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對我[摩西] 說：『我要從他們的兄弟中間，給他們興起一
位先知，像你一樣；我要把我的話放在他口裡，他必把我吩咐他
們的一切話都對他們說。』

所以，主會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必有童貞女懷孕生子並給祂取
名叫以馬內利[1]。

以法他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各城中毫不起眼，但將有一位從你
那裡出來，為我統治以色列；祂的根源自亙古，來自太初。祂要
挺身而起，倚靠上帝的能力，奉祂上帝的威名牧養祂的群羊。他
們將安然居住，因為那時祂必受尊崇，直達地極。祂必給他們帶
來平安！(申命記 18:17-18, 以賽亞書 7:14, 彌迦書 5:2,4-5)

1「以馬內利」意思是「上帝與我們同在」。

12月1日



看啊，我所扶持、所揀選、所喜悅的僕人，我已將我的靈賜
給祂，祂必將正義帶給萬邦。祂不喧嚷，不呼喊，不在街上
高聲說話。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
。祂必信實地帶來正義。祂不灰心也不沮喪，直到祂在地上
設立正義。四海都渴望祂的訓誨。

創造諸天、鋪展穹蒼、設立大地和地上的一切、賜給世人生
命氣息和靈性的上帝說：「我憑公義呼召你，我必扶持你，
保護你，使你做我與眾民立約的中保、成為列國的光，使你
開瞎子的眼睛、從監牢中釋放囚犯、領出陷在黑暗中的人。
」(以賽亞書 42:1-7)

12月2日



「我看見寶座已設立，上面坐著亙古長存者，祂的衣服潔白
如雪，頭髮如純淨的羊毛。祂的寶座是火焰，寶座的輪子是
烈火。從祂面前流出火河，事奉祂的有千千，侍立在祂面前
的有萬萬。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看見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到
亙古長存者那裡，被引到祂面前。 他得到權柄、榮耀和國度，
各族、各邦、各語種的人都要事奉他。他的統治直到永遠、
沒有窮盡，他的國度永不滅亡。」(但以理書 7:9-10, 13-14)

12月3日



但是現在耶穌得了更尊貴的職分，正好像他是更美的約的中
保，這約是憑著更美的應許立的。如果頭一個約沒有缺點，
就沒有尋求另一個約的必要了。 可是神說：

「看啊，時候將到，我要立新約，... 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
他們腦中，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我
的子民。誰都無需再教導自己的鄰居和弟兄，說，『你要認
識主。』因為他們無論尊卑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過
犯，忘掉他們的罪惡。」(希伯來書 8:6-8,10-13)

12月4日



律法只是將來美事的一個投影，並非本體的真像，所以年復一
年的獻祭不能使前來敬拜的人純全。 公牛和山羊的血根本不能
除去人的罪。

所以，基督來到世上的時候曾說：「上帝啊，祭物和供物非你
所悅，你為我預備了身體。你並非喜愛燔祭和贖罪祭。」... 
然後祂又說：「我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這樣，祂廢除了前
者，為要設立後者。上帝的旨意是：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自己
的身體，便使我們永遠聖潔了。(希伯來書 10:1,4-5,9-10)

12月5日



撒迦利亞在 神面前按著班次執行祭司的職務，照祭司的慣例抽中了籤，
進入主的聖殿燒香。 燒香的時候，眾人都在外面祈禱。

那時，主的天使在香壇的右邊向撒迦利亞顯現，撒迦利亞見了，驚慌害
怕起來。天使對他說：「撒迦利亞，不要害怕，你的禱告已蒙垂聽。你
的妻子伊莉莎白要為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取名叫約翰。你必歡喜快
樂，許多人也會因為他的誕生而欣喜雀躍，因為他將成為主偉大的僕人。
他必滴酒不沾，並且在母腹裡就被聖靈充滿。他將勸導許多以色列人回
心轉意，歸順主——他們的上帝。他將以先知以利亞的心志和能力作主
的先鋒，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使叛逆的人回轉、順從義人的智慧，為
主預備合用的子民。」

撒迦利亞對天使說：「我已經老了，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紀，我如何知道
這是真的呢？」 天使回答說：「我是侍立在上帝面前的加百列，奉命
來向你報這喜訊。我說的這些話到時候必定應驗。但因為你不肯相信我
的話，所以這事成就以前，你將變成啞巴，不能說話。」(路加福音
1:8-20)

