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52 周（12 月 20 日–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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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刚宣布 12 月 28 日我国进入病毒阻断措施解封第三阶段，允许所有宗教场所放宽参与宗
教集会的人数上限至 250 人，分五个区，每个区最多 50 人;也能进行现场唱诵歌乐活动，但
必须遵守安全管理措施。
我们约有 10 个月未参加实体敬拜聚会，若我们有机会参加“新常态”下的聚会，以 10 分为
满分，你自己会给自己的心打几分来参加聚会？
请大家一起为我们教会的开放聚会准备工作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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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行了大事

祢配得全所有/我尊崇祢

基督是我满足

耶和华 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
祂铺张云彩当遮盖
夜间使火光照
耶和华 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
祂在亁旱之处使水流成河

众圣徒众天使俯伏宝座前
众长老谦卑
卸下冠冕在神羔羊前敬拜

祢是我奖赏
是我唯一所爱慕
这世上没有事物
能够带给我满足
在试炼中 我灵歌唱
永不回头 我得自由

我们要欢呼 述说祂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 就能施展大能
我们要歌颂 要欢呼
述说祂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 就能施展大能
耶和华 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
祂命令狂风止息
那波浪就平静
耶和华 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
祂张开双手 我们就得饱足

祢配得全所有 祢配得全所有
祢是万物源头 一切都归于祢
配得所有荣耀
从白天到黑夜 升到祢座前
馨香祭的呼求 升到祢座前

基督是我满足
基督祢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祢
一切在于祢

我尊崇祢 我尊崇祢

基督我全所有

我尊崇祢哦主
我尊崇祢 我尊崇祢
我尊崇祢哦主

救恩喜乐在于祢
这盼望永不止息
天堂是我家
暴风雨中 我灵歌唱
与祢同行 荣耀归给上帝

祂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
祂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
(2x)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十架在前面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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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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20 年 12 月 13 日
马太福音 1: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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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耶稣的母亲玛丽亚和约瑟订了婚，还没有成亲就从圣灵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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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 约瑟是个义人，不愿公开地羞辱她，便决定暗中和她解除婚约。 他正在考虑这事的时
候，主的一位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说：
“大卫的后裔约瑟，不要怕，把玛丽亚娶过来，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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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她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祂取名叫耶稣，因为祂要把自己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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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从罪恶中救出来。
” 这一切应验了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 “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祂的
24

名字要叫以马内利，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
” 约瑟醒来，就遵从主的天使的吩咐和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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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亚结婚， 只是在她生下孩子之前没有与她同房。约瑟给孩子取名叫耶稣。

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圣诞节的意义，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
无论周边发生什么事，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为何圣诞节是个美好
的时光？
1. 神的应许应验

耶稣的降生是一个预言的应验。
马太福音 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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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应验了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 “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祂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意

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
”
以赛亚书 7:14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这是在主耶稣诞生前七百年所写的。
以上两段经文的时空相隔那么久远，但所要表达的内容是一样的，这展示了上帝的话是信实
与可靠的。
希伯来书 6: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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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绝不说谎，祂将永不改变的应许和誓言给了我们，使我们这些寻找避难所、持定摆在
19

前面之盼望的人可以大得鼓励。 我们有这盼望作我们灵魂的锚，既安稳又可靠，一直通往
圣幕里面的至圣所。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是可靠的，借着祂我们能有信心。我们知道上帝会守祂的誓约，这就
给了我们盼望。
这一年来，我们可能处在大大小小的困境中，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盼望。但只要我们相信上
帝是信实的，相信美好的时光不在于周围环境，而是在于抓住一个真理：上帝是可靠的，这
就给我们带来了盼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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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的同在降临

这确定了我们没有被遗忘。
马太福音 1:23 “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祂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
”

耶稣的诞生是上帝的信息，告诉我们祂与我们同在。祂的同在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彰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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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旧约时代，神的应许。
约翰福音 1:1,14
1
14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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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降世在人间，让祂同在的层次更加提升了，祂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们当中生活着。
希伯来书 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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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这盼望作我们灵魂的锚，既安稳又可靠，一直通往圣幕里面的至圣所。 耶稣照麦基

洗德的模式成了永远的大祭司，祂替我们先进入了圣幕内。

旧约时代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这是唯一有上帝同在的地方；新约时代我们有了耶稣，
借着祂我们可以进入神的至圣所，与上帝同在，我们不再孤单。
诗篇 27:10 纵使父母离弃我，耶和华也必收留我。
诗篇 94:14 耶和华不会丢弃祂的子民，也不会遗弃祂的产业。

