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对我说，我要在他们当中选立一位像你 【摩西】一样的先
知，我会告诉他该说的话，他要把我的一切吩咐告诉他们。

所以，主会亲自给你们一个征兆，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并给祂取
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以法他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各城中毫不起眼，但将有一位从你
那里出来，为我统治以色列；祂的根源自亘古，来自太初。祂要
挺身而起，倚靠上帝的能力，奉祂上帝威名牧养祂的群羊。他们
将安然居住，因为那时祂必受尊崇，直达地极。祂必给他们带来
平安！(申命记 18:17-18, 以赛亚书 7:14, 弥迦书 5:1-2,4-5)

12月1日



“看啊，我所扶持、所拣选、所喜悦的仆人，我已将我的灵
赐给祂，祂必将正义带给万邦。祂不喧嚷，不呼喊，不在街
上高声说话。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将残的灯火，祂不吹
灭。祂必信实地带来正义。祂不灰心也不沮丧， 直到祂在
地上设立正义。四海都渴望祂的训诲。”

创造诸天、铺展穹苍、设立大地和地上的一切、赐给世人生
命气息和灵性的上帝说：“我凭公义呼召你，我必扶持你，
保护你，使你做我与众民立约的中保、成为列国的光，使你
开瞎子的眼睛、从监牢中释放囚犯、领出陷在黑暗中的人。
(以赛亚书 42:1-7)

12月2日



“我看见宝座已设立，上面坐着亘古长存者，祂的衣服洁白
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祂的宝座是火焰，宝座的轮子是
烈火。从祂面前流出火河，事奉祂的有千千，侍立在祂面前
的有万万。祂坐下要审判，案卷已经展开。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到
亘古长存者那里，被引到祂面前。 他得到权柄、荣耀和国度
，各族、各邦、各语种的人都要事奉他。他的统治直到永远
、没有穷尽，他的国度永不灭亡。(但以理书 7:9-10,13-14)

12月3日



但如今，基督担任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是根据更美的应
许所立的。 因为如果第一个约没有缺点，就不必另立新约了
。然而，上帝发现了人们的错误，他说：

“看啊，时候将到，我要另立新约，... 我要把我的律法放
在他们脑中，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
我的子民。谁都无需再教导自己的邻居和弟兄，说，‘你要
认识主。’ 因为他们无论尊卑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
过犯，忘掉他们的罪恶。” (希伯来书 8:6-8,10-12)

12月4日



律法只是将来美事的一个投影，并非本体的真像，所以年复一
年的献祭不能使前来敬拜的人纯全。 ...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
根本不能除去人的罪。

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曾说：“上帝啊，祭物和供物非你
所悦，你为我预备了身体。... 然后祂又说：“我来是要遵行
你的旨意。”这样，祂废除了前者，为要设立后者。 上帝的旨
意是：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便使我们永远圣洁了
。(希伯来书 10:1,4-5,9-10)

12月5日



当轮到撒迦利亚分支在主的殿堂里供职时，撒迦利亚在上帝面前担任祭
司的职务， 当撒迦利亚烧香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外面祈祷着。
这时，主的一个天使出现在撒迦利亚面前，伫立在香坛的右侧。

当撒迦利亚看见这个天使时，非常不安，恐惧极了，天使却对他说∶“
撒迦利亚，不要害怕，主听到了你的祈祷，所以你的妻子伊利莎白将给
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他将给你们带来幸福和快乐。
他出生时，将会有很多人欢喜， 因为他在主的眼里将是伟大的。从他
一出生，就充满了圣灵。约翰将使众多的以色列人重归主—他们的上帝
。 他将走在主的面前，使父子和平相处，使叛逆者回到被人们认为是
正确的道路上来，使人们为主的到来做好准备。”

撒迦利亚对天使说∶“我怎么知道你所说的话是真的呢？我和我的妻子
都是上年纪的人了。” 天使回答说∶“我是侍立在上帝面前的天使加
百列，受上帝的派遣来告诉你这个喜讯的，但是，你要记住，因为你不
相信我的话，你将变成哑巴，直到这一切发生的那天，你才能重新讲话
。” (路加福音 1:8-20)

12月6日



在伊利莎白怀孕的第六个月，
上帝派天使加百列到加利利的
一个叫拿撒勒的城镇去见一位
处女。这个处女名叫马利亚，
她与大卫家族的一个叫约瑟的
男子订了婚。 加百列来到马
利亚面前，向她问候说∶“祝
贺你，蒙主恩宠的姑娘，主与
你同在。”

但是，马利亚因为天使的话而
感到惶恐不安，不明白这问候
到底意味着什么。

12月7日

天使又对他说∶“别害怕，马利亚，你受到了上帝的恩宠。
听着，你就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 他将是个伟
大的人，他将被称为至高无上的上帝之子。”