12月6日



伊莉莎白懷孕六個月的時候，
天使加百列又奉上帝的命令到
加利利的拿撒勒，去見一位童
貞女，她叫瑪麗亞。瑪麗亞已
經和大衛的後裔約瑟訂了婚。

天使到了瑪麗亞那裡，說：
「恭喜你！蒙大恩的女子，主
與你同在！」

瑪麗亞聽了覺得十分困惑，反
覆思想這話的意思。天使對她
說：「瑪麗亞，不要害怕，你
在上帝面前已經蒙恩了。你要

12月7日

懷孕生子，並給祂取名叫耶穌。 祂偉大無比，將被稱為至高
者的兒子。祂要永遠統治，祂的國度永無窮盡。」

瑪麗亞對天使說：「這怎麼可能呢？我還是童貞女。」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
所以你要生的那聖嬰必稱為上帝的兒子。看啊，你的親戚伊
莉莎白年紀老邁，一向不能生育，現在已經懷男胎六個月了。
因為上帝無所不能。」

瑪麗亞說：「我是主的婢女，願你所說的話在我身上成就。」
於是天使離開了她。(路加福音 1:26-38)



不久，瑪麗亞便動身趕到猶太山區的一座城，進了撒迦利亞的家，
向伊莉莎白請安。伊莉莎白一聽見瑪麗亞的問安，腹中的胎兒便跳
動起來，伊莉莎白被聖靈充滿，高聲喊著說：「在婦女中你是最蒙
福的！你腹中的孩子也是蒙福的！我主的母親來探望我，我怎麼敢
當呢？我一聽到你問安的聲音，腹中的孩子就歡喜跳動。相信主所
說的話必實現的女子有福了！」

瑪麗亞說：「我的心尊主為大，我的靈因我的救主上帝而歡喜，因
祂眷顧我這卑微的婢女，從今以後，世世代代都要稱我是有福的。
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奇事，祂的名是神聖的。祂憐憫敬畏祂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祂伸出臂膀，施展大能，驅散心驕氣傲的人。祂使
當權者失勢，叫謙卑的人升高。祂使饑餓的得飽足，叫富足的空手
而去。」

瑪麗亞和伊莉莎白同住了約三個月，便回家去了。(路加福音
1:39-53,56)

12月8日



• Public domain

伊莉莎白的產期到了，生
下一個兒子。親戚和鄰居
聽見主向她大施憐憫，都
和她一同歡樂。

到了第八天，他們來給孩
子行割禮，想照他父親的
名字給他取名叫撒迦利亞。
但伊莉莎白說：「不！要
叫他約翰。」

他們說：「你們家族中沒
有人用這個名字啊！」 他
們便向他父親打手勢，問
他要給孩子起什麼名字。

12月9日

撒迦利亞就要了一塊寫字板，寫上：「他的名字叫約翰。」大
家看了都很驚奇。

就在那時，撒迦利亞恢複了說話的能力，便開口讚美上帝。住
在周圍的人都很懼怕，這消息很快就傳遍了整個猶太山區。聽
見的人都在想：「這孩子將來會怎樣呢？因為主與他同在。」
(路加福音 1:57-66)



孩子的父親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滿，便預言說：

「主——以色列的上帝當受稱頌，因祂眷顧、救贖了自己的子
民，在祂僕人大衛的家族中為我們興起了一位大能的拯救者，
正如祂從亙古藉著祂聖先知們的口所說的。...

至於你，我的兒子啊！你將要被稱為至高者的先知，因為你要
走在主的前面，為祂預備道路，使百姓因罪得赦免而明白救恩
的真諦。由於上帝的憐憫，清晨的曙光必從高天普照我們，照
亮那些生活在黑暗中和死亡陰影下的人，帶領我們走平安的道
路。」(路加福音 1:67-70,76-79)

12月10日



耶穌的母親瑪麗亞和約瑟訂了婚，還沒有成親就從聖靈懷了孕。
約瑟是個義人，不願公開地羞辱她，便決定暗中和她解除婚約。

他正在考慮這事的時候，主的一位天使在夢中向他顯現，說：
「大衛的後裔約瑟，不要怕，把瑪麗亞娶過來，因為她所懷的孕
是從聖靈來的。她將生一個兒子，你要給祂取名叫耶穌，因為祂
要把自己的子民從罪惡中救出來。」

這一切應驗了主藉著先知所說的話：「必有童貞女懷孕生子，祂
的名字要叫以馬內利，意思是『上帝與我們同在』。」約瑟醒來，
就遵從主的天使的吩咐和瑪麗亞結婚。(馬太福音 1:18-25)

12月11日



那時，凱撒奧古斯都頒下諭旨，命羅馬帝國的人民都辦理戶口
登記。大家都回到本鄉辦理戶口登記。約瑟因為是大衛家族的
人，就從加利利的拿撒勒鎮趕到猶太地區大衛的故鄉伯利恆，
要和已許配給他、懷著身孕的瑪麗亞一起登記。他們抵達目的
地時，瑪麗亞產期到了，便生下第一胎，是個兒子。她用布把
孩子裹好，安放在馬槽裡，因為旅店沒有房間了。(路加福音
2:1-7)