即便在恶劣的环境中，上帝仍紧紧握住我们，不会撇下我们，因为我们是独特的。
3. 神的大爱显明

上帝对我们的爱，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大爱的意思是强烈的爱与渴望。上帝对我们的感觉，
是超越我们对孩子、配偶或朋友的感觉。
马太福音 1:21 她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祂取名叫耶稣，因为祂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救
出来。
约翰福音 3:17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罪导致我们与神隔离。我们推开了神，但祂仍然爱我们，要拯救我们，而且不是一次，两次
或数次，而是无数次。这爱是何等的大！
以赛亚书 5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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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像嫩芽一样在耶和华面前长大，像生长在旱地里的根。祂没有轩昂俊美的外表可以吸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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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令我们羡慕的容貌。 祂被藐视，遭人厌弃，饱受痛苦，历尽忧患。人们对祂不屑一
4

顾，我们也不尊重祂。 其实祂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是上帝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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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击打、苦待祂。 谁知祂是因我们的过犯而被刺透，因我们的罪恶而被压伤。我们因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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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刑罚而得到平安，因祂所受的鞭伤而得到医治。 我们都像迷路的羊，各人偏行己路，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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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却让祂承担我们众人的罪恶。 祂遭欺压、受痛苦，却默然不语，像被人牵去宰杀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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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剪毛人手下一声不吭的绵羊。 祂被逮捕，受审判，被处死。祂那个世代的人谁会想到
9

祂受鞭打、从世上被除去是因为我百姓的过犯呢？ 虽然祂没有做过残暴之事，口中也没有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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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人却将祂与恶人同葬，祂死后葬在富人的墓穴。 然而，祂被压伤、受痛苦是耶和华的
旨意；祂的性命作了赎罪祭。祂必看见自己的后裔，祂必长久活着。耶和华的旨意必在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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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现。 祂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成果，并心满意足。耶和华说：
“我公义的仆人必凭祂的知识
使许多人被算为义人，祂要担当他们的罪恶。
约翰一书 4:9-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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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以上经节阐明了，耶稣知道要在世上为罪人而无辜受苦，仍然在圣诞节这天降世，这显明了
神对我们的大爱。

“圣诞节要带出的信息是，在人性败坏的世界里仍有盼望——罪得赦免的盼望、与神和好的
盼望、荣耀的盼望，因为按天父的旨意，耶稣变得贫穷，并且出生在马槽里，好叫祂三十年
后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詹姆斯·巴刻
以弗所书 2:10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叫我们做祂预先安排给我
们的美善之事。

我们都是上帝的杰作，不管世人怎样看待我们，祂仍然为我们做了许多事，因为我们是珍贵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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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吗？上帝的同在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彰显出来的，请分享你的
经历。
Q2. 以弗所书 2:10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叫我们做祂预先安排
给我们的美善之事。你知道你是上帝的杰作吗？请分享你认为“祂预先安排给我们的美
善之事”是什么事？
Q3. 这周的信息如何影响你对报圣诞佳音给未信主的亲朋好友的心态？你将如何参与“我在
家欢庆圣诞”的圣诞派对？请轮流分享，然后组长带领为“我在家欢庆圣诞”的收割聚
会祷告祝福。
背诵经文：
约翰一书 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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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差遣祂独一的儿子到世上来，是为了叫我们靠着祂得到生命。这就显明了上帝对我们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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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并且差遣祂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这就是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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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栽培”课程

鉴于 2019 冠状病毒疫情目前的情况，有关生命栽培的课程将另行通知。
2. 12 月 26 和 27 日守圣餐

我们将在今年的最后一个周末（12 月 26 和 27 日）守圣餐。在准备圣餐的材料时，你可以使
用最接近我们平常在教会使用的材料：
o 准备饼：一小块的饼干、脆饼或白面包即可
o 准备杯：少量的红色果汁或饮料即可
聚会开始之前，先准备好圣餐的材料。如果是以一个家庭一起守圣餐，确保材料已分发给每
个人。预备我们的心：
o 归向神：将我们的心重新献上给神，并为罪悔改
o 感谢神：以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感谢耶稣为我们的罪而牺牲
我们的主任牧师将带领我们一起吃主的饼及喝主的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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