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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肉身的彌賽亞 (1) 
The Incarnated Messiah 
馬太福音 Matthew 1:18-25 

 
唐興 

10/9/2016 
A. 經⽂文－⾺馬太福⾳音 1:18-25 

B. 前⾔言－Introduction 

上個主⽇日我們談到耶穌基督的家譜，家譜分為三個段落，每⼀一個段落表明了神藉著

聖約在⼈人類歷史中實現祂的國度的三個階段： 的以⾊色列國度之前時期（Israel Pre-

Kingdom Period）從亞伯拉罕到⼤大衛︔；以⾊色列神全政體時期（Israel Theocratic 

Kingdom Period）從所羅⾨門到耶哥尼亞︔；彌賽亞國度盼望時期（The Messianic 

Kingdom Anticipation Period）從被擄到巴比倫之後到耶穌基督 。︒所以，耶穌基督

的降⽣生是新救贖時代的開啟。︒今天的經⽂文就是在描述耶穌基督的出⽣生。︒這⼀一段經⽂文

通常被稱為：童女⽣生⼦子（The Virgin Birth），或耶穌基督的出⽣生(The Nativity of 

Jesus Chrsit)。︒ 

 

⾺馬太福⾳音有 5 個⼤大的段落的敘述⽂文，描述耶穌基督的⽣生平和職事。︒第⼀一段的描述⽂文

就從這裡開始，⼀一直到第 4 章結束，第 5 章開始就是耶穌基督登山寶訓的信息。︒ 
 
但是耶穌基督的出⽣生這⼀一段經⽂文，也與家譜連續，並且密切相關。︒⾺馬太從耶穌的家

譜證明了約瑟是⼤大衛合法的後裔⼦子孫。︒但是問題是：⾺馬利亞是耶穌的母親，但約瑟

不是耶穌的⽗父親，因為⾺馬利亞在受孕的時候，還沒有和約瑟結婚。︒那麼，從⾺馬利亞

出⽣生的耶穌，又如何成為約瑟法定的兒⼦子，成為⼤大衛的法定⼦子孫呢︖？要使耶穌成為

⼤大衛法定的⼦子孫，約瑟就必須做兩件事：接受已經懷孕的⾺馬利亞作為他的妻⼦子，並

且給這個嬰兒取名字。︒這樣，從童女出⽣生的耶穌，才成為⼤大衛王權的合法繼承⼈人，

應驗神的應許。︒ 

 



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                                                   www.asrpci.org    

	   2	  

除了這個問題之外，這段經⽂文還要傳達其他的啟⽰示：顯明耶穌基督是如何成為⾁肉身，

以及祂成為⾁肉身的意義和⽬目的是什麼︖？段經⽂文的主要思想： 
	  
C. 中⼼心思－Main Point 

道成⾁肉身的彌賽亞是三⼀一神的⼯工作，要在聖靈的時代完成救贖之

⼯工成就聖約的應許。︒  
 
今天我們要把焦點放在 18-19 節，來思想彌賽亞成為⾁肉身的啟⽰示。︒20-25 節的經⽂文

要留到下⼀一個主⽇日。︒ 
	  
現在，讓我們來看第 18節 
1:18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

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 

 
第18節，告訴我們⾺馬利亞、︑約瑟和聖靈出現在舞台畫⾯面中。︒⾺馬利亞被許配給約瑟，

但是還沒有正式成親︔；⽽而⾺馬利亞已經從聖靈懷了孕。︒這是經⽂文表⾯面的意思，但我們

要進⼀一步地思想它所要傳達的更豐富更深的啟⽰示。︒ 
 
D. 經⽂文解釋 
 

1.  彌賽亞成為⾁肉身是三⼀一神在聖靈時代開始的⼯工作（18-20節） 

a-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降⽣生」這個詞是中⽂文和合本聖經的翻譯，英⽂文聖經

翻譯為「出⽣生」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它的希臘⽂文是「genesis」(γένεσις 開始 

beginning)，與1:1的「家譜」（Βίβλος γενέσεως 開始的書 book of beginning）是同

⼀一個字。︒ 

「⽣生」的動詞（ἐγέννησεν）（egenisen）不斷在家譜中被重複。︒ 

 

到18節⾺馬太⽤用同⼀一個名詞（γένεσις）（genesis）與1:1節相連係，這個名詞可以理解

為「開始和出⽣生」。︒這樣，他表達了家譜達到了⽬目的：從亞伯拉罕到「耶穌基督的

開始」the beginning of Jesus Christ[Τοῦ δὲ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 ἡ γένεσις οὕτως ἦν]：耶穌

