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诞生于伯利恒小镇

天使加百列告诉处女马利亚，她会生一个儿子耶稣。

在耶稣快出生前，他的母亲马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跋涉到
伯利恒接受强制的人口普查。他们到达伯利恒后，已经没有
住宿的地方了。他们只找到一个牲口待的地方歇脚，孩子就
在那里出生。因为没有床，马利亚只能把孩子放在牲口的食
槽里。他们给他起名叫耶稣。



智者家拜见耶稣

当耶稣出生时，一颗明亮的星星出现在伯利恒上方。东方智
者看见了这颗星，他们相信它预示了一位在以色列诞生的王，
便旅行到伯利恒。

当智者看到耶稣和他的母亲时，就跪下敬拜他。他们给了耶
稣贵重的礼物，然后就回去了。



年幼的耶稣参观圣殿

当耶稣大约12岁时，参观了位于以色列首府耶路撒冷的圣殿。

在圣殿里，耶稣谈论上帝和圣经。他的知识给那天在圣殿里
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约翰为耶稣洗礼

当耶稣大约30岁，差不多开始他的职事的时候，他首先去拜
访施洗约翰，他的亲戚，并在约旦河受洗。

耶稣受了洗，刚从水里上来，天就开了。祂看见上帝的圣灵
像鸽子一样降到祂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这是我所
喜悦的爱子。”



耶稣挑选门徒

当耶稣沿着加利利湖边行走时，看见兄弟两人—西门（又叫彼
得）和他兄弟安得烈。他们是渔夫，正在湖边撒网捕鱼。耶
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另一种渔夫，你们
将得人而不是得鱼。”兄弟俩听了这话，立刻扔下鱼网，跟
随了耶稣。

耶稣继续沿湖行走，他看见另外俩兄弟，他们是西庇太的儿子
雅各和约翰。他们正在船上和父亲西庇太一起准备鱼网。耶稣
召唤他们。兄弟俩立刻离开鱼船和父亲，跟着耶稣走了。



马太跟随耶稣

耶稣离开那里时，看见一个名叫马太的人坐在收税的地方，
便对他说∶“跟随我。”马太便起身跟随了耶稣。

耶稣在马太家里吃饭时，有许多税吏和名声不好的人都来与
他和门徒们一起吃饭。法利赛人看见了，就问耶稣的门
徒∶“为什么你们的老师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

耶稣听见了，便对他们说∶“健康人不需要医生，需要医生的
是那些有病的人。我不是来召唤正直人的，而是来召唤罪人
的。”



耶稣所做的第一个奇迹，把水变成酒

之后，耶稣去了在加利利地区的迦拿镇，参加一个娶亲的筵
席。他的母亲马利亚也参加了。但筵席主人没有准备足够的
酒给每个人喝，非常尴尬。因此马利亚便为筵席主人求情。
她把问题告诉耶稣。耶稣便做了个奇迹，为筵席客人把六口
瓦缸里的水变成酒。



耶稣谈论上帝的爱和救赎计划

耶稣向尼哥底母解释一个人必须做什么，才能得到救赎与永
生。

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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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派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为了给世人定罪，而
是要通过他使世人得到拯救。”



耶稣告诉一位撒玛利亚妇女关于“活水”

当耶稣和他的随从者穿越撒马利亚时，耶稣在一口井边休息。
他在井边遇到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便和她谈论“活水”。然后，
他告诉她，他就是弥赛亚。

那妇人撇下水罐，回到城里。叙加城的许多撒玛利亚人聚在她
的身边，听她述说她那兴奋刺激的奇遇，然后她使他们大为惊
讶的宣称∶“然后，他告诉我，他就是弥赛亚！”众人听了就

到城外去看耶稣。这群人来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休息的井旁，就
立刻开始请求耶稣留在他们城里教导他们。



耶稣治病救人

耶稣走遍加利利地区，在各会堂里讲教，传播上帝王国的福
音，为人们治愈各种疾病。 有许多人跟随着耶稣，他们分别
来自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和约旦河两岸地区。

