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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 欢迎 

➤ 你最早的圣诞回忆是怎样的︖ 

➤ 提起圣诞节，你想起什么呢︖ 

➤ 耶稣基督的降⽣，为什么为全⼈类带来希望呢︖为什么是关乎
所有⼈的呢︖ 

➤ 我们来看圣经中，祂的降⽣事迹吧！



故事⼀：约瑟



故事⼀：约瑟

➤ 约瑟的烦恼（马太福⾳1章）

➤
18耶稣基督降⽣的事记在下⾯：他
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
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19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不愿意当
众羞辱她，想要暗地⾥把她休了。 

➤
20正考虑这些事的时候，忽然主的
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
“⼤卫的⼦孙约瑟，不要怕，把你
的妻⼦马利亚娶过来，因她所怀的
孕是从圣灵来的。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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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约瑟

➤ 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1章）

➤
22这整件事的发⽣，是要应验主
借先知所说的话：

➤
23“必有童女怀孕⽣⼦︔ 
⼈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
们同在”。） 

➤
24约瑟醒来，就遵照主的使者的
吩咐把妻⼦娶过来︔25但是没有
和她同房，直到她⽣了⼉⼦，
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故事⼀：约瑟

➤ 逃往埃及（马太福⾳2章）	

➤
13他们⾛后，忽然主的使者在约
瑟梦中向他显现，说：“起来！
带着⼩孩⼦和他母亲逃往埃
及，住在那⾥，等我的指⽰︔
因为希律要搜寻那⼩孩⼦来杀
害他。” 

➤
14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孩⼦
和他母亲往埃及去，15住在那
⾥，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
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
及召我的⼉⼦出来。”



故事⼀：约瑟

➤ 避居拿撒勒（马太福⾳2章）	

➤ 19希律死了以后，在埃及，忽然主的
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20说：“起
来，带着⼩孩⼦和他母亲回以⾊列
地去！因为要杀害这⼩孩⼦的⼈已
经死了。” 

➤ 21约瑟就起来，带着⼩孩⼦和他母亲
进入以⾊列地去。 

➤ 22但是他因听见亚基⽼继承他⽗亲希
律作了犹太王，怕到那⾥去︔又在
梦中得到主的指⽰，就往加利利境
内去了。23他们到了⼀座城，名叫拿
撒勒，就住在那⾥。这是要应验先
知所说的话：“他将称为拿撒勒⼈。”



信息



任何环境不要惧怕



故事⼀：约瑟

➤ 我們來回想⼀下……	

1.约瑟是怎样⼀个⼈︖
2.约瑟的难题是什么︖ 

他想怎样解决问题︖
3.神怎样介入他的难题︖
4.约瑟有什么长处︖
5.约瑟怎样回应︖
6.应⽤： 

约瑟~⼀个义⼈、善⼼⼈， 
却在许多事上无能为⼒， 
唯有神的看顾保守，才得平安！

7.我们学到了什么︖



故事⼆：⻢利亚



故事⼆：⻢利亚

➤ 预⾔耶稣的降⽣ 
（路加福⾳1章）

➤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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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经
许配⼤卫家的⼀个⼈，名叫约
瑟︔童女的名字叫马利亚。28天
使进去，对她说：“蒙⼤恩的女
⼦，你好，主和你同在！”29马
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覆
思考这样问候是什么意思。



故事⼆：⻢利亚

➤ 预⾔耶稣的降⽣ 
（路加福⾳1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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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他起名叫
耶稣。32他将要为⼤，称为至⾼
者的⼉⼦︔主神要把他祖先⼤
卫的王位给他。33他要作雅各家
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
穷尽。”



故事⼆：⻢利亚

➤ 马利亚的疑惑（路加福⾳1章）

➤
34马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
怎么会有这事呢︖”35天使回答她
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者
的能⼒要庇荫你，因此，那要出⽣
的圣者要称为神的⼉⼦。

➤
36况且，你的亲戚伊利莎⽩，就是
那素来称为不⽣育的，在年⽼的时
候也怀了男胎，现在怀孕六个⽉
了。37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
句不带能⼒的。” 

➤
38马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愿意
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于是天
使离开她。



故事⼆：⻢利亚

➤ 马利亚看望伊利莎⽩ 
（路加福⾳1章）

➤ 39在那些⽇⼦，马利亚起身，急忙前
往山区，来到犹⼤的⼀座城，40进了
撒迦利亚的家，向伊利莎⽩问安。41

伊利莎⽩⼀听到马利亚问安，所怀
的胎就在腹⾥跳动。伊利莎⽩被圣
灵充满，42⾼声喊着说：“你在妇女
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
的！