12月12日



當晚，伯利恆郊外有一群
牧羊人正在看守羊群。忽
然，主的天使向他們顯現，
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
他們非常害怕。天使對他
們說：「不要怕！我告訴
你們一個有關萬民的大喜
訊，今天在大衛的城裡有
一位救主為你們降生了，
祂就是主基督！你們將看
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躺在馬
槽裡，這就是給你們的記
號。」

忽然，有一大隊天軍出現，
與那天使一同讚美上帝說：

12月13日

「在至高之處，願榮耀歸於上帝！在地上，願平安臨到祂所喜悅
的人！」

眾天使離開他們升回天上之後，牧羊人便商議說：「我們現在去
伯利恆，察看一下主剛才告訴我們的那件事吧！」他們就連忙進
城，找到了瑪麗亞和約瑟以及躺在馬槽裡的嬰孩。他們看過之後，
就把天使告訴他們有關這嬰孩的事傳開了。聽見的人都對牧羊人
的話感到驚訝。(路加福音 2:8-18)



耶路撒冷有一位公
義敬虔、有聖靈同
在的人名叫希緬，
他一直期待著以色
列的安慰者到來。
聖靈曾啟示他：他
去世前必能親眼看
見主所立的基督。
一天，他受聖靈感
動進入聖殿，看見
約瑟和瑪麗亞抱著
嬰孩耶穌進來，要
依照律法的規定為
祂行奉獻禮，就把
祂抱過來，稱頌上

12月14日

帝說：

「主啊，現在你的話已經成就，可以讓你的奴僕安然離世了，因
為我已親眼看到你的救恩，就是你為萬民所預備的救恩。這救恩
是啟示外族人的光，也是你以色列子民的榮耀。」

又有一個女先知，就是亞拿，是亞設支派法內利的女兒。就在那
時候，她前來稱謝 神，並且向期待耶路撒冷蒙救贖的眾人，講
論孩子的事。(路加福音 2:25-32,36,38)



12月15日

不安。希律王就召來祭司長和律法教師，問他們：「基督在哪裡降生
呢？」

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先知這樣記載，『猶大地區的伯
利恆啊！你在猶大各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裡出
來，牧養我的以色列子民。』」

於是，希律暗中召見那幾位智者，仔細查問那星出現的準確時間，然後
派他們去伯利恆，並吩咐道：「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個小孩，找到了，就
回來報信，我也好去朝拜祂。」

他們聽了王的吩咐，就去了。忽然，那顆曾在東方出現的星又出現在他
們前面，引領他們來到小孩耶穌所在的地方，便停下來。他們看見那顆
星，喜出望外。

他們進了屋子，看見孩子和祂母親瑪麗亞，就俯伏在地上拜祂，並打開
盛寶物的盒子獻上黃金、乳香和沒藥作禮物。

他們在夢中得到指示不可回希律那裡，便改道返回了家鄉。(馬太福音
2:1-12)

希律王執政期間，耶
穌降生在猶太的伯利
恆城。當時有幾位智
者從東方來到耶路撒
冷，問道：「那生來
做猶太人之王的在哪
裡呢？我們在東方看
見祂的星，特來朝拜
祂。」

希律王聽後，心裡不
安，全城的人都感到



12月16日

利恆附近兩歲以下的男孩殺光。

希律死後，主的天使在夢中向在埃及的約瑟顯現，說：「起來，帶著孩
子和祂母親回以色列去吧！因為要殺害孩子的人已經死了。」約瑟就起
來，帶著孩子和祂母親返回以色列。

但約瑟聽聞亞基勞繼承父親希律的王位統治猶太，就不敢回猶太。這時，
他在夢中得到主的指示，便前往加利利地區，定居在拿撒勒鎮。這應驗
了先知的話：「祂將被稱為拿撒勒人。」(馬太福音 2:13-23)

他們離開之後，主的天使
在夢中向約瑟顯現，說：
「起來，帶著小孩子和祂
母親逃往埃及，住在那裡
等候我的通知，因為希律
要尋找這孩子，殺害祂。」
於是，約瑟起來帶著孩子
和祂母親連夜逃往埃及，
並在那裡一直住到希律死
了。這就應驗了主藉著先
知所說的話：「我把兒子
從埃及召出來。」

希律見自己被智者愚弄，
大為惱怒，便照著智者所
說的時間推算，下令把伯



12月17日

祂[耶穌]雖然本質上是上帝，卻沒有緊緊抓住自己與上帝平等的
地位不放，反而甘願放下一切，取了奴僕的形像，降生為人的樣
子。祂以人的樣子出現後，就自願卑微，順服至死，而且死在十
字架上。因此，上帝將祂升為至尊，賜給祂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使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無不屈膝跪拜在耶穌的名下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是主，將榮耀歸於父上帝。(腓立比書 2:6-
11)