马利亚对天使说，“可是，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
还是个处女呢！”

天使回答道∶“圣灵就要降临到你的身上，至高无上的上帝
的力量将庇荫着你，因此，那降生的圣婴将被称为上帝之子
。听着，你的亲戚伊利莎白虽然已到高龄，而且人们又都说
她不能生育，可是，现在她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上帝是无所
不能的。”

马利亚说∶“我是主的仆人，愿你的话在我身上应验。”然
后天使便离开了。(路加福音 1:26-38)



马利亚起身，急匆匆去了山区，到了犹太地区的一座小镇。 她走进撒
迦利亚的家，问候伊利莎白。当伊利莎白听到马利亚的问候时，腹中的
胎儿便动了起来，此时伊利莎白充满了圣灵。
她高声说道∶“你是所有女人中最受恩赐的人，那将要出生的孩子也是
有福的。可是，为什么我主的母亲前来探望我呢？为什么这样伟大的事
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 我刚才一听到你的问候，我腹中的胎儿就动
了起来。 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相信主对你说的事情会发生。”

这时，马利亚说：“我的灵赞美我主，我的心因为上帝—我的救世主而
喜悦，因为他对他卑微的仆人表示了关怀，从今以后，所有的人都将说
我受到了祝福，因为强大的主成全了我的大事。他的名字是神圣的。他
将赐怜悯给世世代代敬畏他的人们，他显示了他臂膀的力量，他驱逐了
自以为了不起的骄傲之人；他把君王们拉下了宝座，他扶起了卑微的人
；他让挨饿的人饱餐美食，他使富足的人们两手空空地离去。”

马利亚在伊利莎白那里住了三个月左右，然后回家去了。(路加福音
1:39-53,56)

12月8日



• Public domain

伊利莎白的产期到了，她
生下一个男孩。 当她的亲
友和邻居们听说主赐给了
她这么大的怜悯时，都来
分享她的欢乐。

孩子出生的第八天，他们
就给婴儿行了割礼，并要
随他父亲的名字给他取名
叫撒迦利亚，但是，他的
母亲却说∶“不，要叫他
约翰。”

亲友们对她说∶“你的亲
戚里面没有一个人叫这个

12月9日

名字的。” 然后，他们又向孩子的父亲打手势，问他想给孩子
取个什么名字。

撒迦利亚要来一块写字板，在上面写道∶“他的名字叫约翰。
”人们看后十分惊讶，就在这时，撒迦利亚的嘴张开了，舌头
也舒展了，他开口讲话，并开始赞美上帝。邻居们却充满敬畏
，整个犹太地区的人们都对此事议论纷纷。 所有听到这件事情
的人都禁不住猜想∶“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因为，显然主的力量与他同在。(路加福音 1:57-66)



此时，孩子的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他预言说：

“主——以色列的上帝当受称颂，因祂眷顾、救赎了自己的子
民，在祂仆人大卫的家族中为我们兴起了一位大能的拯救者，
正如祂从亘古借着祂圣先知们的口所说的。...

那么，你，我的孩子，将被称为至尊上帝的先知，因为你将走
在主的前面，为他准备道路；让他们知道他们通过宽恕而得救
，他们将因此得救，由于我们的上帝的仁慈，新的一天将从天
堂降临到我们身上，普照生活在死亡的阴影里的人们；并引导
我们的步伐走向和平的道路。”(路加福音 1:67-70,76-79)

12月10日



耶稣基督出生的经过是这样的：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和约瑟订了婚
，可是在他们结婚前，圣灵的力量就已经让马利亚怀孕了。马利
亚的未婚夫约瑟是个好人，他不愿让马利亚当众出丑，就想悄悄
地和她解除婚约。

但是，就在约瑟考虑要解除婚约时，上帝的一位天使在他的梦中
出现，对他说∶“约瑟，大卫的后代，不要害怕娶马利亚为妻，
因为她怀的孩子是圣灵赐给她的。她将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
叫耶稣，因为他将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一切正好应验了上帝通过先知告诉人们的话。“听着！那个处
女要怀孕了，她将要生个儿子，名叫以马内利 [ 意思是上帝与
我们同在]。”

约瑟从梦中醒来，就按照天使对他的指示，娶了马利亚。孩子出
生后，约瑟便给他起名叫“耶稣”。(马太福音 1:18-25)

12月11日



那时候，罗马皇帝凯撒奥古士都下令，整个罗马帝国的人们都
必须办理户口登记注册，以便对人口进行普查统计。 因此，所
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登记。

所以约瑟也离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到了犹太地区的一个叫伯
利恒的城镇，此城是大卫家族的城镇。因为他是大卫家族的人
，所以他到了那里。他和马利亚一起去登记，因为马利亚已经
许聘给了他，此时她正怀着孕。他们在那里时，马利亚的产期
到了，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容纳他们，她便
把孩子用布包裹起来，放在马槽里。(路加福音 2:1-7)

