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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馬內利 
路加福音 1: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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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個童女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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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說，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29 馬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復思想這樣問安是甚麼意思。 
30 天使對他說，馬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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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的奧祕被顯出來的沒有大過「以馬內利」，「以馬內利」乃是神與人同在，神與人同在與一般
的概念不同，並非因為神是無所不在的神，因為我們無法逃避神的面，所以，祂就與我們同在。(詩
139:7-10) 不是工作上的同在，就如神與約瑟同在，耶和華使他所作的盡都順利的那種部分的同在。
(創 39:23) 不是摩西要求神與他同去的同在。(出 33:15) 摩西也有與神隔開的時間，要進會幕求問神
時，才見與神面對面。(民 1:1) 也不是所羅門王獻聖殿的禱告時所說的同在，「願耶和華我們的神與
我們同在、像與我們列祖同在一樣、不撇下我們、不丟棄我們．」(王上 8:57) 列祖在軟弱，犯罪，得
罪神時也與神隔離，不能見神的面，因為見神的面必死。 
 
    這「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的同在是極其奧祕的，若非神藉著聖經的啟示沒有人能知道。乃是講到
神與人完全合一的同在。這同在是唯有藉著耶穌基督才能完成的。這是極大的奧祕，就是使徒保羅所
說的大哉敬虔的奧祕: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
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提前 3:16)  
 
    神如何在肉身顯現呢? 乃是按照聖經的豫言，「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
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賽 7:14) 耶穌不是一個普通的孩子，是按著應許所生的，也就是人類一
直在等候的救主，祂的根源從太古就有。祂不能有地上的生父，祂必須是從童女懷孕生下來的。這就
是「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的奧祕。 
 
    祭司是按照神的心意來事奉的人，他們明白「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的奧祕嗎? 初世紀的耶路撒
冷城中有兩萬四千祭司，他們都是利未支派亞倫的後裔。每月有兩千祭司輪流值班。每天早上九點鐘
和晚上三點中有一個祭司要進主殿燒香。然而這麼多的祭司沒有一個明白神的奧祕，我們今天何等有
福，神將「以馬內利」的奧祕向我們顯明。讓我們一同禱告。 
 
    在聖誕節即將來臨前，許多人都忙著為他們所愛的人預備禮物，愈靠近聖誕節路上的車就愈擁擠，
到了聖誕節前一天晚上，禮品商店和購物中心擠得水洩不通。在那裏忙得不可開交的人大部分都是男
人，這是甚麼原因呢? 可能因為女人比較細心，早就將禮物預備好了。有人告訴我，不管禮物是否買
齊了，他那天晚上一定要去參加搶購的行列，那是體會人生的大好機會，千萬不可錯過。神揀選一位
非常細心的童女馬利亞，她的心早已預備好了，她謙卑順服，將天使告訴她的事一點都不能錯的記在
心裏，反復思想。(路 1:29,2:19,51) 以致能將天使的顯現，所說的話，準確地牢記在心，將「以馬內
利」，神與人同在的奧祕，傳下來，記載在新約的聖經中。你我願意能將神託給我們的事記在心裏反
復思想嗎? 
 
    聖誕節我們都會紀念聖母馬利亞，就像世上的母親愛兒女，母愛是從神那裏來的，馬利亞愛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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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耶穌是她的兒子，但是也是神的兒子。 
 
    馬利亞憑著極大的信心，將從聖靈懷孕的聖子耶穌平安的生下來，撫養長大。當然我們也要紀念馬
利亞的丈夫約瑟，他是一個義人，他愛馬利亞，憑著信心接受天使告訴他，馬利亞所懷的孕，是從聖
靈來的。在暴君屠殺嬰兒的壓力下，約瑟和馬利亞帶著耶穌離鄉背井，忍辱負重地給耶穌一個溫暖的
家，一段美好的童年回憶，並教導耶穌木匠的技能。伯利恆馬槽裏的故事，代代相傳，總是給人們帶
來無限的喜樂，完全的平安和及時的安慰。神來到人間。 
 
