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每日阅读为圣诞节 



12月1日  
 

想到马槽、天使，还有当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那晚，
真是很美妙。在圣诞节期间，我们通常有几个礼拜会
专注在那些事上；我们甚至会在一整年中，不时去思
考这些事情。 

 

但那只是上帝为人类安排的整个更庞大的计划中的一
部分而已。耶稣降世为人，不是为了让天使们在旁为
他加油，而是成为无限永恒的起始点。 上帝致志于无
止无终、无穷无尽地与我们同在，帮助和拯救我们。
上帝保证，任何人只要愿意对他打开心扉，就可以永
远在他的怀抱中享受平安。他广大的爱无边无际，我
们可拥有一辈子的安全感。突然之间，耶稣诞生那天
夜晚，天上充满天使的壮观景象，与上帝本人亲自来
到世上、给予你和我的美好奇迹相比，似乎是那么的
渺小。 



12月2日  
 

圣诞时节，提醒我们当年耶稣的降生，也是我们思
念他、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他为我们
做的，远远超过了圣诞。他是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他希望成为我们一切行为的一部分——只
要我们愿意，他就可以。 
 
无论我们身处怎样的环境，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
无论事情多么艰难，他仍活在我们里面。无论我们
是谁，他的能力和圣灵与我们同在。无论在任何环
境里，何种情况下，我们身在家乡或是身处异乡，
他都会与我们同在，他会按照我们愿意的程度来透
过我们来工作。  



12月3日  
 

今年，当我们欢唱这些圣诞颂歌时，让我们想想它
们的含义吧，想想耶稣为我们做的，想想他如此深
爱我们每个人。带着这样的思索和爱继续接下来一
年的生活。爱他，爱他所创造的，为他所做的一切
感恩。 



12月4日  
 

圣诞节的奇妙之一，就在于小小的开始，竟达成了伟
大无比的成就。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小国里、一个小镇
上，躺在一个小马槽里的一个小婴儿。他后来对数不
尽的人来说，长长久久地成为一份伟大无比而永无止
尽的礼物。 
  

圣诞故事让我们体会到，任何人都可以从微小的阶段
开始。耶稣开始时，只是个在马厩诞生的小婴儿，但
他最终坐在上帝宝座的右手边。而且因为有他，我们
小小的开始在他永恒的国度里，会有更伟大的结果。 



12月5日  
 

如果我们能遵循耶稣的榜样，以他展示给我们的所有
方式给予需要他关爱和支持的人，这个圣诞节就能成
全他的心意。我们越遵循他的榜样，灵性的生命就越
丰盛。当我们尽己所能向他人显示耶稣的爱，他就会
使我们更加明白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让他使用你分享他的爱，这是他最希望得到的生日礼
物。无论你在做什么其它事情也好，你都可以给出这
份礼物。这也是你唯一能送给他的礼物，因为这是一
颗愿意的心送出的。 



12月6日  

耶稣暂时放弃他在天堂的公民权，成为这个世界的一
份子。他虽富有，却为了我们的缘故，变得贫穷，使
我们可经由他的贫穷而变得富有。他不仅改变自己，
成为我们人的模样，还遵照凡人的生活方式、风俗、
语言、衣着与居住模式，以便能更加了解我们，爱我
们，并在人类能理解的卑微水平上与我们沟通。他那
样做，是为了以他的爱来接触我们，向我们证明他对
我们的怜悯与关怀。他更用我们能明白的孩子般的简
单语言来传达他的信息，以帮助我们理解。 



12月7日  
 

耶稣要把救恩带给“万民”，就是任何愿意相信他的
人，不论其种族、宗教信仰、背景或其他一切如何。
“因为，上帝非常爱世人，他甚至献出了自己唯一的
儿子，以便使每一个信仰他（儿子）的人不会灭亡，
而获永生。” (約翰福音 3:16) 
 
“叫一切信他的”——救恩就是上帝要送给你、我的
圣诞礼物。 
 
你若尚未得到上帝终极的圣诞礼物，现在就可以藉着
欣然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而得到它。你只需做以下这
么一个祷告︰ 
 
耶稣，我想要体验上帝的爱和关怀，圣经曾应许，人
们透过你就可得到。我打开我的心门，并请你进入。  



12月8日  
 

虽然耶稣注定要成为“万王之王”，但他并未出生在
王宫里，而是出生在一个肮脏的牛棚里，躺在喂牲口
的食槽里。他的诞生并未获得当时王公权贵的正式认
许，只有几位穷牧羊人从一群天使那里得知消息后，
来看望他。 
 

今年圣诞节，当你享受着所有的生活祝福时，不妨停
下来，思想一下耶稣出生的环境曾是何等卑微。他拥
有那么多，然而却以如此弱小的身份来到世上。他变
得一无所有，好让我们能够拥有一切。我们所拥有的
一切，都亏欠于他。 



12月9日  
 

让我化点时间和耶稣在一起。只有与耶稣同在，真正
的圣诞节才存在。今年，让圣诞庆祝以一种新的方式
来感动我。让我更加了解很久以前他在圣诞节上赐给
我的礼物。让我因变得更像他而成为圣诞节的一部分。
让我停下一切，去仰望耶稣。 



