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8 年第 51 周（12 月 16 日–12 月 22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 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让他有时间预备。
破冰：不能没有你
时间：10－15 分钟
材料：纸、笔
内容：组长说：“看看什么是你少不了的？”
1. 假设组员家中现在发生火警，必须尽快抢救家中三样东西。用 30 秒思考，然后写在纸上。
2. 组员逐一分享及结实自己写下的东西，其他组员可发问。改变：可以把纸混合抽取，让
组员猜猜此纸属谁，这可加强游戏气氛。
B. 敬拜 Worship（15 分钟）：带领敬拜的人要控制时间、带领大家祷告。若圣灵感动组员有
知识的言语，组长可以让领受的人按次序说出来。
一切都更新
喔主祢赐我新生命
拥有全新盼望

爱中相遇
每一天渴望与祢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祢

我渴望看见
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祢面
昼夜地祷告为这世代呼求

得着完全的自由
祢的自由在我心
祢赎回我生命
全因耶稣基督宝血
我们来到祢面前 全心来敬拜

唯有祢是我的喜乐和力量
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祢
每一天渴望与祢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降服在祢大能荣耀里
唯有祢是我的良人和恩友
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祢

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
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

有祢万事都可能 祢荣耀掌权
我们高声唱全地都宣扬
同心高举全能君王
祢荣耀掌权
主祢大能叫一切都更新
我们已得释放 不再受到捆绑
祢是一切所需
愿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
我为主发光

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
以清洁的心单单事奉祢
愿祢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
求圣灵更新 掌管我一生
洁净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随祢
在爱中遇见祢
洁净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随祢
荣耀中敬拜祢
每一天渴望与祢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祢唯有
祢是我的喜乐和力量
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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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看见祢的荣耀彰显
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
圣灵如风地吹进
每颗枯干的心灵
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
我渴望看见祢的荣耀彰显
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
父亲回转向儿女 儿女回转向父
亲 每个世代合一敬拜祢
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
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
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
呼求复兴临到这世代
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
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
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
呼求复兴临到这世代

C. 话语 Word（50 分钟）：（请组长事先做好预备，最好先看过一遍，对内容有个概念，再
思考如何按着圣灵的感动，引导每位组员分享。请注意，重点不是讲道，而是引导每个人应
用神的真理）
信息主题：绝对不会放弃你
讲道日期：2018 年 12 月 9 日

讲员：陈国贤牧师

圣诞节要到了，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圣诞节(Christmas)”这个字，由“基督(Christ)”+“崇拜聚会(mass)”两个字组成。所
以，
“耶稣基督”和“敬拜基督”二者合起来，即“基督弥撒”。这就是圣诞节的中心和本质，
耶稣是受膏的拯救者，是犹太人热烈期待已久的，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
马太福音 1:21-23
21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22 这一
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23“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
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这就是圣诞节了，我们纪念和庆贺神藉着耶稣降世为人，称祂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
们同在的时节。
约翰福音 1:1-4
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2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翰福音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
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道成肉身是神化身为人来到世上，到我们当中。为什么神会愿意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使徒
保罗其实在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的答案是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谜。
提摩太前书 3:16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本周的信息主题是：“绝对不会放弃你”。要强调的是：我们所崇拜的神，祂绝对不会放弃
我们。即使我们悖逆神，即使我们离开神，祂仍然对我们不离不弃，并且来寻找和拯救我们。