耶稣对众人讲话时，常用比喻来解释深刻的道理——那些故
事用的都是普通的事件、环境和情形，听的人很容易理解。



你们像盐、像光

耶稣说，“你们就好像是世上的盐，但是，如果盐失去了咸味，
它怎么可能再变咸呢？它也就没有任何用处了，只能被扔掉，
任人践踏。

“你们是世界的光。山上的城市是藏不住的；点燃的灯火也不
会被扣在碗下面，而是被放在灯台上，把光带给屋子里的人们。
同样，你们的光也应该照亮在人们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善
行，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上帝的关怀

耶穌說，“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活忧虑，如吃什么、喝

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如穿什么。你们看天上的飞鸟，它
们不种，不收，也不在仓里积存粮食，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
们，难道你们还不如飞鸟贵重吗？

“你们为什么要为衣服操心呢？看一看原野上的野花吧，看它
们是怎样生长的。它们既不为自己劳作，也不为自己纺衣。虽

然这些花草今朝生机昂然，明天将被投进火炉烧掉，但上帝还
如此精心地装饰着它们，那么，上帝难道不会更加装饰你们
吗？”



耶稣谈施舍

“当你向穷人施舍时，不要像那些虚伪的人那样，不要大吹大
擂，他们在会堂里和大街上所做的，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
我实话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报偿。当你向穷人施
舍时，要在暗中给予，那么，你的天父看到暗中所做的一切，
是会报偿你的。

你们要给他人，这样上帝必给你们，并且会用大号升斗摇匀压
实，满满地倒给你们，因为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别人，上
帝也会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你们。”



耶稣关于祈祷的教导

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当他祷告结束后，他的一个门徒
对他说∶“主啊，教给我们如何祈祷吧。”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应该这样祈祷：

“‘天父，愿人都尊崇你的圣名，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
意在地上成就，就像在天上成就一样。愿你天天赐给我们日用
的饮食。求你饶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饶恕那些亏欠我们的
人。不要让我们遇见诱惑，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耶稣喂饱五千人

耶稣就独自坐船退到一处偏僻的地方。众人得知后，就从各城
步行来跟随祂。耶稣上了岸，看见一大群人，心里怜悯他们，
就治好了他们当中的病人。

天色越来越晚了，耶稣的门徒担心人群没有食物吃。耶稣告诉
他的门徒去喂饱人群，但门徒说他们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当
时人很多，其中仅男人就有五千位，再加上许多妇女和小孩。
耶稣拿起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他们都吃饱了，并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想象一下吧，食物增加了那么多！



平静风和海

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对面去吧。”他们就离开众人，上
了耶稣乘坐的船，一起渡到湖的对岸。忽然，湖面上狂风大作，
波浪撞击船身，船内几乎灌满了水。耶稣却还在船尾枕着枕头

睡觉。门徒叫醒了祂，说：“老师，我们快淹死了，你怎么不
管呢？”

耶稣起来斥责狂风，对着湖面说：“静下来！停下来！”于是
就风平浪静了。祂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呢？你们
还是没有信心吗？”

他们极其害怕，彼此议论说：“祂到底是谁？连风浪都听祂
的！”



耶稣使管会堂的人的女儿起死回生

一位管会堂的人来见耶稣并说他的女儿刚刚死了。耶稣和他
的门徒去管会堂的人家里，看见许多哀悼者聚集在一起。耶
稣请那些哀悼者离开，他告诉他们女孩不是死了，而是睡着
了。那些哀悼者便嘲笑他。但是，在那些哀悼者离开后，耶
稣拉起女孩的手，女孩便站起来，她活过来了。



耶稣在海上行走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稍后，耶稣在
海面上走，他的门徒非常惊慌，以为看见了在水上走的鬼怪。
但他们意识到那是耶稣后，他们都敬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了。”



耶稣治愈被邪灵缠身的病童

有一个人过来跪在耶稣跟前，说：“主啊！救救我的儿子

吧！他被哑巴鬼附身。每次鬼控制他，把他摔在地上，他就
口吐白沫，咬牙切齿，全身僵硬。我请你的门徒赶走那鬼，
他们却办不到。”