➤ 43我主的母亲到我这⾥来，为何这事
临到我呢︖44因为你问安的声⾳⼀入
我⽿，我腹⾥的胎就欢喜跳动。45这
相信的女⼦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
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故事⼆：⻢利亚

➤ 马利亚的尊主颂（路加福⾳1章）

➤
46马利亚说：“我⼼尊主为⼤︔47我灵以
神我的救主为乐︔48因为他顾念他使
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
福。49因为那有权能的为我做了⼤
事︔他的名是圣的。50他怜悯敬畏他
的⼈，直到世世代代。51他⽤膀臂施
展⼤能︔他赶散⼼⾥妄想的狂傲⼈。
52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
⾼。53他叫饥饿的饱餐美食，叫富⾜
的空⼿回去。54他扶助了他的仆⼈以
⾊列，不忘记施怜悯，55正如他对我
们的列祖说过，『怜悯亚伯拉罕和他
的后裔，直到永远。』”

➤
56马利亚和伊利莎⽩同住，约有三个
⽉，然后回家去了。



信息



我⼼尊主为⼤



故事⼆：⻢利亚

➤ 我們來回想⼀下…… 

1.马利亚是怎样⼀个⼈︖
2.马利亚的难题是什么︖ 

她怎样才信天使的话︖
3.马利亚怎样回应︖
4.马利亚的尊主颂，赞颂神奇妙的

作为︖ 
这些是你的经历吗︖

5.应⽤：马利亚~许多事情不明
⽩，但顺服、寻求，神迹就发
⽣，成为有福的女⼦！

6.我们学到了什么︖



故事三：⼏个博学之⼠



故事三：⼏个博学之⼠

➤ 尋找新⽣王（马太福⾳2章）

➤ 1在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在犹太
的伯利恒。有⼏个博学之⼠从东⽅
来到耶路撒冷，说：2“那⽣下来作
犹太⼈之王的在哪⾥︖我们在东⽅
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3希律王
听见了，就⼼⾥不安︔耶路撒冷全
城的⼈也都不安。4他就召集了祭司
长和民间的⽂⼠，问他们：“基督该
⽣在哪⾥︖”5他们说：“在犹太的伯
利恒。 

➤ 因为有先知记着：6『犹⼤地的伯利
恒啊，你在犹⼤诸城中并不是最⼩
的︔因为将来有⼀位统治者要从你
那⾥出来，牧养我以⾊列民。』”



➤ 博学之⼠朝拜新⽣王（马太福⾳2章）

➤
7于是，希律暗地⾥召了博学之⼠来，查
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8就派他们往
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孩
⼦，找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
9他们听了王的话就去了。忽然，在东⽅
所看到的那颗星在前⾯引领他们，⼀直
⾏到⼩孩⼦所在地⽅的上⽅就停住了。10

他们看见那星，就非常欢喜︔11进了房
⼦，看见⼩孩⼦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
伏拜那⼩孩⼦，揭开宝盒，拿出黄⾦、
乳⾹、没药，作为礼物献给他。12

➤ 因为在梦中得到主的指⽰，不要回去见
希律，他们就从别的路回⾃⼰的家乡去
了。

故事三：⼏个博学之⼠



信息



这位奇妙婴孩是谁



➤ 我們來回想⼀下……

1.东⽅博⼠怎样寻找新⽣王︖ 
他们到了那⾥︖

2.希律王怎样帮助博⼠寻找新⽣
王︖

3.为什么神应许新⽣王的出⽣︖
4.博⼠朝见新⽣王的⽬的是什么︖
5.博⼠观星，解梦，我们怎样理解

这些事︖
6.应⽤：⼀班异教徒，迷信星相玄

学，寻寻觅觅，放下财富、权⼒
之诱惑，朝拜圣婴，得著喜乐！

7.我们学到了什么︖

故事三：⼏个博学之⼠



故事四：牧⽺⼈



故事四：牧⽺⼈

➤ 值夜班的牧⽺⼈ 
（路加福⾳2章）

➤
8在伯利恒的野外有牧⽺⼈，夜间值班
看守⽺群。9有主的⼀个使者站在他们
旁边，主的荣光四⾯照着他们，牧⽺
⼈就很惧怕。 

➤
10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看
哪！因为我报给你们⼤喜的信息，是
关乎万民的：11因今天在⼤卫的城
⾥，为你们⽣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12你们要看见⼀个婴孩，包着布，卧
在马槽⾥，那就是给你们的记号。” 

➤
13忽然，有⼀⼤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
神说：14“在至⾼之处荣耀归与神！在
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



故事四：牧⽺⼈

➤ 傳报喜讯的牧⽺⼈ 
（路加福⾳2章）

➤
15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
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
的事，就是主所告诉我们的。” 