     讓我們從人如何與神的恩典配合這個角度來看救主誕生。路加福音特別講到完美的人性光輝。第一
章講到童女馬利亞如何聽到天使向她所宣告的喜訊。我們來思想神賜福的應許，「以馬內利」的奧
祕，神與人同在。 

 
一、馬利亞蒙了大恩典 
 
    加百列來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來向馬利亞顯現，的第一句話就是，「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
和你同在了。」(路 1:28) 
 
    這裏講到天使向兩位敬畏神的人問安。先向施洗約翰的父親撒迦利亞，後向耶穌的母親馬利亞顯
現。為甚麼說到了第六個月呢? 這裏乃是接著施洗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懷孕後到了第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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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個童女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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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馬利亞就是耶穌的母親。 
 
    這有甚麼重要性呢? 這時刻乃是創世以來最重要的時刻，因為有一位童女蒙神揀選，從她的腹中要
生出全世界的救主，就是耶穌基督，神的獨生愛子。神精心安排了這件大事的時候，特派天使加百列
來到人間，傳遞此一大喜的信息。加百列不是一般的天使，千千萬萬的天使的名字都沒有被記載在聖
經中，只有加百列和天使長米迦勒的名字記載在聖經中。每當加百列出現時，我們知道就是神要透過
他來傳遞重大信息的時刻到了。天使長加百列也曾在但以理書中出現，也是傳遞關乎彌賽亞的豫言。
但以理書所記載加百列讓但以理明白瑪代波斯，希臘的豫言。(但 8:16) 在舊約時代，天使加百列所傳
達的不是一些無足輕重的豫言，乃是傳達末期彌賽亞再來的豫言，就是七十個七的豫言。(但 9:21) 這
豫言指出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彌賽亞被剪除的確切時間。根據尼希米的記載，主前 445
年尼散月九日是波斯王古列下詔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日子。(尼 2:1-8) 而耶穌騎驢進耶路撒冷正
是主後 30 年的尼散月九日，棕樹的主日。(太 21:9)按著猶太人的傳統，一年三百六十天來算，
173,880 天，正好是 483 年，一天都不差。如此準確地應驗了天使加百列所宣告的豫言。 
 
    天使加百列後來也實際參與屬天的爭戰，他為神的子民敵擋波斯魔君和希臘的魔君。(但 10:18-21) 
正如路加所記載，耶穌面對屬靈的爭戰在客西馬尼園中禱告，有天使來加添力量。(路 22:43) 
 
    這位天使最大的功能要顯出的時候到了，加百列來找到馬利亞。馬利亞為何是神在千萬人所選中的
一位呢? 她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1 大衛的後裔 
2 童貞女 
3 已經許配 
4 住在拿撒勒 
5 能夠懷孕 
6 聖潔的女子 
7 願意付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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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撒勒是卑微的意思。人若不肯降卑，神的祝福就不能臨到。天使向馬利亞說話，稱她為蒙大恩的
女子。因為主與她同在。馬利亞當時不明白這問安的意思，心中驚慌。天使吩咐她不要怕，告訴她，
她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神揀選馬利亞，因為神預知馬利亞願意順從神的旨意。這順服是要付出極大
的代價的。這代價就是未婚的女子要懷孕生子。有誰會相信這女子是清白的呢? 馬利亞很可能因此犧
牲了她的婚姻、家庭、名譽。你我願意付代價跟從主嗎? 
 