12月10日  
 

来自耶稣的爱 
 

第一个圣诞节完全是为了你才有的。那是我天父赠送
给世人的爱之礼物，但也是他特别要给你的礼物，而
且它是一份“永远持续给予的礼物”。 
 

那些亲眼见证的人，他们或是看到那颗星、或天使们
的合唱队伍，或是马槽中的婴孩耶稣。对他们来说，
那是一个意想不到、兴奋无比的心灵体验。对那些认
知婴孩耶稣是他们救世主的少数有福的人，他们的梦
想成真。对他们和以后亿万信奉了耶稣的人来说，那
是通往永生之门。至今依旧如此。你若以你的心灵诚
实地庆祝圣诞节，你也会得到同样美妙的事物、同样
的应许和同样说不尽的喜乐。 



12月11日  
 

和平祷告 
 

亲爱的耶稣，向我显示我能做什么，可以使得我周围
的世界变得更好。请教导我如何去爱我的同胞，如何
去帮助并关爱他人，就像你如果现在还活在世上，如
何帮助和关爱他们一样。你是和平之君。请指引我如
何去做以促进和平。阿门。 
 

追求和平的人受到祝福，因为他们必将成为上帝之子。
(馬太福音 5:9) 



12月12日  
 

上帝的话语提到耶稣的名称之一为“奇妙”。“因有
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
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
父、和平的君。” ( 以赛亚书9：6) 
 
他世上的生命是奇妙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并医好
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他的死亡也是奇妙的：因为他为
了你我而死，我们才能有永生。他的复活上亦是奇妙
的：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也会复活。现在，
他死后的生命是奇妙的，因为他活着、代我们向上帝
祈求。 



12月13日  
 

来自耶稣的爱 
 
周围的喧闹都与我有关——毕竟，这是我的生日啊！然
而，我却很少能在商店里看到适合我的礼物。这是因为：
我并不在乎任何新的物品、玩具、服装、或其它能用金
钱来购买的东西。我最想得到的礼物就像你的家人、朋
友想得到的那些无价的礼物一样，就是你的爱和友谊。 
 
是的，我想在你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我的话是当真的！
我想搬到你的心里去，并永不离开它。你能送给我的最
佳礼物，就是来邀请我这么做。虽然我很强壮，但我却
从来不会破门而入。我总是在等待着你的邀请，我只是
在敲门；我希望你在听到敲门声后，能打开你心灵的大
门。 
 
 在我生日里，你会为我这么做吗？  



12月14日  

在两千年前的伯利恒上空，有一颗新星闪烁发光，上
帝的天使对一群牧羊人宣布说：“不要害怕，我给你
们带来了好消息。这个消息也将给普天下的人们带来
极大的喜悦。 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你们的救世主诞
生了，他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2：10-11）。 
 
在那个特殊的夜晚，上帝把最大的礼物－－自己的儿
子耶稣赐给了我们。虽然耶稣曾以一个婴儿的身份来
到了这个世界上，但他却带来了上帝所有的奇妙礼物。
在长大成人以后，他一边教导我们如何去爱上帝和彼
此相爱，一边在一个接一个地向我们展现出这些礼物。
耶稣为我们死时，给了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
应许，在我们的生命结束之时，我们将会在天国得到
永生。 



12月15日  
 

来自耶稣的爱 
 
今年圣诞节，你能给我什么呢？哦，一颗感恩的心，
是我任何时候都喜欢收到的礼物。当你感激我的祝福，
不论大小，你会让我很高兴，因为我喜欢看到你快乐。
我喜欢看到你微笑，这也会使我对你报之以微笑。我
喜欢看到你欢笑，我喜欢和你一同欢笑。你的每个微
笑或欢笑都在告诉我：你爱我，你感激我。 



12月16日  
 

耶稣诞生那晚欢唱赞美的天使，今天仍在歌唱。如果
你仔细聆听，你可以在生命中的熙熙攘攘之外，仍听
到他们的歌声。加入他们的欢唱吧。 
 

感恩促使我们聚焦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美好事物上，
而不是在我们认为我们错失或尚未得到的事物上。知
道我们拥有很多，并以感恩的心专注在我们的丰盛上，
这么做可开启门户，让上帝给予我们更多的祝福。 



12月17日  
 

来自耶稣的爱 
 
你知道生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每个人都喜欢在自己这
个特别的日子里感到很特别。我也不例外，而圣诞节是我的
生日。 
 
我最希望得到什么？——你！对我来说，获得你和你的爱比
什么都重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人人都希望与自己最在
乎的人在一起，我希望和你在一起。这会让我今年的生日格
外特别——和你度过一段特别的时光。 
 
它不必盛大，也不必精心安排。在这方面，我很随意。我只
希望和你在一起。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你我在一起
就行。我们可以坐下来，聊天，也可以一起读点有意义的东
西，然后停下来，沉思所读的内容。我们还可以告诉对方，
我们爱和欣赏对方哪些方面。你可以用这些方式向我表示你
爱我，你并没有忘记这是谁的生日。 



