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誕生於伯利恆小鎮

天使加百列告訴處女瑪利亞她會生個兒子，耶穌。

在耶穌快出生前，祂的母親瑪利亞和她的丈夫約瑟，跋涉到
伯利恆接受強制的人口普查。當他們到達伯利恆時，耶穌誕
生下了。瑪利亞用布包著，放在馬槽裡，因為客店裡沒有地
方。



星象家朝拜耶穌

當耶穌出生時，一顆明亮的星星出現在伯利恆上方。東方智
者看見這顆星，他們相信它預示了一位在以色列誕生的國王，
便旅行到伯利恆。

星領他們到那小孩所在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 進了房子，
看見小孩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他，並且打開寶盒，把
黃金、乳香、沒藥作禮物獻給他。



年幼的耶穌參觀聖殿

當耶穌大約12歲時，參觀了在以色列首都的耶路撒冷聖殿。
在聖殿裡，耶穌談論了上帝和聖經章節。祂的知識讓那天在
聖殿裡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約翰為耶穌施行洗禮

當耶穌大約30歲時，也是差不多祂開始祂的職事的時候。
但祂首先去拜訪施洗約翰，祂的親戚之一，和在約旦河內
受洗。

耶穌受了洗，立刻從水中上來；忽然，天為他開了，他看
見 神的靈，好像鴿子降下來，落在他身上；又有聲音從
天上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第一批門徒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的時候，看見兄弟二人，就是名叫彼
得的西門和他的弟弟安得烈，正在把網撒到海裡去；他們是
漁夫。 耶穌就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使你們作得人
的 漁夫。”他們立刻撇下網，跟從了他。

耶穌又往前走，看見另一對兄弟，就是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
他的兄弟約翰，正和父親西庇太在船上整理魚網，他就呼召
他們。 他們立刻離了船，別了父親，跟從了耶穌。



呼召馬太

耶穌從那裡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那裡，
就對他說：“來跟從我！”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

耶穌在屋裡吃飯的時候，有很多稅吏和罪人來與他和門徒一
起吃飯。法利賽人看見了，就對他的門徒說：“你們的老
師 為甚麼跟稅吏和罪人一起吃飯呢？”

耶穌聽見了，就說：“健康的人不需要醫生，有病的人才
需 要。我來不是要召義人，而是要召罪人。”



耶穌所做的第一個奇蹟，把水變成酒

之後耶穌去了在加利利地區的迦拿鎮，參加一個娶親的筵席。
祂的母親瑪利亞也參加了。但筵席主人沒有準備足夠的酒給每
個人喝。這會使筵席主人顏面盡失。因此瑪利亞便為筵席主人
求情。她把問題告訴耶穌。耶穌便做了個奇蹟，為筵席客人把
六口石缸裡的水變成酒。



耶穌談論上帝的愛和救贖計畫

耶穌向尼哥底母解釋一個人必須做什麼，才能得到救贖與永
生。

耶穌對他說，“神愛世人，甚至把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因為 神差他的兒子到
世上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藉著他得救。”



耶穌告訴一位撒瑪利亞婦女關於「活水」

當耶穌和祂的隨從者穿越撒瑪利亞時，耶穌在一口井邊休息。
祂在井邊遇到一位撒瑪利亞婦人，便和她談論「活水」。然後，
祂告訴她，祂就是彌賽亞！

撒瑪利亞婦人急忙回到敘加。她興奮地向人們講述她所遇到的
那個人和他們的對話。敘加城的許多撒瑪利亞人聚在她身邊，
聽她述說那興奮刺激的奇遇，然後她使他們大爲驚訝的宣稱∶
“ 然後，祂告訴我，祂就是彌賽亞！”

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裡去。 這群人來到耶穌和祂門徒休息
的井旁，就立刻開始請求耶穌留在他們城裏教導他們。



耶穌的講道:登山寶訓

在祂持續大約3年半的職務過了一半時，耶穌講了登山寶訓。
這次講道曾被轉述過最多次，是最為人所記得的教訓，也是
歷史上最家喻戶曉的演講。在講道時，耶穌說祂來是要成全
舊約的預言和許諾，還有人類應該原諒他們的敵人並應很快
解決彼此之間的紛爭；我們全是罪人並需要一位救主。