二、 豫言童女懷孕生子 
   
    耶穌具有神人二性，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是神在肉身顯現，道成肉身，也是
以馬內利，神與人同住。因為耶穌需要具備神、人二性，他不能沒有人的血統，他必須為女子所生，
但是不能出於男人，必須是聖靈懷孕，否則因亞當犯罪，眾人都成為罪人，耶穌也不能例外。(羅
5:12-18) 這就是創世記第三章所講的女人的後裔要傷撒但的頭的豫言。(創 3:15) 神以祂極大的智慧，
讓基督降世，從一位嬰孩長大到成人，沒有犯罪。童女懷孕生子，很難讓人相信，只有單純如嬰孩的
人才能相信。(太 21:16) 正如詩篇所豫言的，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撒
但)閉口無言。(詩 8:2) 也就是說，這位女子要單純地相信神能夠使她從神那裏，不經過任何一個男
人，可以得到一個兒子。 
 
1. 相信天使的宣告 (路 l:28-38) 
 
    馬利亞聽見天使的問安，雖然驚慌害怕，但是她相信天使所傳達的信息是出於神的。馬利亞全心相
信神藉著天使所說的話，從她所要付出的代價中我們可以看出她的信心是大的。未婚生子在當時猶太
社會中是不被人接受的，更何況她已經許配給她所愛的約瑟，有誰會相信她所懷的胎是從聖靈感孕來
的呢? 約瑟怎能相信這事呢? 為此馬利亞極可能會失去丈夫，成為生下私生子的單親媽媽，所生下的
孩子也將終生無法抬頭。跟據猶太人的律法，她不但會被約瑟休掉，也極可能要受公開的羞辱，甚至
婚前行淫，律法明文規定要將這樣的女人用石頭打死。(申 22:21) 猶太人極看重摩西所頒布的律法，
直到耶穌在地上傳道的時候，猶太人守律法已經一千五百多年了。(約 8:3-4) 馬利亞的信心是大的，
她願意為她的信仰付出生命的代價; 馬利亞是敬畏神的，她願為成就神的旨意犧牲自己。我們願意為
我們的信仰付代價嗎?  
    
2. 願意深入思想 
 
    天使對馬利亞說，蒙大恩的女子，我問妳安，主和妳同在了。馬利亞反復思想主和她同在有何意
義。(路 l:29) 她是一位有思想的人，不但思想，並且反復思想。以馬內利就是神與人同在，這不是以
賽亞所豫言的以馬內利嗎? (賽 7:14) 以賽亞書所記載的豫言講到有一位童女將要生下一個兒子。這兒
子的名字就要叫作以馬內利，就是神與人同在。馬利亞問，我就是那童女嗎? 我們信主的時候，就是
基督誕生在我們心中的時候。今天我們也應當問，我就是神所揀選的童貞女嗎? (林後 11:2) 我們的心
是否是純一、清潔的心呢? 還是愛世界、偏邪的心呢? 我們身上有基督的身量嗎? 
 
3. 殷勤勞苦 (路 l:39) 
 
    馬利亞一聽見天使的宣告，沒有任何耽延，立刻起身，急忙往山地裏去，來到猶大的一座城。當時
交通不發達，從一個城走到另一個城不是容易的事，加利利的拿撒勒離猶大地有相當的距離，兩地有
撒瑪利亞隔在中間，要走很多天才可到，對一個孕婦，要走很久才可到。懷著身孕的馬利亞是一位殷
勤、勞苦、勇敢、有信心的主的使女。你我也願意為主勞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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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謙卑向長者問安 
 
    馬利亞有很好的人際關係，她知道以利沙伯是一位義人。她虛心的求教接受屬靈長者的幫助。她與
以利沙伯住了三個月。孩子們，如果母親還在，不要忘了向母親請安。告訴母親，她的生養之恩，我
們永遠感恩不盡。如果母親不在了，要追念母親勞苦的撫育之恩與愛心的教導。 
 
5. 因信成為有福 
 
    以利沙伯向神感恩說: 「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她所說的話，都要應驗。」(路 l:45) 我們
相信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裏都是「是的」嗎?  (林後 l:20) 馬利亞因信而蒙祝福，凡如此相
信的人都是有福的。 
   