12月18日  
 

来自耶稣的爱 
 
圣诞节是个给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我父把他的独
生子，我，赐给了世人。在这个时间，我来到世上，
为那些愿意接受永生的人舍命。在这个时间，人们彼
此赠送礼物，纪念我父和我赐给他们的礼物。今年圣
诞节，我要你送给我“给予”之礼。去给予他人，像
给予我那样。 
 
圣诞节庆祝上帝“对人的善意”，但我也希望它成为
人向人显示善意的时间。花点时间求问我，你可以为
别人做点什么。通过向他人显示善意，来回报我父的
善意吧。 



12月19日  
 

来自耶稣的爱 
 
圣诞节是一年中和好的好时间。和好经常从你开始，
你先采取主动去宽恕别人，哪怕你觉得对方应该来请
求宽恕。有没有人说过或做过什么事伤害了你？宽恕
吧。你心里对他人怀有怨恨吗？宽恕吧。 
 
错待你的人是否应当得到宽恕，不是关键。关键是你
去做正确的事。没有人真的配得到宽恕。若他人做错
了，他们应当得到公正的处罚。但宽恕大于公正。公
正来自人，宽恕来自上帝。  



12月20日  
 

 

来自耶稣的爱 
 
世上哪怕只有你一人，我也会来到世上，为你而死，
而我也同样爱着世上的每一个人。我最大的愿望，就
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感受到这种爱，可是很多人甚至
不知道有这种爱存在。他们需要有人来告诉他们，向
他们显示这种爱。 
 
有句话说得很对：我自己没有手，唯靠你的手；我自
己没有脚，唯靠你的脚；我自己没有眼睛，唯靠你的
眼睛；我自己没有嘴，唯靠你的嘴。今年圣诞节，你
若真想送我一份好礼物，那就让我使用你吧。让我用
爱把你充满，然后让这爱漫溢到他人身上。 



12月21日  
 

 

无人真正知道我们的天父上帝有多伟大。他远远超出
了我们的理解力，于是，他只好派一个人来向我们显
示他的爱，这个人曾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可
以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感受到，他把上帝带到我们
可以理解的层次上，这人和上帝一样，他被称为上帝
的儿子。 
 
这就是耶稣在第一个圣诞节那天来到世上的原因，为
了让你知道他父亲的爱。这就是一切的理由！ 



12月22日  
 

圣诞节的含意，要比今时今日庆贺圣诞节所用的树、
装饰品、圣诞老人、礼物、以及所有骗人的故事和物
质主义来得更深远！因为圣诞节是在庆祝二千多年以
前，上帝在圣诞那天以一个弱小无助的婴孩体态（耶
稣），把他的爱送到了这个世上！  
 
耶稣是上帝给全世界的礼物。那不只是圣诞节的礼物，
而是每一天的礼物，是我们生命的过往今来、直到永
恒的礼物。它是完美的礼物，因为耶稣可以满足每个
需求，使每个梦想成真。 



12月23日  
 

 

一个圣诞祷告 
 

满有爱心的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们记得耶稣的诞生，
使我们可以去和人分享天使的歌唱、牧羊人的快乐和
智者的敬拜。求你关闭世上所有的仇恨之门，打开所
有的仁爱之门。让每一件礼物都带着善意，每一个问
候都带着良好的祝愿。求你用基督带来的祝福救我们
脱离凶恶。愿我们心中充满感激，灵里充满宽恕，看
在耶稣的份上。阿门。 



12月24日  
 

一些牧羊人夜间露宿在野地里，照看羊群。主的一个天使出现
在他们面前，主的荣光照耀在他们的周围，牧羊人都非常惊恐。
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我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这个消
息也将给普天下的人们带来极大的喜悦。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
你们的救世主诞生了，他就是主基督。你们在马槽里将发现有
个用布包着的婴儿躺在那里，那就是给你们的记号。” (路加
福音 2:8-12) 
 
据一些史学家称，初世纪巴勒斯坦的牧羊人，是社会地位最为
卑微的。他们饲养动物为生，往往睡在户外，被粪便或甚至疾
病所包围。人们甚至还认为他们不配向上帝献祭。 
 
从人有限的角度来看，上帝竟派了一队被当时社会遗弃的人，
来为他的儿子庆生，并把救恩的福音传给那愿意听的人。以今
天的眼光来看，那就等同于在一群拾荒者面前上演来自天国的
合唱。然而上帝察看的是内心。对他而言，个人的职业或穿着
都不重要。 



12月25日  
 

许多人幻想出圣诞老人和精灵，因为他们很难相信圣
诞故事。上帝为什么要选择以人的模样向我们显示他
自己呢？这么做似乎不合情理、逻辑，然而上帝正是
这么做的。当上帝想向我们彰显他无限的慈爱时，他
派来一个小小的婴孩，这婴孩长大成人后，会教导我
们上帝的行事方式，并带领我们归向上帝。这个真理
既深刻又美好，真值得我们为之庆祝。 



 

我的圣诞祈祷 
 
耶稣，这个圣诞，我想要把我的心送给你作
为礼物。请你住进来，以你那经受时间考验、
无条件的爱来充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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