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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上帝差派天使 
加百列來到以色列 
一個童女那裡， 
她的名字叫馬利亞。 



天使對她說︰“馬利亞， 
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 
你要懷孕生子，可以 
給他起名叫耶穌。他 
要為   大，稱為 
   至高 者的兒 
    子。” 



馬利亞對天使說︰ 
“我沒有出嫁， 
怎麼有這事呢？”  
天使回答說這 
聖嬰將從上 
帝來的。 



加百列又說況且馬利亞的親戚
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時候也懷
了男胎，也是一 
個奇跡。不久 
後，馬利亞去 
探望以利沙伯， 
她們倆就一 
起讚美上帝。 



那時候馬利亞已
經許配了約瑟，
還沒有迎娶。 
當約瑟發覺 
馬利亞 
懷了孕， 
就傷心了。 



上帝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
現，告訴他馬利亞所懷的
孕是從上帝來的。使者叫
約瑟要好好的照顧馬利亞
和聖嬰耶穌。 



約瑟就遵著使者所吩咐把馬利亞娶過 
來。當那些日子， 
政府有旨意叫天 
下人民都 
 
 

報名上冊。 



約瑟和馬利亞也從 
加利利往伯利恆 
城去報名。 



他們來到伯利恆
那裡的時候，馬
利亞的產期到了。 



約瑟四處都找不
到客店，因為客
店都滿了。 



約瑟終於找到了一個馬棚。在那裡 
馬利亞就生了耶穌， 

 她用布把嬰孩裹起來， 
放在馬 
槽裡。 



離馬棚不遠的野地裡有牧羊的人， 
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 
             上帝的 
             使者向 
              他們顯 
 
 
 
                現報好 
                消息。 



天使說︰“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
生了救世主，就是主基督。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
槽裡，那就是記號了。”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 
讚美神說︰“在至高之處 
          榮耀歸與神！ 



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 
          悅的人。” 



牧羊人急忙去尋找耶穌。 



他們就尋見馬利亞和約瑟，
看到臥在馬槽裡的聖嬰耶穌，
就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 
          傳開了。 



四十天後，約瑟和馬利
亞把耶穌帶 上耶路 

撒冷的聖殿去。 
      在那裡有一個人， 
      名叫西面， 
      他看到耶穌就 
      稱頌上帝。同時

候，有一個年紀已 
經老邁的女先知名 

叫亞拿，她為耶 
       穌來稱謝神。 



西面和亞拿知道
耶穌就是上帝所
應許的救贖主。
約瑟照上帝的 
律法上所說， 
將兩隻雛鴿獻祭。 
正如主的律法 
上所記︰的男 
子必稱聖歸主。 



過了一些時候， 
有幾個博士從 
東方來到 
耶路撒冷。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 
之王的在那裡？我們 
在東方看見他的星， 
要來朝拜他。” 



希律王聽見了，就
心裡不安,就叫博
士找到耶穌後告 
訴他,並說:“我 
也要去朝拜他。”  
事實上，希律王 
的動機就是要 
殺害耶穌。 



博士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帶他們往 
         前行，直行到約瑟、 
         馬利亞和耶穌的地 
                    方去。 



他們進了房子，看見耶穌， 
就俯伏拜那小孩子， 
揭開寶盒，拿黃金、 
  乳香、沒藥為禮 
       物獻給他。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 
神指示不要回去見 
希律王，就從別的 
路回本地去了。 



希律見自己被博士 
愚弄，就大大發怒。 
為了除掉耶穌,這 
個邪惡的領袖殺死 

伯利恆所有男嬰。  



上帝的使者向約
瑟夢中顯現，叫
他帶著耶穌和馬
利亞逃往埃及，
在那裡他們就 
安全了。 



希律王死 
了以後， 
 
 
 
 
 

 
約瑟就把耶穌和 
馬利亞帶回到以色列地去。 



他們住在靠近 
加利利海的小鎮拿撒勒裡。 



耶穌的誕生 
 

這故事是取自於聖經，那就是上帝的話語  
 

馬太福音第一和第二章， 
路加福音第一和第二章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 
詩篇第一百一十九章，第一百三十節 



終止 



神知道我們每人都做錯事，神稱這為罪。
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價乃是死。 

 
然而神卻非常愛你，他甚至把自己 
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都賜給了你， 

使他擔當你的罪，替你死。 
所以你只有相信那位擔當你的罪,  

替你死而埋葬, 神使他從死裡復活的耶穌, 
才能得救。 

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如果你要悔改，得到神的赦免，你可以作這樣
的禱告：“神啊，我知道我是個罪人。 

我相信耶穌替我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耶穌為我流血、受死、埋葬和復活。 

我現在願意接受他作我的救主。 
我感謝你赦免了我的罪， 

賜給我救恩和永生。阿們。”   
你只有藉著對神話語和救恩的信心才能得救。  

 
在你得救以後，為了使你靈性長進， 

你每天應當  
（1）禱告 --- 你對神說話。 

   （2）讀 聖經 --- 神向你說話。 
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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