彌賽亞的開始。︒（基督是希臘⽂文Chistos[Χριστός]的翻譯，彌賽亞是希伯來⽂文mess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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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翻譯，都是指「受膏君王」的意思[ָמִׁשיַח ]

 

另外，就是這個句⼦子的開頭的希臘⽂文，中⽂文聖經沒有翻譯出來（希臘⽂文也沒有「記

在下⾯面」）：「現在」「Τοῦ δὲ，Now」，這是⼀一個強調⽤用語，⼀一個強⽽而有⼒力的開

場⽩白在⼀一連串的「出⽣生」之後：現在，這就是耶穌基督開始的事︔；現在，耶穌

彌賽亞的開始是這樣的。︒⾺馬太開始描述彌賽亞國度的開始，⼀一個新的救贖時

代的開始，⽽而這個開始是從彌賽亞成為⾁肉身開始的。︒ 

 

b- 許配。︒第⼀一世紀的猶太⼈人社會，「許配」是⼀一件嚴肅的事。︒那是⼀一個有公開⾒見

證的「婚前合約」關係，必須要經過正式的⼿手續才能取消。︒「許配」通常是女⼦子在

12-13歲時，在雙⽅方⽗父母的安排下進⾏行的。︒正式的結婚是在許配後的⼀一年。︒ 
 

c-⾺馬利亞從聖靈受孕。︒聖靈在這裡具有什麼意義︖？ 

 

⾸首先，聖靈講到彌賽亞的源頭是神，凸顯彌賽亞是「神的兒⼦子」。︒雖然在這

裡⾺馬太沒有使⽤用這個名稱，但是對⾺馬太⽽而⾔言這是重要的基督的頭銜。︒耶穌是神的兒

⼦子與聖靈之間的關係，要到第3章，耶穌受洗的時候才出現（3:16-17） 

 

3:16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

降下，落在他身上。17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16:16 西門 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17 耶穌對他說：

「西門 巴 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

指示的。 

 

。︒約翰福⾳音1:14節告訴我們在⾺馬利亞腹中的是三⼀一神的第⼆二位格，神聖的羅格斯

Logoss/神的話／神的道，藉著聖靈成了⾁肉身。︒ 
 

約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

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話成為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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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1:3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4 按聖善的靈

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所以，這裡的「從聖靈受孕」是指耶穌神從神來的，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第⼆二，這裡的「從聖靈受孕」，啟⽰示了這是⼀一個聖靈時代的開始。︒  

與舊約中聖靈在起初創造天地的時候的⼯工作相回應（創1:2︔；詩33:6），聖靈是

⽣生命的賜與者（詩104:33︔；賽32:14︔；結37:1-14）。︒聖靈的⼯工作在這裡顯⽰示出，這

是聖靈時代的開始：神救贖⼯工作的最後階段，也是「彌賽亞國度的完成時期」（家

譜顯⽰示從國度前期，到神權政體時期，到盼望彌賽亞國度時期）。︒ 
 

有位聖經注釋者（Donald A. Hagner of WBC）這樣寫到： 

“所應許的救贖和應許的實現，建⽴立在⼀一個要來到的時代，最重要的是那個時代的

記號就是聖靈︔；因此，這⼀一⼩小段經⽂文發出了末世來到的聲⾳音。︒這裡的聖靈的⼯工作與

創世記1:1-2節神相對應，顯⽰示這是⼀一個新的創造 (the new creation)。︒” 
 

在這個新的創造中，聖靈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舊約中神的靈被看為是神的能⼒力

的傳達中介者: 

創1:2 

1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士3:10－耶和華的靈降在俄陀聶身上，直到彌賽亞成⾁肉身的時候，聖靈才清楚的被

理解為與⽗父和⼦子有區別的⼀一位格。︒⾺馬太特別的注意三位格之間的區別。︒ 
 

耶穌受洗的時候： 

3:16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

降下，落在他身上。17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告訴⾨門徒為主做⾒見證的時候，不要擔⼼心要說什麼，會把要說的話賜給他們： 

10:20 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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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講到祂趕鬼： 

12:28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28章的⼤大使命：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所以，我們看到：「⽗父、︑⼦子、︑聖靈的區別」在新約的第⼀一卷書被啟⽰示出來，預備了

