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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幾星期開始 ………

《將臨期》
㇐個學習預備和等候的日子

〈Advent〉 - A Time of Preparation and Anticipation



約瑟

思想…

對人有仁厚 對神的順服

馬利亞 聽命順從神話語 慎思觀看神作為

道成肉身，光照黑暗 接受光

從黑暗遷移到光明 光明之子活在光明中



1 

當那些日子，凱撒奧古斯都有旨意下來，
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

2 

這是居里扭作敘利亞巡撫的時候，
頭㇐次報名上冊的事。

3

眾人各歸各城，報名上冊。

路加福音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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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猶太去，
到了大衛的城，名叫伯利恆，

因他本是大衛㇐族㇐家的人，
5

要和他所聘之妻馬利亞㇐同報名上冊。
那時馬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

6他們在那裏的時候，馬利亞的產期到了，
7就生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

放在馬槽裏，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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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
9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

牧羊的人就甚懼怕。
10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伯！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11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12你們要看見㇐個嬰孩，包著布，
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

路加福音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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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忽然，有㇐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
14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

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15眾天使離開他們，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彼此說：「我們往伯利恆去，
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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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他們急忙去了，就尋見馬利亞和約瑟，
又有那嬰孩臥在馬槽裏；

17既然看見，就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
18凡聽見的，就詫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
19馬利亞卻把這㇐切的事存在心裏，反覆思想。

20牧羊人回去了，因所聽見所看見的㇐切事，
正如天使向他們所說的，就歸榮耀與神，讚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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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就生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
放在馬槽裏，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

12你們要看見㇐個嬰孩，
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

16他們急忙去了，就尋見馬利亞和約瑟，
又有那嬰孩臥在馬槽裏；

馬槽裡的救主



祂的出生
His Birth

祂的㇐生
His Life

馬槽裡的救主



祂的出生
His Birth

路加 2:7
(她) 就生了頭胎的兒子，

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

客店 - 沒有地方給馬利亞生耶穌



祂的出生
His Birth

路加 2:7, 12, 16 (她) 就生了頭胎的兒子，
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

…看見㇐個嬰孩，臥在馬槽裏…

馬槽 - 並非㇐個理想生產的地方



祂的出生
His Birth

路加 2:8 ff. 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
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

牧羊人 - 並非高尚職業



客店 - 沒有地方給馬利亞生耶穌

馬槽 - 並非㇐個理想生產的地方

牧羊人 - 並非高尚職業

祂的出生
His Birth



太 1:19 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
不願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

祂的出生
His Birth

約瑟 - 起初不願迎娶馬利亞



太 2:1-2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
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

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
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祂的出生
His Birth

星相家 - 並非㇐些高貴的王室



太 2:3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裏不安；
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祂的出生
His Birth

希律王 - 不喜歡耶穌的降生，想除掉祂



約瑟 - 起初不願迎娶馬利亞

星相家 - 並非㇐些高貴的王室

希律王 - 不喜歡耶穌的降生, 想除掉祂



祂的㇐生
His Life

約翰 4:44 耶穌自己說過：「先知在本鄉是不受尊敬的。」

--被同鄉拒絕

約翰 5:18 因此猶太人就更想殺耶穌，因為他不但破壞安息日，
而且稱上帝為自己的父，把自己與上帝當作平等。

--被所謂“愛神的人”拒絕



約 6:66 從此，他的門徒中有許多人退去了，不再與他同行。

約 7:5 原來連他的弟弟也不信他。

-- 被自己門徒拒絕

-- 被親人拒絕

祂的㇐生
His Life



祂的㇐生
His Life

約19:16 於是彼拉多把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

-- 最後被釘十字架

約 13:2 吃晚飯的時候（魔鬼已經把出賣耶穌的意念
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的心裏），

-- 被自己門徒出賣



祂的㇐生
His Life

馬太7: 39-44 過路的人嘲笑他，搖著頭說：「你這個想拆毀
聖所，三日之內又把它建造起來的，救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神
的兒子，從十字架上下來吧！」祭司⾧、經學家和⾧老也同樣
譏笑他，說：「他救了別人，卻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是以色列
的王，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就信他。他信靠神 ；如
果神喜悅他，就讓上帝現在救他吧，因為他說自己是神的兒子
。」和他㇐同釘十字架的強盜也都這樣侮辱他。

-- 被人嘲笑而終



被自己門徒出賣

被人嘲笑而終

被同鄉拒絕 被“愛神的人”拒絕

被自己門徒拒絕 被親人拒絕

最後被釘十字架

祂的㇐生
His Life



祂到自己的地方來，
自己的人卻不接受祂。

約翰福音1:11

被人拒絕 …
Rejection …

卻…
yet



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賜給他們權利，
成為上帝的兒女。

約翰福音1:12



被人拒絕成就救恩
Rejection     Salvation



約翰福音 3:16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切信他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賜給 -- 付出



付出
Giving



以弗所書 1:7

我們藉這愛子（耶穌）的血得蒙救贖，
過犯得以赦免(寬恕)，
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寬恕
Forgiving



付出
Giving

寬恕
Forgiving



馬槽裡的救主

由被人拒絕到成就救恩
藉著

付出和寬恕
From Rejection to Salvation

Through
Giving & Forgiving



我們可以付出，因我們已經得著
我們可以饒恕，因我們已被饒恕
We can give because we have been given.
We can forgive because have been forgiv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