“最美好的事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翰.卫斯理
创世记 3:23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为什么神那么做呢？因为祂爱，因为祂在
乎亚当和夏娃。神是圣洁的、公义的，人如果有罪孽，生命里有黑暗，在神的面前必定被毁
灭！当人在创世记犯罪时，神已经预备了一个拯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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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
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当我们翻读圣经时，就会读到神一再的对人伸出援手，采取主动，派遣天使、先知、士师去
呼召人回归到神那里。可是一次又一次，人都拒绝神的仆人，拒绝回到神那里。最终，神差
遣祂唯一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证明了在神的眼里我们是何其的重要，何其的宝贵。
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来与我们同在，拯救我们呢？
1. 祂坚决不撇下我们
无论发生什么事，祂坚决不撇下我们，祂来救赎我们。当亚当和夏娃犯罪时，其实神可以撇
下他们不管，让他们自生自灭，或是将他们处死，然后重新再造男造女，就一了百了。但是
神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差遣祂唯一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我们呢？换做是我们，若
我们的孩子做错事，我们是不会撇下他们不管的！同样的，神也不会撇下我们！因为祂如果
撇下我们，就等于将我们降服于罪和黑暗里。祂不愿意那么做，祂不会将我们撇下，因为祂
爱我们，因为我们是祂所在乎的。祂是爱，祂是光，祂要来拯救我们。
路加福音 15:3-7 3 耶稣就用比喻说：4“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
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5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6
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7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路加福音 15:8-10 8“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
地找，直到找着吗？9 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
们和我一同欢喜吧！’10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耶稣分享这两个比喻，彰显了神对我们的爱。因为爱，祂坚决不会撇下我们。那牧羊人走失
了一只羊，他竟然撇下 99 只，而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不停的到处去找，不管需要多少时间，
都不肯罢休，直到找到为止。他坚决不会撇下那只失羊，因为那是他在乎的、他疼爱的、他
珍惜的。同样的，失去一块钱的妇人，她会不惜点上灯，不愿意等到隔天才寻找失钱，不惜
花多大的代价，不停的寻找那失落的，直到找着为止。因为每一只羊，因为每一块钱都很珍
贵，很重要，不可以失去，不可以失落的！
当耶稣在路加福音 15 章分享失羊和失钱的比喻，祂是借此向听祂讲道的人分享一个重要的信
息，就是神是多么的爱他们，祂坚决不撇下他们。同样的，神也爱我们。因此，祂会倾尽一
切，为要寻找我们，拯救我们。神的方式就是差遣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来
的目的是：
路加福音 19:10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神其实可以抛下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重新再造人，但是祂却坚决不撇下我们，甚至为了
拯救我们，自己背负我们的罪，祂以祂的身体，祂的宝血，来救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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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 2:5-8 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6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的，7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8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当那创造历史永恒的上帝，为了爱我们，竟然选择从无限的时空进入有限的时空，把脚踏
上地球的那一刻，那才是人类历史上最空前、最伟大的一刻！”- 葛培理
神坚决不撇下我们，无论我们经历什么，神都不会离弃我们的，这是神的应许。
2. 祂坚决不放弃我们
无论我们做了什么，神都坚决不放弃我们，祂来追寻我们。
路加福音 15:11-24
11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12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13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
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14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
苦起来。15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16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
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17 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
18
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19 从
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20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
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21 儿子说：‘父亲，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22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
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23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
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24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如果我们是这比喻中的父亲，有一个大逆不道的儿子，通常我们会放弃他、当他死了。这是
人性！我们知道宽恕，谅解和爱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面对背叛，被出卖时，我们很容易的
选择放弃，不想再受伤了。可是比喻中的父亲有一颗父神的心，他坚决不放弃这个浪子，无
论儿子做了什么，是否知错，是否悔改。父亲痴痴的等待孩子有一天会回来，他天天的等，
风雨无阻的等，因为他有一个信念，总有一天会等到儿子的归来。天天的盼，盼着儿子有一
天倦了，累了，想家了，想父亲了，会浪子回头。他就是不愿意停止等待，停止盼望，他就
是坚决不放弃！
路加福音 15:20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
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这个父亲，从头到尾都不曾遗忘这个小儿子，至始至终都在等待这个叛逆的小儿子的归来。
当他看见儿子回来时，他便动了慈心，他不假思索的向儿子奔去，接纳他，宽恕他，疼惜他，
之后更再次恢复他作为儿子的身份。
申命记 31:6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
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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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做了什么，如何悖逆神，如何伤透祂的心，神仍然坚决不放弃我们，为了拯救我们，
道成肉身，来寻找我们，与我们同在，甚至背负我们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罗马书 5:7-8
7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8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有句话说：“耶稣为我们而死，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祂渴望与我们同在。”
对神而言，我们都是极其珍贵的，我们是祂眼中的瞳人，祂渴望与我们同在。因为如此，祂
愿意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CHRISTMAS”圣诞节的九大真实意义：
C 是关于基督，而不是圣诞卡 - It is
H 是关于盼望，而不是假期
- It is
R 是关于喜乐，而不是娱乐
- It is
I 是关于肉身，而不是怀孕
- It is
S 是关于救恩，而不是圣诞老人 - It is
T 是关于感恩，而不是火鸡
- It is
M 是关于反省，而不是物质
- It is
A 是关于敬拜，而不是活动
S 是关于分享，而不是购物

about
about
about
about
about
about
about

Christ, not Christmas Card
Hope, not Holiday
Rejoice, not Recreation
Incarnation, not Impregnate
Salvation, not Santa Claus
Thanksgiving, not Turkey
Meditate, not Matters

- It is about Adore, not Activity
- It is about Sharing, not Shopping

小组讨论分享：
【请组长以下列问题带领小组讨论，在控制时间的同时也尽量让每位组员都有机会参与发言，
分享。将分享讨论带出来的问题或困难带到分组祷告中彼此服事。】
Q1. 对你而言，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请分享。
Q2. 当你所珍惜的一件东西遗失了，你是否会竭尽所能的去寻找，或是抱着找不到就算了反
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心态，就放弃寻找了。请坦诚分享。
Q3. 你是否有被离弃、不被重视的经历？你如何在被拒绝过程中经历到神的爱和怜悯？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坦诚分享，然后彼此祷告。

背诵经文：
申命记 31:6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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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服事 Work（15 分钟）：服事时间是聚焦异象及服事，祷告的时候 ：
1. 纪念 3×3 未信主朋友。2.为组员的需要祷告。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1. 圣诞派对
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再次动员教会所有的小组举办圣诞派对！圣诞节不只是基督徒庆祝的节
日，而是和家人朋友分享基督的爱一个难得的机会。开始祷告、联系和邀请亲人朋友参加你
小组的圣诞派对吧！我们也为你准备了一份领袖手册，希望能协助你计划于进行你的圣诞派
对。祝你圣诞快乐，愿你有个愉快难忘的派对！
预备你的感恩分享
1. 祷告 - 开始撰写之前，祈求圣灵通过你和你的故事来说话。
2. 设一个主题（为某个特点感谢神）- 确保你的分享有一个主题，这样你的分享是集中的，
并把要点讲清楚，例如，你可以专注在上帝在你的生命中的医治。
3. 构建你的分享（简介、经历、结论）- 一个好的结构会确保你的听众能够听懂你的分享，
这会吸引住他们，并清晰地传达出所要表达的想法。
4. 写下来 - 重要的是要逐字逐句写下你的全部分享，这样你就能提前想好分享点之间的转
换，并确保你的分享简洁。
5. 练习 - 记住你的剧本，并以交谈的方式分享。 在你的小组分享或与另一个你能自在分享
的信徒分享，请他（们）给你反馈。 减掉不必要的细节或基督教的术语，改进它，使它更有
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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