教會後來對三⼀一神的理解和教義的形成。︒（參：申6:4 神獨⼀一的本體）。︒最重要的

是⾺馬利亞「從聖靈受孕」指出這是⼀一個新的聖靈時代的開始。︒ 
 

第三，這裡所看到的是：三⼀一的神在救贖歷史中重要的⼯工作原則。︒ 

三位⼀一體的神，⽗父、︑⼦子、︑聖靈具有相同的本體(being)，相同的能⼒力(power)和相同

的榮耀(glory) (約1:1道就是神)。︒但是三⼀一神也凸顯出某種特定都次序。︒在特別是在

執⾏行救贖⼯工作的時候。︒ 
 

本體的三⼀一神（Ontological Trinity） 

三⼀一神之間有⼀一個次序：⽗父具⾸首位，⼦子為第⼆二，聖靈第三。︒這不是說有時間上第先

後，或本質上的差別，⽽而是⼀一種衍⽣生的邏輯次序（the logic order of derivation）。︒

⽽而是說：⽗父不是從⼦子或聖靈⽣生的︔；⼦子是在永恆裡從⽗父⽣生出的（eternal begotten of the 

father），聖靈在永恆裡從⽗父和⼦子⽽而發出的。︒出⽣生和發出（generation and procession) 

都是發⽣生在神的存有（divine being）中的。︒因為聖經中清楚的⽤用了（ek 從…出, dia 

藉著…, 和 en在…裡）來表⽰示萬物都從⽗父⽽而出，藉著⼦子，在聖靈裡。︒(WLC10，
Berkhof)  
 

三⼀一神的本體在永恆中沒有從屬的關係 (there is no eternal subordination within the 

ontological Trinity)。︒這不但是⼀一個最近華⼈人教會中發⽣生的神學問題，也是美國改⾰革

宗教會之間發⽣生的爭論（ESS the Eternal Subordination of the Son）(Grudem and 

Ware)。︒ 
 

運作的三⼀一神（Economical Trinity） 

發 出 （ generation ） 是 ⽗父 獨 有 的 ⾏行 動 ︔； 從 屬 （ filiation ） 是 獨 屬 於 ⼦子 的 ︔； 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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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on）是獨屬於聖靈的。︒雖然，三⼀一神在時間裡⾯面的⼯工作是⽗父、︑⼦子、︑聖靈

⼀一起進⾏行的，但是通常把「創造」歸與⽗父神，「救贖」歸於⼦子神，「成聖」歸於是

聖靈的⼯工作。︒⽗父是這種次序被成為「運作的三位⼀一體」。︒ 

 

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腓2:6-7） 

 

19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甚麼，惟有看見

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約5:19） 

 

雖然，在神的本體中在永恆裡沒有從屬，但是在時間中執⾏行創造和救贖⼯工作的時候，

具有⼀一種從屬的關係的⾏行動和作為。︒這裡我們看道：三⼀一神在完成救贖⼯工作上，

⼦子虛⼰己，受⽗父差遣，聖靈使⼦子藉著⾺馬利亞受孕⽽而賦予真實的⼈人性，成為⾁肉身。︒ 

 
 

結論  
因此，我們看到彌賽亞成為⾁肉身，是⽗父、︑⼦子、︑聖靈在聖靈時代開始的⼯工作。︒ 

但是，約瑟和⾺馬利亞之間的婚約關係還沒有解決。︒ 

 

第19節告訴我們約瑟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情形。︒從這裡開始，⾺馬太從約瑟的角度描

述故事的發展（路加從⾺馬利亞的角度描述）。︒約瑟不願意公開這件事使⾺馬利亞蒙羞，

所以決定暗暗地與⾺馬利亞解除訂婚的約定。︒ 

 

結果神向約瑟啟⽰示，阻⽌止了他（20節），然後，21-23節，神向約瑟啟⽰示彌賽亞成

為⾁肉身的⽬目的。︒24-25節，描述了約瑟最後的⾏行動。︒ 
	  
a- 第19節說，約瑟是⼀一個義 ⼈人 。︒意思是他在⽣生活上遵⾏行律法的規定。︒根據律法

（申22:20-12），⾺馬利亞必須被看作是⼀一個犯淫亂的，要受被⽯石頭打死的刑法，然

⽽而，在耶穌的時代這種刑法沒有被實施。︒因為⾺馬利亞明顯是犯罪了，所以約瑟不願

意娶她。︒但是約瑟也不願意公開⾺馬利亞的罪，因為解除婚約須要兩個證⼈人。︒所以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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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解決⽅方法就是暗暗地把她休了。︒ 

 