1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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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3日

突然，一队天兵和天使一起出现，他们齐声称颂道：“荣耀归于
至高无上的上帝，和平赐给在地上他所喜爱的人们。”

然后，天使离开他们，返回了天上。牧羊人互相说道∶“我们到
伯利恒去看看主告诉我们已经发生的事情吧。”

于是，这些牧羊人就急急忙忙赶到了那里，找到了马利亚和约瑟
，也看见了躺在马槽里的婴儿。他们看到这个婴儿后，就把天使
讲的关于这个婴儿的事情告诉了大家。人们都为牧羊人告诉他们
的事情感到惊讶。 (路加福音 2:8-18)



耶路撒冷城里有一
个名叫西面的人。
圣灵向他揭示：他
死之前，将会看到
主耶稣基督。 圣
灵引导西面来到大
殿院里，与此同时
，约瑟和马利亚也
把他们的孩子抱进
了大殿院，正准备
按照律法履行所规
定的事项。西面把
孩子抱在怀里，赞
美上帝道：

12月14日

“主啊，现在你的话已经成就，可以让你的奴仆安然离世了，因
为我已亲眼看到你的救恩，就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这救恩
是启示外族人的光，也是你以色列子民的荣耀。”

当时还有一个名叫亚拿的女先知，她是亚设族人法内力的女儿。
此刻，亚拿来到孩子和他父母那里，向上帝谢恩，并把关于耶稣
的事情告诉给那些等待着耶路撒冷得到拯救的所有人们。(路加
福音 2:25-32,36,38)



12月15日

希律王听说以后，非常不安。所有的耶路撒冷人都很担心。于是希律召
集所有的祭司长和律法师，向他们询问基督会在哪里出生。他们告诉希
律：

“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是这样写的∶‘犹大土地上的伯利恒啊，
你对犹太诸王来说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一位统治者要来自于你们，
他将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

希律王秘密召见那几位从东方来的星相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那颗星出
现的准确时间，并且派遣他们去伯利恒。希律说∶“请你们仔细打听那
个婴儿的下落。找到后立即向我报告，好让我也去拜见他。”

星相家遵照国王的指示出发了。一路上，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在天
上一直为他们引路，引导他们来到那婴儿的住处上方后就停止不动了。
他们看到这颗星时，就欣喜若狂。他们走进房子，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
马利亚在一起，就俯身拜他。然后打开为婴儿带来的宝箱，拿出金子、
乳香和没药等礼物献给他。

然后，他们就从另一条路回家了,因为上帝托梦给他们，警告他们不要回
去见希律。(马太福音 2:1-12)

耶稣出生在犹太的伯
利恒，他出生的时候
正是希律王统治的时
期。耶稣出生后，几
个星相家从东方来到
耶路撒冷。他们问
∶“新出生的犹太王
在哪里？我们在东方
看见了显示他出生的
那颗星星在天空中升
起，我们就来向他敬
拜。”



12月16日

希律发现受了星相家的骗，勃然大怒。他按照星相家的话推算出婴儿的
年龄，然后下令把伯利恒和附近地区的所有两岁和两岁以下的男孩统统
杀掉。

希律死后，天使又出现在约瑟的梦里，这时他正在埃及。天使对他说：
“赶快起来，带上婴儿和他母亲，到以色列去吧。那些想杀害这婴儿的
人已经死了。”

于是约瑟起床，带着婴儿和他母亲，去了以色列。 但是当约瑟听说亚基
劳继承了他父亲希律的王位，成为新的犹太国王时，很害怕回去。他又
在梦中受到了警告，便带着全家离开那里到加利利去了。他们在一个叫
作拿撒勒的城镇上安家落户。这恰恰证实了先知的预言∶“人们说他是
拿撒勒人。” (马太福音 2:13-16,19-23)

星相家离开后，天使出现
在约瑟的梦中，对他说
∶“赶快起来，带着婴儿
和他的母亲，逃到埃及去
吧。没有我的吩咐，你们
不要离开那里。希律想要
找到婴儿，杀掉他。”

约瑟急忙起床，连夜带着
婴儿和他母亲逃往埃及。
他们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希
律死去。这正好应验了上
帝借先知的口说出的预言
∶“我从埃及把我的儿子
召出来。” 



12月17日

祂[耶稣]虽然本质上是上帝，却没有紧紧抓住自己与上帝平等的
地位不放，反而甘愿放下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降生为人的样
子。祂以人的样子出现后，就自愿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
字架上。因此，上帝将祂升为至尊，赐给祂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使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屈膝跪拜在耶稣的名下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将荣耀归于父上帝。(腓立比书 2:6-
11)



