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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上帝差派天使加百列
来到以色列一个童女那里，
她的名字叫马利亚。 
天使对她说∶ 



“马利亚，你在神面前已经
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为大，称为至高 
者的儿 子。” 



马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 
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这圣婴将 
从上帝来的。 



加百列吿訴马利亚她 
的亲戚以利沙伯， 
在年老的时候 
也怀了男胎， 
也是一个奇迹。 



不久后，马利亚 
去探望以利沙伯， 
她们俩就一起 
赞美上帝。 



那时候马利亚已经
许配了约瑟，还没
有迎娶。当约瑟发
觉马利亚怀了孕，
就伤心了。 



上帝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
现，告诉他马利亚所怀的
孕是从上帝来的。使者叫
约瑟要好好的照顾马利亚
和圣婴耶稣。 



约瑟就遵着使者所吩咐 
把马利亚娶过来。 
当那些日子， 
 
 
 
 
 
 
 

政府有旨意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约瑟和马利亚也从加利利往伯利恒 
城去报名。 



他们来到伯利恒
那里的时候，马
利亚的产期到了。 



约瑟四处都找 
不到客店，因 
为客店都满了。 



约瑟终於找到了一个马棚。 



在那里马利亚就生了耶稣，她用布把婴 
孩裹起来，放在 

马槽里。 



离马棚不远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 
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上帝的使者向他们显现报好消息。天使
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世 
      主，就是 
      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
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 
       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
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 
                人。” 



牧羊人急忙去寻找耶稣。他们就寻见马
利亚和约瑟，看到卧在马槽里的圣婴耶 
  稣，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 



四十天后，约瑟和马利
亚把耶稣带 上耶路 

撒冷的圣殿去。 
        在那里有一个 

人，名叫西面， 
他看到耶稣就 

称颂上帝。 



同时候，有一个年纪已
经老迈的女先知名 

叫亚拿，她为耶 
稣来称谢神。 

西面和亚拿 
知道耶稣就 
是上帝所应 

许的救赎主。 



约瑟照上帝的律法上
  所说，将两只 

          雏鸽献祭。 
          正如主的律 
          法上所记∶ 

凡头生的男子 
必称圣归主。 



过了一些时候， 
有几个博士从 
东方来到 
耶路撒冷。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 
之王的在那里？我们 
在东方看见他的星， 
要来朝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 
就心里不安,就 
叫博士找到耶稣 
后告诉他,并说: 
“我也要去朝拜 
他。”事实上， 
希律王的动机 
就是要杀 
害耶稣。 



    博士在东方所看见的那 
       星带他们往前行， 
       直行到约瑟、 
       马利亚和耶稣 
           的地方去。 



他们进了房子，看见耶稣， 
  就俯伏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拿黄金、 
  乳香、没药为礼 
        物献给他。 



博士因为在梦中被 
神指示不要回去见 
希律王，就从别的 
路回本地去了。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 
愚弄，就大大发怒。 
为了除掉耶稣,这 
个邪恶的领袖杀死 

伯利恒所有男婴 



上帝的使者向约
瑟梦中显现，叫
他带着耶稣和马
利亚逃往埃及，
在那里他们就安
全了。 



希律王死了 
以后，约瑟就把耶稣和 
马利亚带回到以色列地去。 



他们住在靠近 
加利利海的小镇拿撒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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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故事是取自于圣经，那就是上帝的话语  
 

马太福音第一和第二章， 
路加福音第一和第二章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章，第一百三十节 



终止 



神知道我们每人都做错事， 
神称这为罪。世人都犯了罪， 

罪的工价乃是死。 
 

  然而神却非常爱你， 
他甚至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赐给了你，

使他担当你的罪，替你死。 
所以你只有相信那位担当你的罪, 替你死而埋葬, 

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才能得救。 



如果你要悔改，得到神的赦免， 
你可以作这样的祷告： 

“神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相信耶稣替我死
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耶稣为我流血、受死、 

埋葬和复活。我现在愿意接受他作我的救主。 
我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赐给我救恩和永生。 

阿们。”你只有藉着对神话语和救恩 
的信心才能得救。  

 
在你得救以後，为了使你灵性长进， 

你每天应当  
（1）祷告 --- 你对神说话。 

   （2）读 圣经 --- 神向你说话。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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