走在黑暗中的人必看見大光，活在死亡陰影下的人必被光照
亮。上帝啊，人民都喜氣洋洋，在你面前歡喜快樂，好像豐
收時那樣歡喜，如同瓜分戰利品時那樣快樂。

必有一個嬰兒為我們誕生，有一個孩子要賜給我們。祂必統
治我們，祂被稱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存的父、和
平的君。祂的國必長治久安。祂必坐在大衛的寶座上以公平
和公義治國，使國家永固。萬軍之耶和華必熱切地成就此事
。(以賽亞書 9:2-4,6-7)

12月18日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膏立了我，讓我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差遣我醫治傷心的人，宣告被擄的人得釋放、被囚的人得
自由；宣告我們上帝的恩年，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以喜樂的膏
油取代他們的哀傷，以頌讚的外袍取代他們的沮喪。他們將被
稱為耶和華所栽種的公義橡樹，以彰顯祂的榮耀。

我因耶和華而無比喜樂，因我的上帝而心裡快樂，因為祂給我
穿上救恩的衣服、披上公義的袍子，使我像戴上華冠的新郎，
又像戴上飾物的新娘。大地怎樣使嫩苗長出，園子怎樣使種子
發芽，主必照樣使公義與頌讚在萬民中滋長。(以賽亞書 61:1-
3,10-11)

12月19日



基督是那不能看見之上帝的真像，超越一切受造之物。 因為萬
物都是藉著祂創造的，天上的、地上的、有形的、無形的、作
王的、統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切都是藉著祂也是為了祂
而創造的。 祂存在於萬物之前，萬物都靠祂而維繫。

因為上帝樂意讓一切的豐盛住在祂裡面，又藉著祂在十字架上
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天地萬物藉著祂與上帝和好。(歌羅西
書 1:15-17, 19-20)

12月20日



無人能夠靠遵行律法而被上帝視為義人，律法的本意是要使人
知罪。但如今，上帝的義在律法以外顯明出來，有律法和眾先
知做見證。人只要信耶穌基督，就可以被上帝稱為義人，沒有
一個人例外。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欠上帝的榮耀。

但蒙上帝的恩典，靠著基督耶穌的救贖，世人被無條件地稱為
義人。 上帝使基督耶穌成為贖罪祭，以便人藉著相信耶穌的
寶血可以得到赦免。(羅馬書 3:20-26)

12月21日



太初，道已經存在，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太初，道就
與上帝同在。萬物都是藉著祂造的，受造之物沒有一樣不是藉
著祂造的。祂裡面有生命，這生命是人類的光。光照進黑暗裡
，黑暗不能勝過光。

有一個人名叫約翰，是上帝差來的。他來是要為光做見證，叫
世人可以藉著他而相信。約翰不是那光，他來是為那光做見證
。那照亮世人的真光來到了世上。(約翰福音 1:1-9)

12月22日



Public domain

祂來到自己所創造的世界，世界卻不認識祂。祂來到自己的地
方，自己的人卻不接納祂。但所有接納祂的，就是那些信祂的
人，祂就賜給他們權利成為上帝的兒女。這些人既不是從人的
血緣關係生的，也不是從人的情慾或意願生的，而是從上帝生
的。

道成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滿了恩典和真理。我們見過祂
的榮耀，正是父獨一兒子的榮耀。

約翰為祂做見證的時候，高聲喊道：「這就是我以前所說的那
位，『祂在我以後來卻比我位分高，因為祂在我之前已經存在
了。』」從祂的豐盛裡，我們一次又一次地領受了恩典。因為
律法是藉著摩西頒佈的，恩典和真理是藉著耶穌基督賜下來的。
(約翰福音 1:10-17)

12月23日



除了從天上降下來的人子[耶穌]以外，沒有人到過天上。摩西
在曠野怎樣舉起銅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祂的
人都得到永生。因為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獨一的兒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祂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上帝差祂的兒子到
世上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藉著祂的兒子拯救世人。

上帝所差來的，說的是上帝的話，因為上帝將聖靈無限量地賜
給祂。 父愛子，已把萬物交在祂手裡。信子的人有永生。(約
翰福音 3:13-17, 34-36)

12月24日



既是這樣，還有什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
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

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
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
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裡的。

使基督藉著你們的信心住在你們心裡，使你們在愛中扎根、堅
立，以便能夠與眾聖徒一同領悟基督的愛是多麼長闊高深，並
知道基督的愛是遠超過人所能理解的愛，好叫上帝無限的豐富
充滿你們。(羅馬書 8:31-32, 38-39; 以弗所書 3:17-19)

https://www.behance.net/gallery/16210019/
a-conversation-with-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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