鹽和光

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如果鹽失去鹹味，怎能使它再變
鹹呢？它將毫無用處，只有被丟在外面任人踐踏。」

「你們是世上的光，如同建在山上的城一樣無法隱藏。 人點亮
了燈，不會把它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好照亮全家。
同樣，你們的光也應當照在人面前，好讓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
為，便讚美你們天上的父。」



上帝的關懷

耶穌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活憂慮，如吃什麼、喝
什麼，也不要為身體憂慮，如穿什麼。你們看天上的飛鳥，牠
們不種，不收，也不在倉裡積存糧食，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
們，難道你們還不如飛鳥貴重嗎？

「何必為穿著憂慮呢？你們看看野地的百合花是如何生長的，
它們既不勞苦，也不紡織。 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
爐中化為灰燼，上帝還這樣裝扮它們，何況你們呢？」



論賙濟窮人

「賙濟窮人的時候，不要大吹大擂，像那些偽君子在會堂和街
市上所行的一樣，以博取人們的讚賞。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
得到的賞賜僅此而已。 你們賙濟窮人的時候，要不聲不響地去
做。這樣，鑒察隱祕事的天父必賞賜你們。」

「你們要給他人，這樣上帝必給你們，並且會用大號升斗搖勻
壓實，滿滿地倒給你們，因為你們用什麼樣的量器量給別人，
上帝也會用什麼樣的量器量給你們。」



教導門徒禱告

有一天，耶穌在某地禱告完畢，有個門徒對祂說：「主啊，請
教導我們禱告。」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應該這樣禱告，『天父，願人都尊崇你
的聖名，願你的國度降臨，願你的旨意在地上成就，就像在天
上成就一樣。願你天天賜給我們日用的飲食。求你饒恕我們的
罪，因為我們也饒恕那些虧欠我們的人。不要讓我們遇見誘惑，
拯救我們脫離那惡者。』」



耶穌餵飽五千人

天色越來越晚了，耶穌的門徒擔心人群沒有食物吃。耶穌告
訴祂的門徒去餵飽人群，但祂的門徒說他們只有五個餅和兩
條魚。當時人很多，其中單單只是男人就有五千位，再加上
還有許多婦女和小孩。耶穌拿起餅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
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把剩下
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想像一下吧，食物增
加了那麼多呢！



耶穌平靜風和海

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對面去吧。」 他們就離開眾人，上
了耶穌乘坐的船，一起渡到湖的對岸。忽然，湖面上狂風大作，
波浪撞擊船身，船內幾乎灌滿了水。耶穌卻還在船尾枕著枕頭
睡覺。門徒叫醒了祂，說：「老師，我們快淹死了，你怎麼不
管呢？」

耶穌起來斥責狂風，對著湖面說：「靜下來！停下來！」於是
就風平浪靜了。祂對門徒說：「你們為什麼這樣害怕呢？你們
還是沒有信心嗎？」

他們極其害怕，彼此議論說：「祂到底是誰？連風浪都聽祂
的！」



耶穌使管會堂的人的女兒起死回生

一位管會堂的人來見耶穌並說他的女兒剛剛死了。耶穌和祂
的門徒去管會堂的人家裡，看見許多哀悼者聚集在一起。耶
穌請那些哀悼者離開，祂告訴他們女孩不是死了，而是睡著
了。那些哀悼者便嘲笑祂。但是，在那些哀悼者離開後，耶
穌拉起女孩的手，女孩便站起來，她復活了。



耶穌履海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祂就獨自上山去禱告。稍後，耶穌在
海面上走，這使祂的門徒感到非常驚慌。他們以為他們看見
一個在水上走的鬼怪。但是在他們意識到那是耶穌後，他們
都敬拜祂和說:“你真是神的兒子了。”



耶穌治好被鬼附害癲癇病的孩子

有一個人過來跪在耶穌跟前，說：「主啊！救救我的兒子吧！
每次鬼控制他，把他摔在地上，他就口吐白沫，咬牙切齒，
全身僵硬。我請你的門徒趕走那鬼，他們卻辦不到。」

耶穌說：「把他帶來吧。」他們把那孩子帶到耶穌面前。那
鬼一見耶穌，就使孩子抽搐，倒在地上打滾，口吐白沫。

耶穌斥責附在孩子身上的鬼，鬼就離開了那孩子，從此他就
好了。



從魚口得稅銀

耶穌和祂的門徒來到迦百農，收殿稅的人前來對彼得說：
“你們的老師不納稅嗎？” 他說：“納。”

