣为主之前，伊丽莎白就宣称”耶稣是主！

伊丽莎白还说耶稣是神。

是的，她做到了。

在第 45 节中，伊利莎白告诉米利暗：”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相信耶和华会照他说的去做。

她说的是加百列从主那里传来的神的信息。

在这节经文中，主的希腊语是 kurios。

现在看第 43 节。

伊丽莎白说：”为什么我如此荣幸，我主的母亲要来看望我？”

主这个词又是库里奥斯。

这是同一个词。

在第 45 节中，主指的是差遣加百列的神。

在第 43 节中，主指的是耶稣，这个婴儿也是神。

被圣灵充满，伊丽莎白是第一个表达对救主耶稣的信心的人，耶稣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

还有另一个人庆祝米利暗和婴儿耶稣的到来。

请看伊利莎白在第 44 节所说的话：

当我听到你的问候时，我里的婴儿高兴地跳了起来。

伊丽莎白和她未出生的孩子在米里亚姆和耶稣到达时都高兴地回应。

他们被圣灵充满，认出了米里亚姆里的孩子。

伊丽莎白的儿子长大后将成为施洗约翰。

作为一个人，他向耶路撒冷周围的人宣布弥赛亚已经来了。

约翰被称为”施洗者”，因为他给人们施洗，呼召他们悔改自己的罪，接受弥赛亚。

我想读约翰福音 1：29-30。
在这些经文中，约翰和耶稣都大约 30岁。

听听那天约翰给人们施洗时发生了什么，他看到了耶稣。

29 第二天，约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说：”看！神的羔羊，他带走了世人的罪！

30 当我说：’有一个人要跟在我后面，他比我大得多，因为他早在我之前就存在了。

约翰比他的堂兄耶稣大六个月。

但约翰在第 30 节中说，耶稣”在我之前很久就存在了”。

这是另一段经文，证实了耶稣是神。

约翰在第 30 节中也说，耶稣”比我大得多”。

约翰尊敬他的表弟耶稣。

就像伊丽莎白尊重她的表妹米里亚姆一样。

我想我们可以假设约翰从他的母亲伊丽莎白那里学到了一些他以他人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身份。

母亲送给儿子的礼物。

施洗约翰一生都致力于宣告耶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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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约翰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是先知了。

对此，我想发表两点意见。

首先，神可以赐给任何年龄的人对耶稣的信心。

我直到 28岁才成为基督徒。

有些人在年长的时候信靠基督。

许多人在小时候信靠基督。

即使是非常小的孩子也可以认出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羔羊，他带走了任何只信靠他的人的罪孽。

第二条评论是关于堕胎的。

在美国，每年有 60万未出生的婴儿被杀害。

许多人为此在心中实现了和平。

他们选择相信堕胎不会结束一个人的生命。

他们说，一个未出生的孩子不是真正的人。

但我们在第 44 节中清楚地看到，约翰在出生之前就是一个人。

约翰有思想和灵魂。

堕胎结束了一个真正未出生的人的生命。

女人体内未出生的孩子是另一个人。

约翰的 DNA 与伊丽莎白不同。

他是一个独立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由说出可以对自己的身体做些什么。

但是，我关于我身体的个人自由在你个人自由开始的地方结束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据路加福音 1：15，约翰是一个人，因为他的灵魂被圣灵充满。

只有一个人才能被圣灵充满。

圣经从来没有说过动物或物体被圣灵充满。

在他出生前三个月，约翰认出了米利暗里耶稣的渺小人物。

当小约翰在婴儿时期遇到救主耶稣时，他欢欣鼓舞。

有些女性在怀孕时并不高兴。

有些怀孕是意外或不想要的。

Miriam 的怀孕是出乎意料的。

这很不方便，因为她没有结婚。

谢天谢地，米里亚姆与约瑟订婚了。

约瑟是个好人，一个善良温柔的人。

他愿意与 Miriam分享这次意外怀孕的耻辱。

太多的男人害怕为自己的孩子承担责任。

太多的男人强迫妇女堕胎。

耶穌基督的教會需要幫助這些處於困難境地的男男女女。

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在每一个生命，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支持生命。

教會需要為我們國家可怕的墮胎問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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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尽一切努力帮助妇女及其子女。

我们需要眼睛来看到这些未出生的孩子的人性，正如约翰和伊丽莎白所看到的那样。

现在让我们简短地祷告一下。

天父啊，我们称你为父，因为你是慈爱、保护和慷慨之父的完美典范。

请帮助这个国家和世界各地处境艰难的母亲。

请用我们，你们的孩子，来帮助这些妇女和儿童。

我们知道每次堕胎都会让你心碎。

请介入，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社区。

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它。

阿们。

正如我本周读到路加福音第 1章时，我对伊丽莎白和米利暗感到非常惊讶，不是吗？

这些女性的谦卑、信仰和信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都会看到他们的儿子在年轻时被谋杀。