因此，約瑟的決定是⼀一個關鍵：如果約瑟不承認⾺馬利亞腹中的嬰兒是他的兒⼦子，耶

穌就無法成為⼤大衛王權的合法繼承⼈人。︒當約瑟在思考這些的時候，神聖的介入發⽣生

了：神在約瑟的夢中向他顯現。︒20-21節描述了神聖的介入（divine intervention）。︒ 

 

b- 第20節，告訴我們神透過祂所差遣的使者（ἄγγελος κυρίου）向約瑟啟⽰示了彌賽

亞成為⾁肉身的⽬目的和意義，新約最重要的特殊啟⽰示。︒神在沈默400年之後，說話了。︒

神在沈默400年後，⼀一開始就啟⽰示了彌賽亞成為⾁肉身的真理。︒ 
	  
c-正在思念這事。︒約瑟正處在這件令⼈人慘痛的經歷中。︒他沒有⽴立刻隨著本性的衝動

⽽而⾏行動。︒他如果把⾺馬利亞休掉，也是合法的。︒ 

d-主的使者 [ἄγγελος κυρίου] （an angle of the Lord）。︒聖經學者們都注意到這裡的

主的使者沒有「定冠詞」，所以不是指舊約中的那⼀一位「耶和華/主的使者」（the 

angel of the Jehovah/Lord） 。︒因此，這裡所講的是⽗父所差遣的超⾃自然的使者（a 

supernatural divine messenger）。︒ 

 

主的使者／神的使者／耶和華的使者（The angel of the Lord/The angel of God） 

The Harper Collins Bible Dictionary: 

在舊約聖經裡⼀一般是指神所差遣的天上的使者/傳達信息者。︒但是在許多的經⽂文中，

我們看到這位使者不是代表神說話，⽽而是以第⼀一⼈人稱說話，以神的身分說話：創

16:7ff 和 21:17ff 與夏甲說話：我必使你的後裔成為⼤大國︔；創 22:12 獻以撒的時候說：

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 。︒ 

創 31:11 向雅各說：我是伯特利的神︔；出 3:2，從荊棘裡的⽕火焰向摩西顯現，說：

我是你⽗父親的神，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臉，因為怕看神。︒

⼠士 6:11ff，向基甸顯現，又被成為是耶和華，說是祂差遣基甸的（6:14）。︒撒迦利

亞書中的耶和華的使者與神沒有很清楚的區分（亞 3:1f; 12:8）。︒ 

 

在新約裡神的使者就沒有可能與神混淆在⼀一起（路 1:19），也有⼈人把徒 8;26,29 的

主的使者看做是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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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太的敘述⽂文中，天使只顯現在耶穌嬰兒時期（太 1:20，24︔；2:13，19），在耶

穌受試探的時候（4:11）以及在復活的時候（28:2 主的使者，5），⾒見證了這些耶穌

⽣生平中的重要事件。︒天使也出現在耶穌傳講的信息中，講到天使現在和將來在⼈人類

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4: 6; 13: 39 收割稗⼦子的⼈人就是天使, 41, 49 天使要出來，從義

⼈人中把惡⼈人分別出來; 16: 27 同著眾使者降臨; 18: 10; 22: 30 ⼈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

使者⼀一樣; 24: 31 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招聚他的選民, 36; 25: 31, 41; 26: 

53) 。︒ 

 

魏思堅（Geerhardus Vos）在《聖經神學》中這樣寫到： 

“最後，關於（舊約）「耶和華的使者」到底是受造的還是非受造的，只要分清楚

「外表的形式」和「位格」（the Person and the form of appearance）就⾜足夠回答這

個問題了。︒同前所述，若天使的這個觀念是指神格中的⼀一種內在的區分（an inner 

distinction within the Godhead ） ， 那 麼 天 使 就 是 道 成 ⾁肉 身 的 基 督 的 預 像

（preguigure），很簡單，顯現在啟⽰示中的那⼀一「位格」就是非受造的了，因為祂

是神。︒另⼀一⽅方⾯面，我們若把「使者」看定是此「位格」本身所採⽤用的⼀一種顯現的形

式的話，那麼，「那⼀一位使者」（the Angel）就是受造的。︒在基督的情形也同樣如

此：基督位格中的神性是非受造的，因為神性和受造的是互不包括的︔；然⽽而，祂的

⼈人性是受造的。︒祂與「那⼀一位使者」之間的差別僅在於：在舊約之下，受造的形式

（created form）是短暫的，經過「道成⾁肉身」才成為永久的。︒”（Biblical Theology

－P.69-70) 

 