➤
16他们急忙去了，找到马利亚和约瑟，
还有那婴孩卧在马槽⾥。17他们看见，
就把天使论这孩⼦的话传开了。 

➤
18听见的⼈都诧异牧⽺⼈对他们所说的
话。19马利亚却把这⼀切的事存在⼼
⾥，反覆思考。 

➤
20牧⽺⼈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
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
荣耀于神，赞美他。



信息



宁静的伯利恒



故事四：牧⽺⼈

➤ 我們來回想⼀下……	

1.牧⽺⼈是怎样⼀个职业︖
2.他们见到天使的反应是什么︖
3.天使为什么要向牧⽺⼈报好信息︖
4.牧⽺⼈怎样回应︖
5.牧⽺⼈去朝见圣婴，要作什么预

备︖
6.应⽤：现代牧⽺⼈是为两餐营营役

役的⼈，没有余暇寻求信仰，但神
没有忘记他们，他们愿意暂时放下
⼿上的⼯作，得见圣婴，享受⽚刻
的安息、感受到宁静、平安和喜
悦！

7.我们学到了什么︖



故事五：希律王



故事五：希律王

➤ 全城的⼈也都不安（马太福⾳2章）

➤
1在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在犹太的伯
利恒。有⼏个博学之⼠从东⽅来到耶路
撒冷，说：2“那⽣下来作犹太⼈之王的
在哪⾥︖我们在东⽅看见他的星，特来
拜他。” 

➤
3希律王听见了，就⼼⾥不安︔耶路撒冷
全城的⼈也都不安。4他就召集了祭司长
和民间的⽂⼠，问他们：“基督该⽣在
哪⾥︖”5他们说：“在犹太的伯利恒。 

➤
7于是，希律暗地⾥召了博学之⼠来，查
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8就派他们往
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
孩⼦，找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
他。”



故事五：希律王

➤ 逃往埃及（马太福⾳2章）

➤
12（博⼠）因为在梦中得到主的
指⽰，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
就从别的路回⾃⼰的家乡去
了。

➤
13他们⾛后，忽然主的使者在约
瑟梦中向他显现，说：“起来！
带着⼩孩⼦和他母亲逃往埃
及，住在那⾥，等我的指⽰︔
因为希律要搜寻那⼩孩⼦来杀
害他。”14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
⼩孩⼦和他母亲往埃及去，15住
在那⾥，直到希律死了。



故事五：希律王

➤ 屠杀男孩（马太福⾳2章）

➤
16希律见⾃⼰被博学之⼠愚弄，
极其愤怒，差⼈将伯利恒城⾥
和四境所有的男孩，根据他向
博学之⼠仔细查问到的时间，
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 

➤
17这就应验了耶利⽶先知所说的
话： 
18“在拉玛听见号啕⼤哭的声
⾳，是拉结哭她⼉女︔ 
她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信息



以⾺內利，懇求降臨



故事五：希律王

➤ 我們來回想⼀下……

1.新⽣王的消息，为耶路撒冷城带来怎
样的⽓氛︖

2.神怎样保守耶稣避过希律的杀害︖
3.希律王听到新⽣王的消息，有什么打

算︖
4.“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反映希

律是怎样⼀个⼈︖
5.希律惧怕什么︖
6.应⽤：希律~看来有权有势，但外表的

刚强，正好显出他内⼼的恐惧和软
弱。我们要定睛恶⼈的结局。耶稣
说：“那杀⼈身体但不能灭⼈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惟有那能在地狱⾥毁灭
身体和灵魂的，才要怕他。”(太10:28)

7.我们学到了什么︖



故事六：伯利恒、登记户籍、⻢槽



故事六：伯利恒、登记户籍、⻢槽

➤ 基督该⽣在哪⾥︖ 
（马太福⾳2章） 

➤
3希律王听见了，就⼼⾥不安︔
耶路撒冷全城的⼈也都不安。4

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
⼠，问他们：“基督该⽣在哪
⾥︖” 

➤
5他们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
为有先知记着：6『犹⼤地的伯
利恒啊，你在犹⼤诸城中并不
是最⼩的︔因为将来有⼀位统
治者要从你那⾥出来，牧养我
以⾊列民。』”



故事六：伯利恒、登记户籍、⻢槽

➤ 登记户籍（路加福⾳2章） 
➤ 1在那些⽇⼦，凯撒奥古斯都降

旨，叫全国⼈民都登记户籍。2这
第⼀次登记户籍是在居⾥扭作叙
利亚总督的时候⾏的。3众⼈各归
各城，办理登记。4约瑟也从加利
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
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是⼤
卫家族的⼈，5要和他所聘之妻马
利亚⼀同登记户籍。那时马利亚
已经怀孕。6他们在那⾥的时候，
马利亚的产期到了，7就⽣了头胎
的⼉⼦，⽤布包起来，放在马槽
⾥，因为客店⾥没有地⽅。