彼得進到屋子裡，耶穌對他說：“你要到海邊去釣魚；把
第 一條釣上來的魚拿起來，打開魚的嘴，你就會找到一個
大銀 幣。你可以拿去交給他們作你我的殿稅。”



耶穌為小孩子祝福

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請求耶穌為他們按手禱告，卻受到
門徒的責備。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阻止他們，
因為天國屬於這樣的人。」於是祂為他們按手禱告。



誰最偉大

他們回到迦百農的住所，耶穌問門徒：「你們一路上爭論些什
麼？」他們都沉默不語，因為剛才他們在爭論誰最偉大。

耶穌叫了一個小孩子來站在他們當中，然後說：「凡像這小孩
子一樣謙卑的人，在天國才是最偉大的。」



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主

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同他吃飯，他就到法利賽人家去赴
席。

那城裡有一個女人，是個罪人，知道他在法利賽人家裡吃飯，
就拿著一瓶香膏， 38 站在耶穌背後，挨近他的腳哭，眼淚
滴濕他的腳，又用自己的頭髮擦乾，不住地吻他的腳，並且
抹上香膏。

耶穌就對她說：“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安地
去 吧！”



馬大和馬利亞

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名叫馬大的
女人，接他到家裡。她有一個妹妹，名叫馬利亞，坐在主
的腳前聽道。馬大被許多要作的事，弄得心煩意亂，就上
前來，說：“主啊，我妹妹讓我一個人侍候，你不理嗎
？ 請吩咐她來幫助我。”

耶穌回答她：“馬大，馬大，你為許多事操心忙碌，但
是 最需要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了那上好的分，
是不 能從她奪去的。”



一個詐騙者得救

撒該是一位富有的稅吏官，掌管許多負責爲政府收稅的稅吏們。
對猶太人來說，這些稅吏們是最下等的人。這些人是人所皆知
的騙子、敲詐者和剝削窮苦人的人。

但有一天，有件事發生了，而那完全改變了撒該。撒該在見到
耶穌、與祂交談後，他站著對主說：“主啊，請看，我要把
家 財的一半分給窮人，我若敲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 因為人子來，是要尋找拯
救 失喪的人。”



耶穌使拉撒路從死裡復活

當耶穌聽到祂的朋友，拉撒路，病的很嚴重時，祂說:「這
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的榮耀，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

幾天後，耶穌來到拉撒路所住的小鎮，有人告訴祂拉撒路已
死了四天。耶穌告訴瑪大，拉撒路的姐姐:“復活在我，生
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
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然後，瑪大回答耶穌:“主啊，是的，” 她 告 訴 祂
:“我信你 是基督，是神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
世界的。” 耶穌來到墳 墓前，呼叫拉撒路出來。拉撒路
就復活了，並起身從他的墳 墓走出來。



窮寡婦的奉獻

耶穌走到聖殿的奉獻箱對面坐下，看大家怎樣奉獻。很多財主
奉獻了大量的錢。 後來一個窮寡婦來了，投進了相當於一文錢
的兩個小銅錢。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位窮寡婦比其他人
奉獻的都多，因為他們不過奉獻了自己剩餘的，但這窮寡婦卻
奉獻了她賴以為生的。」



最大的誡命

一個經學家就來問耶穌：「誡命中哪一條最重要呢？」

耶穌回答道：「最重要的誡命是，『主——我們的上帝是獨一
的主。 你要全心、全情、全意、全力愛主——你的上帝』；
其次就是『要愛鄰如己』。再也沒有任何誡命比這兩條更重要
了。」



耶穌為門徒洗腳

逾越節之前，耶穌就離席站起來，脫了外衣，把毛巾束在腰間，
然後倒了一盆水為門徒洗腳，用束在腰間的毛巾擦乾。

耶穌給門徒洗完了腳，便穿上外衣再次坐下來，然後問道：
「我為你們做的，你們明白嗎？ 你們稱呼我『老師』，也稱呼
我『主』，你們稱呼得對，因為我是。 我是你們的老師又是你
們的主，尚且給你們洗腳，你們更應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立
了一個榜樣，好讓你們效法我。你們如果彼此相愛，世人就會
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最後的晚餐