因此，那些在舊約中把⾃自⼰己稱為耶和華的「耶和華的使者」不論是受造的還是非受

造的，都是三位⼀一體真神的第⼆二位格——神的兒⼦子，道成⾁肉身之前的彌賽亞。︒祂從

舊約時期就開始親⾃自向祂的百姓顯現、︑啟⽰示和執⾏行聖約。︒ 

 

e-在夢中向他顯現。︒加爾⽂文指出：“這種夢與⼀一般的夢有很⼤大的差別︔；因為它具有

⼀一種深刻確定的特質，⼀一種被神刻寫的印記，以至於對其所領受的真理不會有任何

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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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約瑟在這裡領受了特殊啟⽰示，是關於神的救贖計畫的知識。︒⾺馬太受神的

默⽰示，受聖靈的引導，把它記錄成⽂文字，成為我們的聖經。︒這種啟⽰示的模式延續到

使徒時期。︒當這些啟⽰示被記錄成⽂文字，然後在聖靈的引導之下，集合成⼀一本書：新

約聖經。︒神的特殊啟⽰示就成為具有外在固定形式的正典，神所要傳遞給⼈人的關於祂

的救贖啟⽰示，關於祂的救贖計畫的知識就完成了。︒神就不再從夢和異象中啟⽰示關於

祂的知識了。︒ 
 
f- ⼤大衛的⼦子孫。︒天使稱約瑟為「⼤大衛的⼦子孫」是重要的。︒加爾⽂文做了這樣的解釋：

當約瑟聽到他被稱為是⼤大衛的⼦子孫的時候，雖然這不是⼀一件新鮮的事，他應該會想

起神的應許要建⽴立⼤大衛的王朝， 好預備他的⼼心思領受接下來的啟⽰示。︒ 

 

我們看到，「⼤大衛的⼦子孫」這個稱呼把約瑟的思想從摩西的律法帶到了⼤大衛之約的

應許：⼤大衛王朝永遠的受膏君王，彌賽亞的身上。︒因此，天使說：「不要怕！」釋

放約瑟受律法約束的良⼼心。︒他的良⼼心不再受律法的控告。︒福⾳音的應許使約瑟不受律

法的控告。︒ 

 

g- 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天使繼續向約瑟啟⽰示⾺馬利亞的受孕是從聖靈來

的。︒這裡說明了兩件事： 

 

-1- ⾸首先，耶穌具有完美的⼈人性。︒耶穌的⼈人性沒有承受從亞當來的原罪，就是「

有罪的本性」（來4:15）。︒ 

亞當違背神的律法所犯的罪，稱為是亞當的初罪 (the first sin)。︒因為亞當不只是個

⼈人犯罪，作為⼈人類的元⾸首，亞當後裔的代表，他的罪咎（the guilt of his sin），就

歸算在他所有後裔的身上，所以全⼈人類就處在受律法懲處的狀態下。︒這就是羅⾺馬書

5:12節所說的： 

 

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

都犯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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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所謂的罪，不僅是指罪的污染，⽽而是罪咎，就是罪所帶來的懲處－死亡。︒

對死亡的恐懼，就是屬於罪咎的⼀一部分。︒基督徒對死亡的恐懼，是因為我們 

 

所有的⼈人類都從亞當遺傳⽽而與⽣生有罪 性 ：被污染的本性，這個被稱為原罪

（Original Sin）。︒因為耶穌是從聖靈受孕的，所以祂沒有原罪，他沒有從亞當的遺

傳⽽而來的天然罪性。︒因此，耶穌從聖靈也啟⽰示了另外⼀一件事： 

 

第⼆二，成為⾁肉身的彌賽亞，具有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成為新造⼈人類的

元⾸首，末後的亞當。︒ 

 

因為具有完全的⼈人性成為末後的亞當，新造⼈人類的元⾸首，要完成滿⾜足⾏行為之約的要

求。︒⾺馬太福⾳音後⾯面耶穌在曠野受試探就是完成這個⼯工作的開始。︒ 

 

結論：在18-20節啟⽰示我們：彌賽亞成⾁肉身是三⼀一神在聖靈時代開始的⼯工作，

這是⼀一個新救贖紀元的開始。︒成為⾁肉身的彌賽亞具有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

性。︒ 
 
應用： 
來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
死權的，就是魔鬼，15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16 他並不救拔天
使，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17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上帝
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18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
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來4:14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兒子耶穌，便當
持定所承認的道。15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
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
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主，我們感謝你賜給我們你的話語，讓我們思想你成為⾁肉身的奧秘，看到你話語的

奇妙。︒求你繼續恩待我們，也在我們私下學習的時候，把你的律法刻寫在我們⼼心裡，

好讓我們真的認識你，以致於在成聖的路上，能⾛走的穩妥不致滑跌，⼼心意更新變化，

真知道你的旨意。︒你是天上的⼤大祭司，我們奉你的名這樣禱告。︒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