故事六：伯利恒、登记户籍、⻢槽

➤ 马槽为记号（路加福⾳2章）

➤
10那天使对他们（牧⽺⼈）说：“不要
惧怕！看哪！因为我报给你们⼤喜的
信息，是关乎万民的：11因今天在⼤卫
的城⾥，为你们⽣了救主，就是主基
督。12你们要看见⼀个婴孩，包着布，
卧在马槽⾥，那就是给你们的记号。”

➤
15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
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
的事，就是主所告诉我们的。”16他们
急忙去了，找到马利亚和约瑟，还有
那婴孩卧在马槽⾥。17他们看见，就把
天使论这孩⼦的话传开了。18听见的⼈
都诧异牧⽺⼈对他们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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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就是



故事六：伯利恒、登记户籍、⻢槽

➤ 我們來回想⼀下……

1.耶稣为什么会出⽣于伯利恒︖那是巧
合吗︖

2.伯利恒有什么特别︖
3.“登记户籍……众⼈各归各城，办理登

记。”是怎样⼀个政策︖
4.看到马利亚和约瑟的奔波，你有什么

感想︖
5.“客店⾥没有地⽅”在我忙碌的⽣涯

⾥，可有地⽅容下别⼈的需要︖
6.耶稣出⽣于马槽︖那是怎样的⼀种记

号︖
7.应⽤：⼈⼈讲究出身、名牌、出处、

安稳…… 但是耶稣的出⽣、家庭，为
我们带来什么启⽰。

8.我们学到了什么︖



故事七：等候救主的⻄⾯及亚拿



故事七：等候救主的⻄⾯及亚拿

➤ 盼望以⾊列的安慰者来到 
（路加福⾳2章）

➤
22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他
们就带着孩⼦上耶路撒冷去，要把
他献给主。23正如主的律法上所
记：“凡头⽣的男⼦必归主为圣”︔
24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对
斑鸠，或⽤两只雏鸽献祭。 

➤
25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个⼈，名
叫西⾯︔这⼈又公义又虔诚，素常
盼望以⾊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
灵在他身上。26他得了圣灵的启
⽰，知道⾃⼰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
⽴的基督。



故事七：等候救主的⻄⾯及亚拿

➤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路加福⾳2章）

➤
27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
殿，正遇见耶稣的⽗母抱着孩
⼦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
⾏。28西⾯就把他抱过来，称颂
神说：

➤
29“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容
你的仆⼈安然去世︔30因为我的
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31就是
你在万民⾯前所预备的：32是启
⽰外邦⼈的光，是你民以⾊列
的荣耀。”



故事七：等候救主的⻄⾯及亚拿

➤ 这孩⼦被⽴⋯⋯ 
（路加福⾳2章）

➤
33孩⼦的⽗母因论耶稣的这些话
就惊讶。34西⾯给他们祝福，又
对孩⼦的母亲马利亚说：“这孩
⼦被⽴，是要叫以⾊列中许多
⼈跌倒，许多⼈兴起︔又要成
为毁谤的对象，35叫许多⼈⼼⾥
的意念显露出来︔你⾃⼰的⼼
也要被剑刺透。”



故事七：等候救主的⻄⾯及亚拿

➤ 讲论这孩⼦的事（路加福⾳2章）

➤
36又有位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
设⽀派法内⼒的女⼉，年纪已经⽼
迈，从童女出嫁，同丈夫住了七
年，37就寡居了，现在已经八⼗四
岁。她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
夜事奉神。38正当那时，她进前来
感谢神，对⼀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
赎的⼈讲论这孩⼦的事。

➤
39约瑟和马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
⼀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的
城拿撒勒去了。40孩⼦渐渐长⼤，
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
典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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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的救恩



故事七：等候救主的⻄⾯及亚拿

➤ 我們來回想⼀下……

1.按律法献祭，将耶稣献上，那是怎样
的⼀个属灵传统︖

2.西⾯是怎样的⼀个⼈︖他盼望的是什
么呢︖

3.西⾯从婴孩耶稣身上，看见什么︖为
何他说能安然去世︖

4.作为母亲，听到西⾯对耶稣的预⾔，
是忧是喜︖为什么︖

5.女先知亚拿，是怎样的⼀个⼈︖他听
到耶稣的事，为什么向⼈传讲︖

6.你看当时的社会，对救主有什么期
待︖

7.应⽤：⿊暗中的⼀点光，叫⼈安稳，
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在于什么︖

8.我们学到了什么︖



故事⼋：圣婴 ~ 耶稣基督



约瑟、马利亚、博学之⼠、牧⽺⼈、希律王、伯利恒、登记户籍、马槽、西⾯、亚拿……都不是主角…

主角是耶稣基督 
祂才是⼀切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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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歡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