耶稣说：“把他带来吧。”他们把那孩子带到耶稣面前。
那鬼一见耶稣，就使孩子抽搐，倒在地上打滚，口吐白沫。

耶稣斥责附在孩子身上的鬼，鬼就离开了那孩子，从此他就
好了。



从鱼口得税钱

当耶稣和门徒们来到迦百农时，几个征收大殿税的人走到彼得
面前，问∶“你们的老师交不交大殿税？”

彼得说∶“当然交。”

彼得进屋后，耶稣说∶“你去湖边钓鱼，打开你钓到的第一条

鱼的嘴巴，你会找到一枚四德拉克马的硬币，足够缴纳你和我
的大殿税，你就拿它去交税吧。”



耶稣为小孩子祝福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请求耶稣为他们按手祷告，却受到
门徒的责备。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天国属于这样的人。”于是祂把手按在孩子们身上为他们
祈祷。



谁最伟大

他们回到迦百农的住所，耶稣问门徒：“你们一路上争论些什
么？” 他们都沉默不语，因为刚才他们在争论谁最伟大。

耶稣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当中，然后说：“凡像这小孩
子一样谦卑的人，在天国才是最伟大的。”



赦免犯了罪的女人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到他家里吃饭，耶稣应邀赴宴。

那城里住着一个女人，生活败坏。她听说耶稣在那法利赛人家
里吃饭，就带了一个盛满香膏的玉瓶进去。她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祂的脚哭，泪水滴湿了祂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
连连亲祂的脚，并抹上香膏。

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罪都被赦免了。你的信心救了你，平
安地走吧！”



马利亚和马大

耶稣和门徒们继续他们的旅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一个叫马
大的女人欢迎耶稣到她家去。她有一个妹妹，名叫马利亚，

坐在耶稣脚边，听他的教导。但是，马大却因为要做的事情很
多，被弄得心烦意乱。她走过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妹妹把

所有的活儿都丢给我一个人干，难道您不在意吗？请叫她来帮
我一把吧！”

主回答她说∶“马大呀，马大，你为太多的事情操心了，但是，

只有一件事是必要的，马利亚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没有人
能从她那里把它夺走。”



一个诈骗者得救

撒该是一个富有的税吏官，掌管许多负责为政府收税的税吏们。
对犹太人来说，这些税吏们是最下等的人。这些人是人所皆知
的骗子、敲诈者和剥削穷苦人的人。

但有一天，有件事发生了，而那完全改变了撒该。在遇到耶稣、
与他交谈后，撒该垂手直立在耶稣的面前，对主说∶“主啊，您

看，我将把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如果我骗取了谁的东西的
话，我会多还给他四倍的东西。”

耶稣对他说∶“今天，拯救光顾了这所房子，因为人子来到这里，
是要寻找和挽救迷失的人们的。”



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当耶稣听到他的朋友拉撒路病得很严重时，他说:“这病不至
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几天后，耶稣来到拉撒路所住的小镇，有人告诉他拉撒路已
死了四天。耶稣告诉拉撒路的姐姐马大:“复活在我，生命也

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
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马大回答耶稣:“主啊，是的，”她告诉他:“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耶稣来到坟墓前，呼
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复活了，并起身从他的坟墓走出来。



穷寡妇的奉献

耶稣坐在布施箱对面，看着人们把钱投进箱中。很多有钱人向
箱子里投了很多钱。一个寡妇走来，向箱子里扔了两枚小铜钱
[g]，这两枚硬币只值一分钱。

耶稣把门徒们叫到一起，对他们说∶“我实话告诉你们：在所
有捐钱的人当中，这个穷寡妇给的最多。因为别人捐的都是多
余的钱，这个寡妇很穷，却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她是
要靠这点钱维持生活的。”



最大的诫命

一个律法师就问耶稣说∶“诫命中的哪条最重要？”

耶稣回答道：“最重要的诫命是，‘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
的主。你要全心、全情、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其
次就是‘要爱邻如己’。再也没有任何诫命比这两条更重要
了。”



耶稣为门徒洗脚

逾越节前，耶稣从饭桌边站起身，脱下外衣，在腰间扎了一条
毛巾，又倒了一盆水，开始为门徒们洗脚，又用扎在腰上的毛
巾为他们揩净。

给他们洗完脚后，耶稣又穿上外套，回到原来的位子上，对他
们说∶“你们明白我为你们所做的事情吗？你们称我为‘先生’