走在黑暗中的人必看见大光，活在死亡阴影下的人必被光照
亮。人民都喜气洋洋，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好像丰收时那样
欢喜，如同瓜分战利品时那样快乐。

必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诞生，有一个孩子要赐给我们，祂必统
治我们。祂被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存的父、和
平的君。祂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地增加，祂的国必长治
久安。 (以赛亚书 9:2-4,6-7)

12月18日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上帝膏立了我，让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宣告被掳的人得释放、被囚的人得自
由；宣告我们上帝的恩年，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以华冠取代锡
安哀伤者头上的灰尘，以喜乐的膏油取代他们的哀伤，以颂赞
的外袍取代他们的沮丧。他们将被称为上帝所栽种的公义橡树
，以彰显祂的荣耀。

我因耶和华而无比喜乐，因我的上帝而心里快乐，因为祂给我
穿上救恩的衣服、披上公义的袍子。大地怎样使嫩苗长出，园
子怎样使种子发芽，主必照样使公义与颂赞在万民中滋长。(以
赛亚书 61:1-3,10-11)

12月19日



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真像，超越一切受造之物。因为万
物都是借着祂创造的，天上的、地上的、有形的、无形的、做
王的、统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祂也是为了祂
而创造的。 祂存在于万物之前，万物都靠祂而维系。 因为上
帝乐意让一切的丰盛住在祂里面， 又借着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
血成就了和平，使天地万物借着祂与上帝和好。(歌罗西书
1:15-17,19-20)

12月20日



上帝已经向我们揭示了他的新途径，律法和先知已经告诉我们
这途径了。 上帝通过人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使他们得到了
认可，上帝就是这样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
因为所有的人都犯过罪，都不配分享上帝的卓越神性。

由于上帝的恩典，人们得到上帝的认可，这是无偿的馈赠。通
过耶稣基督，人们摆脱了罪恶，得到了上帝的认可。 上帝牺
牲了耶稣，由此，人们通过对他的信仰使罪孽得到了宽恕。因
为耶稣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了血的祭献，所以上帝能宽恕他们。
(罗马书 3:20-25)

12月21日



最初有道[1]，道与上帝同在，道即是上帝。这道最初就与上帝

同在。 万物通过他而产生，没有他，什么也不会产生。他蕴

含着生命，这生命给人类带来了光明。 光明在黑暗中闪耀，但

是黑暗无法战胜光明。

上帝派来了一个人，名叫约翰，他来是为光作见证的，以便通

过他使所有的人相信这光。约翰本身不是这光，而是来为这光

作证的。真正的光将要来到这个世界，这是照亮所有人的光。(

约翰福音 1:1-9)

[1] 希腊文意为任何形式的交流。也可被译为“信息”。在此意

指基督－上帝向人们讲诉自己的途径。

12月22日



Public domain

祂来到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世界却不认识祂。祂来到自己的地
方，自己的人却不接纳祂。 但所有接纳祂的，就是那些信祂的
人，祂就赐给他们权利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些人既不是从人的
血缘关系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情欲或意愿生的，而是从上帝生
的。

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了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祂
的荣耀，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耀。

约翰为祂做见证的时候，高声喊道：“这就是我以前所说的那
位，‘祂在我以后来却比我位分高，因为祂在我之前已经存在
了。’” 从祂的丰盛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领受了恩典。 因
为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赐下来
的。(约翰福音 1:10-17)

12月23日



除了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耶稣]以外，没有人到过天上。摩西
在旷野怎样举起铜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祂的
人都得到永生。

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
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差祂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
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借着祂的儿子拯救世人。

上帝所差来的，说的是上帝的话，因为上帝将圣灵无限量地赐
给祂。 信子的人有永生。(约翰福音 3:13-17, 34,36)

12月24日



对此，我们该说什么呢？如果上帝赞成我们，就没有人能反对我
们，上帝和我们同在。 上帝不惜自己的儿子，把他交出来为我
们所有的人而死，那他肯定也会把一切与他（儿子）一道赐给我
们的。

我坚信，不论是死还是生，不论是天使，还是统治的灵，不论是
现在还是将来，不论任何精神力量， 不论是在我们之上的任何
事物，还是在我们之下的任何事物，或其它被造的一切，都无法
把我们与体现在主基督耶稣身上的上帝之爱分开。

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爱中扎根、坚立
，以便能够与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长阔高深， 并知
道基督的爱是远超过人所能理解的爱，好叫上帝无限的丰富充满
你们。(罗马书 8:31-32, 38-39; 以弗所书 3:17-19)

https://www.behance.net/gallery/16210019/
a-conversation-with-my-
God?tracking_source=search_projects_recom
mended%7Cjesus%20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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