耶穌在祂死之前與祂的門徒吃最後晚餐時，祂作了感恩禱告
和擘開了麵包，並且與他們一起分享。“ 拿去吃”，耶穌說
： “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
是紀 念我。”

在吃了麵包之後，耶穌把酒倒進一個杯子。祂告訴祂的門徒：
“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 即使祂知道，祂將經歷一
個受盡折磨、遭受酷刑的死亡過程，祂的心充滿了對世人無
私的愛，直到今日仍是一樣。祂願意為你個人流血犧牲，即
使只是為了你一個人的緣故，祂還是會再次這麼做。祂就是
那麼愛你！



主受死的預備

耶穌提醒祂的門徒們，祂就是他們通往天國的道路 ，並告訴他
們說，祂會在天國為他們準備漂亮的豪宅。祂應許會回答他們
的禱告。祂將有關聖靈的事告訴他們 。祂還應許在患難中，會
賜給他們恩典和平安，且充滿信心地宣稱，祂已戰勝了世界。
然後，祂為祂的門徒們禱告。



在客西馬尼禱告

耶穌照常到橄欖山去，門徒也跟著他。 到了那裡，於是耶穌
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跪下禱告說： “父啊，
如 果你願意，就把這杯拿走！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
成就 你的旨意。”



耶穌被釘十字架

猶太人領袖與猶大，耶穌的一位隨從者密謀，以便安排耶穌
的逮捕。耶穌遭人作偽證是個反政府叛亂者並且被釘死在十
字架上。

耶穌為我們死了。祂因為那麼愛我們，以致為了你和我而犧
牲了祂的生命來拯救我們。



耶穌復活了

但是甚至連祂的死亡，都不能滿足祂那些嫉恨而復仇心重的敵
人們！他們為了確保祂的跟隨者們不會偷走祂的屍體，而宣稱
祂又復活了，正如祂生前所說的那樣，所以這些虛假的宗教領
袖們就在祂的墳墓的門口，放了一顆巨石，並且安排了一隊羅
馬士兵在那裏看守。結果這個陰謀計劃被證明是徒勞無功的，
因為那些看守士兵後來反而變成了見證人，見證那所有奇蹟中
最大的奇蹟。當祂那無生氣的身體被安放在冰冷的墳墓中三天
之後，祂從死裏復活了，凱旋地戰勝死亡、地獄和墳墓！



耶穌在以馬午斯路上顯現

同一天，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叫以馬午斯的村子去，那村
子距耶路撒冷約十一公里；他們彼此談論所發生的這一切事。
正在交談議論的時候，耶穌親自走近他們，與他們同行，但
他們認不出他來。

他們走近要去的村子，他們強留他說：“天晚了，太陽下
山 了，請與我們同住吧！”他就進去與他們同住。到了吃
飯的 時候，他拿起餅來，感謝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
眼睛開 了，才認出是耶穌來。



耶穌向門徒顯現

當天晚上，即週日晚上，門徒因為害怕猶太人，把房門都關上
了。忽然，耶穌來了，站在他們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
安！」 說完，讓他們看祂的手和肋旁。門徒看見主，十分歡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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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升天

在祂復活之後，耶穌曾親自在數以百計的跟隨者面前現身，
並且鼓勵、堅定和安慰他們的心。祂告訴他們，祂將回去與
祂的天父在一起，但在靈裡祂總是與他們同在，永遠住在他
們的心中！祂也給了這些跟隨者一個美好的允諾，就是：
「有一天，我會再回來！」



當耶穌回來時

耶穌正在邀請你去參加一個宴會！一個世上所曾舉行過的最
盛大、最令人感到興奮而歡樂的宴會！將會有數以十億計、
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參加這個宴會！將舉行它的地方是那麼龐
大、那麼美麗、那麼不屬於這個世界，以致它是超乎你所能
想像的！

當耶穌回來時，上帝的號筒將會吹響，耶穌那如雷般的宏亮
聲音，將會從天空呼喊出：“到上面來吧！”祂所有得救了
的孩子，都將被提升到雲裡與祂相聚。然後我們所有人都將
與上主一起飛離這個世界，去參加在天堂裡舉行的前所未有、
最盛大的宴會－－我們與上主和所有心愛之人的美好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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