或‘主’，你们说的对，因为我的确是。如果我，一位‘先生’
或者‘主’洗了你们的脚，那么你们就应该互相给对方洗脚，
我已经给你们做了榜样，你们应该像我对你们所做的那样去做。
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世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最后的晚餐

在耶路撒冷，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守逾越节。他们在吃逾越节
宴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掰开了，说："拿着吃，这是我
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这样做，以此来纪念我”。耶
稣以这种方式说祂的身体要为他们牺牲。

接着耶稣拿起一个杯子，说：“喝这个。这是我立新约的血，
为赦罪所流的。你们每次喝的时候以此来纪念我。”



耶稣安慰门徒

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他就是他们通往天国的路，他说，他会在
天国为他们准备漂亮的大房子。他应许会回答他们的祷告。他
将有关圣灵的事告诉他们。他还应许，患难中，会赐给他们恩
典和平安，并且充满信心地宣称，他已战胜了世界。然后，他
为门徒祷告。



耶稣祈祷

然后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园。接着
耶稣就独自去祷告了。

耶稣祷告了：“父啊，如果可以，请求你不要让我喝这个苦
杯。但如果没有其它方法可以让人的罪得赦免，就让你的旨
意得到成全。”



耶稣被钉十字架

那些忌妒耶稣的宗教领袖们终于逮捕了他，并把他送上了法庭。
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控告说。虽然，罗马总督本人明白他是无
辜的，但在宗教界人士所施加的压力和游说下，他不得不处决
他。

耶稣在被捕之前曾说∶“若没有我天父的准许，他们甚至不能

碰触我。我只须稍微一举手，他就会派遣成队成营的天使来搭
救我！”然而，他选择了死，为了拯救你和我。他选择了献

出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唯有那样，上帝拯救我们的计划
才能得以实现。



耶稣复活了

可即便他的死仍无法让嫉妒他的敌人满足。为了确保他的追随
者不把他的尸体偷走，宣称他从死里复活，他们就在他的坟墓
口放上一块大石头，并派一队罗马士兵守护。这一计划结果证
明无效，而这些士兵也成了最大奇迹的见证人。耶稣的尸体在
那个冰冷的坟墓中躺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了，永远地战胜
了死亡和地狱！



耶稣复活了

在耶稣被钉死十字架、被安葬三天三夜后，他复活了。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耶稣的两个门徒要去附近的一个
镇上。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便谈论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耶稣
就近他们并与他们同行，但他们没有认出来。

当他们到达了那两个人计划留宿的镇上的时候，天色已晚。
这两个人邀请耶稣与他们同住，耶稣就答应了。当他们吃晚
饭的时候，耶稣拿起一张饼，向上帝祝谢了，然后擘开。忽
然间，他们认出祂是耶稣。



耶稣出现在门徒面前

星期天晚上，即同天晚上，门徒们住的地方的门关得紧紧的，
因为他们害怕犹太首领。

耶稣进来站在他们面前，说∶“愿平安与你们同在。” 说完，
他让他们看他的手和肋边，门徒们看到主，都非常高兴。



耶稣复活升天

在接下来的四十天，耶稣向祂的门徒显现了多次。有一次，
祂甚至向五百多人同时显现。

在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并告诉他们到全世界传播上帝的话语
之后，他被接升天。然后天使出现并许诺，耶稣怎样升天，
他也要怎样回来！



耶稣归来

耶稣正在邀请你去参加一个宴会！一个世上所曾举行过的最
盛大、最令人感到兴奋而欢乐的宴会！将会有数以十亿计、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参加这个宴会！将举行它的地方是那么庞
大、那么美丽、那么不属于这个世界，以致它是超乎你所能
想象的！

当耶稣回来时，后所有上帝的儿女们将会被提升，在云中与
耶稣相会。我们将全都会往天上飞，与上主一起去参加那个

筵。那是世上所曾举行过的最伟大的盛宴！我们将与上主、
以及我们所有心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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