这些妇女在怀孕期间分享的喜悦将变成悲伤和哭泣。

但他们不会绝望。

他们不会绝望。

因为伊利莎白和米利暗的儿子们将被神使用，把失丧的人从万国中吸引到耶稣里的永生。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 1：46-56 中马利亚的预言之歌。

46 马利亚回答说：”哦，我的灵魂如何赞美耶和华。

47 我的灵在我的救主神里喜乐！

48 因为他注意到他卑微的仆人女孩，从今以后，世世代代都要称我为有福的。

49 因为全能者是圣洁的，他为我做了伟大的事。

50 他世世代代地怜悯一切敬畏他的人。

51 他大能的臂做了大事！他驱散了骄傲和傲慢的人。

52 他把君王从宝座上拉下来，高举谦卑的人。

53 他用好东西灌满饥饿的人，空手而归，把富人赶走。

54 他帮助他的仆人以色列，并记得要怜悯。

55 因为他应许给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女，直到永远。

56 瑪利亞和伊利莎白在一起大約三個月，然後回到她自己的家。

伊丽莎白和米利暗是路加福音第 1章的主要角色。

但他们所有的谈话都集中在神身上。

女性在说话时不会像我经常做的那样以自我为中心。

两位女性都认识到，她们个人的祝福和救赎是其中的一部分。

神为他所有的子民所做的。

Miriam 的歌曲聚焦于上帝，他的性格和他的行为。

为了结束今天的讲道，我想一起默想马利亚的歌几分钟。

也许在我们看这首歌时，你会想在公告中强调一些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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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像這樣慢慢地看神的話語時，它會幫助耶穌佔據你心靈和頭腦的更大一部分。

注意我慢慢地读着马利亚在她的歌中所说的关于上帝的事情。

请先看路加福音 1：46。
马利亚用主的头衔来对神说话。

在 47 年，她称他为神我的救主。

在 49章中，她说：”他是大能的，圣洁的。

在第 50 节中，她提醒我们，他的怜悯是为那些敬畏他的人准备的。

在第 51 节中，马利亚说，神用他大能的臂膀显明了力量。

马利亚的歌也描述了上帝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将这种力量用于两类人。

首先，看看神对骄傲、强者、富人的回应。

在 51-53 节中，马利亚唱到神驱散了骄傲、傲慢和傲慢的人。

在第 52 节中，他把大能的王子和统治者从宝座上打倒。

第 53 节说，”他空手而归，把富人打发走了。

这就是神对那些不承认自己罪的人的态度。

上帝会惩罚那些财富、地位或权力充满傲慢的人。

世界上许多人认为他们是高尚的，重要的人。

他们不够谦卑，无法认识到耶稣是主的崇高荣耀。

這就是為什麼許多驕傲和強大的人仍然死在他們的罪中，並反叛合法的國王。

当你忙于试图自己像神一样时，你不能敬拜真神。

我们也在马利亚的歌中看到，神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他的力量和能力来对待那些敬畏和荣耀他的人。

看看神如何对待谦卑和饥饿的人。

在第 50 节中，她说：”他世世代代都怜悯一切敬畏他的人。

第 52 节说：”他高举谦卑的人。

在 53 中：”他用好东西填满了饥饿的人。

马利亚在第 54 节中也提醒我们，神帮助他的仆人，并记得要怜悯。

我的朋友们，这是圣灵向伊丽莎白和她的儿子约翰启示的救主。

如果聖靈也賜給你眼睛，讓你看到耶穌是主和救主，那麼馬利亞美麗的讚美之歌也是你的歌。

朋友们，我们收到了多么美好的圣诞礼物。

认识和崇拜这样一位公义、怜悯、力量和怜悯的神的特权。

现在让我们一起向他祷告。

神在天上，你是圣洁的大能者。

你为我们做了伟大的事情。

父神啊，感谢你世代代代向所有敬畏你的人表示怜悯。

圣灵啊，我们感谢你向伊丽莎白和约翰启示耶稣。

也请向那些今天不认识耶稣为救主的人启示耶稣。

在这个圣诞节期间，求祢賜給我們所有人對耶穌更深的愛。

耶稣，我们宣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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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祢帮助我们信靠、跟随祢、顺服祢，为我们的益处和祢的荣耀。

阿们。

       One Voice Fellowship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