6. 心中尊主為大 
 
    馬利亞不但心中尊主為大，並且說出來。(路 l:46) 我們也能心中尊主為大，並且用我們的口說出來
嗎? 我們應當感謝神，感謝神賜給我們母親。 
 
7. 靈裏以神為樂 
 
    馬利亞靈裏明亮，以神她的救主為樂。(路 l:47) 雖然馬利亞是母親，她知道耶穌只是在年幼的時候
被她照顧，順從父母。等到耶穌長大後，祂是全人類的救主，也是馬利亞的救主。這是屬靈的看見。
基督耶穌是唯一能救我們脫離罪惡與死亡的，我們要因救恩臨到而歡呼喜樂。我們作母親的是否也知
道，我們是為神經營造就兒女們，讓他們將來為神作美好的見證，合乎主用? 如此訓練孩子的母親，
人必稱她們為有福，這是屬靈的看見。 
 
8. 蒙神顧念 
 
    因著馬利亞願意為神的旨意成就付上代價，神顧念她，保守她，她不害怕，因為神與她同在。今天
我們有聖靈與我們永遠同在，我們也不害怕。但是我們要問，我們也願意像馬利亞一樣願為主付代價
嗎? 
 
9. 蒙大恩的女子 
 
    滿了恩典的女子，乃是承受大恩典的女子。這恩典是神賜下的。 
(弗 1:6) 馬利亞是在眾多的女子中被選中的，是特別有福的。  
 
10. 我問你安 
 
    大能尊貴的天使竟然問候她。天使是服役的靈，馬利亞是蒙大恩的人。(來 1:14) 
 
11. 主和你同在了 
 
    主和她同在。我們何等有福，神與我們同在。這就是「以馬內利」。(賽 7:14) 
 
12. 不要怕 
 
    天使向人顯現時，人都會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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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 
 
    神從遠處知道人。「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臥、你都
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詩 139:2) 
 
 14. 懷孕生子 
 
     童女懷孕生子這豫言即將要應驗在馬利亞身上了。「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賽 7:14) 
 
15. 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 
 
    這是沒有成胎前，天使給這孩子所取的名。(路 2:21) 耶穌這名的意思就是「要把祂的百姓從罪惡中
拯救出來」。(太 1:21) 
 
    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
國也沒有窮盡。他要為大，他要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三、主的國度沒有窮盡     
   
    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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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你的親戚以利沙伯，在老年的時候，也懷了男
胎。就是那素來稱為不生育的，現在有孕六個月了。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馬利亞
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他去了。(路 1:34-38) 

 
    普世歡騰的聖誕節給人類帶來了希望，因為有一位救主為我們誕生，祂生來就是要作猶太人的王，
祂為此而生，為要給真理作見證，在十字架上，祂的罪名是猶太人的王。祂不僅是猶太人的王，祂戰
勝了掌死權的魔鬼，祂從死裏復活，是萬有的主宰，是國度的君王，祂的國度沒有窮盡，不但是永世
的君王，也是世上萬國的君王，將來世上的國都要變成主基督的國，祂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祂要
作王直到永遠。這是人類歷史中所發生最大的事。直到兩千多年後,基督誕生的日子和年份都蒙紀念，
救主誕生是家喻戶曉的大喜信息。但是我們也要提防落入傳統形式的慶賀有不少的人禁食禱告紀念主
的降卑來到世間，但在這佳節期間有更多的人醉酒荒宴，甚至淫亂放蕩。車禍死亡的人數歷年來都與
這些狂歡作樂有關。這是魔鬼的作為，也是人不負責任的表現，我們要謹慎戒懼。 
 
  路加福音特別講到完美的人性光輝。第一章講到童女馬利亞如何聽到天使向她所宣告的喜訊。約瑟
的家譜雖然是君王的家譜，然而，耶穌基督卻不是約瑟的兒子，乃是馬利亞從聖靈懷孕，生下來的。
前面所有家譜中的名字都是從父親接續下來，唯獨耶穌基督是從馬利亞來的。這是甚麼原因? 因為基
督只能是女人的後裔(創 3:15)，馬利亞必須是童女，為要應驗救主的名字就是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
(太 1:23)。天使在夢中曉諭約瑟，這孩子的名字要叫耶穌，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太
1:21) 耶穌就是國度君王的名字，唯有耶穌基督的名字是叫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祂所要救贖的就
是我們這些罪人。 

 
  馬利亞如何來讚美神呢? 馬利亞認識神的恩典，也知道如何感謝讚美神。 

 
46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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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48 因為祂顧念祂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 
49 那有權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祂的名為聖。 
50 祂憐憫敬畏祂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51 祂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裏妄想、就被祂趕散了。 
52 祂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 
53 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54 祂扶助了祂的僕人以色列、 
55 為要記念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施憐憫、直到永遠、正如從前對我們列祖所說的話。 
 
    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但是祂必須在神所定的日子滿足的時候，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是
創世記中所豫言女人的後裔。神在億萬人中揀選了一位童女作耶穌的母親，她是一位蒙大恩的人，她
就是馬利亞。我們可以問很多的問題，譬如，神為何揀選馬利亞? 馬利亞有何特點? 她是一位怎樣的
母親呢? 神如何藉著馬利亞應驗了豫言? 馬利亞如何與神配合來成就神的旨意呢? 這與我們有何關係? 
我們從馬利亞身上可以學到甚麼功課? 讓我們再度回顧一下馬利亞是一位敬畏神的母親，她的信心、
愛心、耐心、細心、勞心、勞苦、勞力、喜樂、溫柔、順服、智慧、勇敢、良善成為世上所有母親的
典範。讓我們一同從路加福音第一章馬利亞的讚美詩來思想馬利亞是怎樣一位敬畏神的母親。她相信
拯救臨到而敬畏神，她認識神的恩典而感謝神，她配合豫言應驗而委身於神的託付。 
 
    馬利亞相信拯救臨到而敬畏神，她因為認識神的屬性和大能的作為而能如此感恩和讚美。基督國度
的寶座是設立在神子民讚美的根基上。(詩 22:3) 馬利亞歌頌神的八個屬性。 
 
1. 神超越時間 
 
  神的永恆的神，因為祂是宇宙的創造者，祂掌管時間。祂的祝福直到萬代。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
為有福。(路 l:48) 神是亙古常在者。 
 
2. 神是權能者 
 
  神創造了萬有並且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來 l:3) 不但托住萬有，並且不斷的統管萬有，沒有一
分一秒失控的時間。(詩 l03:19) 神不但有權能，並且將力量權能賜給祂的百姓，祂是配得稱頌的。(詩
68:35) 
 
3. 神成就大事 
 
  神是成就大事的主，更是為我們成就大事的主。我們終生的事是交託給神呢? (詩 31:15) 還是倚靠不
能救贖自己的人呢? (詩 49:6-7) 人的幫助是枉然的。(詩 60:11) 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
稱頌的。(詩 73:18) 神阿，求祢堅固祢為我們所成就的事。(詩 69:28) 
 
4. 神的名為聖 
 
  神是聖潔的，神的名是聖的。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神的聖名。(詩 l03:1)只有神的兒女能奉耶和華
的名，祝福別人。(詩 l29:8) 
 
5. 神憐憫敬畏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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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憐憫有限，神的憐憫直到世世代代。(路 l:50) 這是無限的憐憫，是向審判誇勝的。(雅 2:13) 
 
6. 神公義的審判必然臨到 
 
  祂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裏妄想、就被祂趕散了。(路 l:51) 
 
7. 神掌管人世間的事 
 
   祂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路 l:50) 因為高舉非從東、非從西、也非從南而來。惟有神斷
定，祂使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詩人 75:7) 
 
8. 神決定人的福份 
 
  「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路 l:50) 所羅門在傳道書中寫到，「我見日光之下有一
宗禍患者，重壓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賜他貲財、豐富、尊榮，以致他心裏所願的一樣都不缺，只是
神使他不能吃用，反有外人來吃用，這是虛空，也是禍患。」(傳 6:1-2) 
 
  馬利亞相信拯救臨到而敬畏神，她因認識神的恩典而感謝神。然而她的讚美並非停留在這裏，祂的
讚美是有行動的，神因此得榮耀，基督的國度沒有窮盡，我們不但可跟隨馬利亞的腳蹤行，我們也應
當將這樣的見證一代一代地傳下去，讓無數的人都因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而蒙福直到永遠。最後，
我們回顧一下馬利亞配合豫言應驗而委身於神的託付。 
 
1. 懷孕 
 
  甘心情願成就神的旨意 (路 l:38) 她相信並經歷童女懷孕生子的神蹟。 
 
2. 生子 
 
  馬利亞離開了拿撒勒的家，到了伯利恆，生下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因為客店
沒有地方。(路 2:6-7) 
 
3. 流亡 
 
  因為希律王要殺耶穌，約瑟和馬利亞帶著嬰孩耶穌夜間起來，逃到埃及，在那裏寄居。(太 2:13-15) 
 
4. 守寡 
 
  耶穌十二歲時曾到聖殿，馬利亞看見耶穌在耶路撒冷怎樣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耶穌
說：「豈不知我應當以天父的事為念麼?」馬利亞將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裏。(路 2:47-52) 這是聖經中
最後一次題到約瑟。約瑟是一位小城裏的木匠，馬利亞又有許多孩子，經濟情況不會太好。 
 
5. 撫養 
 
  耶穌長大的過程中，馬利亞知道這孩子是神的兒子，就按照神給她的託付照顧這個孩子。當耶穌長
大了，可以幫助家中的經濟時，天父呼召祂周流四方傳道，不能賺錢幫補家用，照顧弟妹，馬利亞願
意讓耶穌如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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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跟隨 
 
  耶穌傳道的過程中，連祂的弟弟都不相信祂是神，但是馬利亞卻跟隨耶穌。一開始傳道時，馬利亞
就在加利利的迦拿娶親的筵席中吩咐用人順服耶穌，讓耶穌顯出神的榮耀來。(約 2:5) 之後，耶穌忙
於服事，甚至有時連飯也顧不得吃。(可 3:20) 馬利亞帶著耶穌的弟弟來找耶穌。(路 8:19-21) 
 
7. 受苦 
 
   馬利亞在十字架下看見愛子被釘死，心中傷痛，如同被刀刺透，這話早在耶穌誕生時，西面就豫言
了。(路 2:2) 到耶穌升天後，馬利亞仍然與眾門徒一同在耶路撒冷聚集禱告，直到五旬節聖靈降臨。
馬利亞慟子的畫感人。 
 
  神定意讓彌賽亞降臨人間成為人類的盼望，神豫知馬利亞將成為一位蒙大恩的女子。因為她信靠
神，情願為主所用，童女懷孕生子的豫言因著馬利亞的順服得應驗。(賽 7:14) 
 
  馬利亞甘心樂意的順服神的旨意，她為此也願意付出了最高的代價。她可能當眾受羞辱，可能被約
瑟休掉，也可能被石頭打死，即使約瑟不採取任何行動，馬利亞也可能一輩子被人輕看。我們不禁要
問，付出這樣的代價來事奉神值得嗎? 馬利亞的順服帶進了神藉女人的後裔要與拯救世人的豫言。(創
3:15) 基督既然只能是女人的後裔，基督就不可以從約瑟而出，基督的出生必須在約瑟和馬利亞成親
以前。神的時間一點也不能錯。 
當時候滿足時，神就差遣祂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來到世間，拯救世人。神感動了馬利亞與約瑟來參
與這重大的事奉。 
 
  馬利亞的生命是順服神的生命，是敬畏神的母親。馬利亞相信拯救臨到而敬畏神，她因認識神的恩
典而感謝神。馬利亞配合豫言應驗而委身於神的託付。我們也應當效法馬利亞的榜樣，讓神的國度在
我們身上沒有窮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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