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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53 周（2020 年 12 月 27 日–2021 年 1 月 2 日） 

 

A. 欢迎 Welcome（15 分钟）:【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让他有时间预备。】 

题目：最特別的礼物 

目的：感恩 

内容： 

1. 带领者请每位组员轮流分享自己曾经收到的最特别的礼物，以及这份礼物为何如此的特别。 

2. 带领者带领组员为自己的这份最特别的礼物献上感恩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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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弹琴赞美祢 (2X) 
Goa beh toa* khim o lo Li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举手赞美祢 (2X) 
Goa beh giah chhiu o lo Li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跳舞赞美祢 (2X) 
Goa beh thiau bu o lo Li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等候在祢的面前 
Tan hau chai Li e bin cheng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天军向祢跪拜 
Thian kun hiong Li kui pai 

众天使围绕祢座前 
Cheng thi* sai ui rau Li cho cheng 

主我双手举起 
Chu goa siang chhiu gia khi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主给我平安 
Chu Ho' Goa Peng An 

 

主给我平安 
Chu ho' goa peng an 

主给我平安 
Chu ho' goa peng an 

我的耶稣真爱我 
Goa e Ia-so' chin thia* goa 

给我平安 
Ho' goa peng an 

 

*我的心有平安 
Goa e sim u peng an 

我的心有平安 
Goa e sim u peng an 

因为耶稣真爱我 
In ui Ia-so' chin thia* goa 

给我平安 
Ho' goa peng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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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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为何如此欢乐？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 

 

圣诞节是普天同庆的日子，是一个让我们能得着平安、喜乐、盼望和仁爱的季节。让我们透过

上帝的话语来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了解圣诞节为何如此欢乐。 

 

约翰福音 John 3:16-17  

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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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节是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尊荣和纪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世人！  

 

以赛亚书 Isaiah 9:6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

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三个圣诞节的真理： 

 

1. 圣诞节注重的是领受 Christmas is about Receiving  

 

我们常常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能够祝福别人，就是一种福份。当我们在庆祝耶稣的诞生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耶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这份礼物不是一份随随便便，毫无价值的破铜烂铁。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  

 

约翰福音 John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是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上帝差遣祂唯一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

字架上。在上帝的眼里，我们是何等的珍贵，所以祂愿意牺牲自己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 

 

一份礼物的价值往往能反映出接受者在送礼人心中的地位。 

 

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呢？圣诞节注重的是领受，只要我

们愿意伸出手，我们就能接受这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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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诞节表达的是爱 Christmas is about Love 

 

因为爱，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被鞭打受折磨。祂为我们死，使我们罪得赦免；祂为我

们复活，使我们得永生。圣诞节是一个爱的季节，一个传递爱、分享爱和经历上帝的大爱的最

好时机！当上帝创造人时，我们便进入到上帝的同在中，享受上帝的供应和保护。但是人选择

不依靠上帝，让罪进入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与上帝隔离。  

 

罗马书 Romans 3: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 

罗马书 Romans 6:23 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亡，而上帝借着主基督耶稣赐下的礼物则是永生。  

 

罪的代价，罪的严重后果不只是肉体的死亡。经文提到的“死亡”就是与上帝隔绝。如果不是

因为上帝的爱，我们将陷入永远与上帝隔离的悲惨下场。爱我们的上帝并没有袖手旁观，耶稣

道成肉身拯救我们，圣诞节表达了上帝伟大的爱。 

 

约翰一书 1 John 4:9-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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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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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圣诞节在乎的是你 Christmas is about You 

 

耶稣道成肉身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你和我。 

 

以赛亚书 Isaiah 9:6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罗马书 Romans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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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书 Ephesians 2:10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 

我们都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杰作，是值得祂的付出，祂的委身，祂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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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耶稣爱你吗？请举例说明你相信。若不相信，为什么？Do you believe that Jesus 

loves you? Please give examples that you do believe. If you don't, why?  

 



 

 

4 

 

 

Q2. 圣诞节对你来说是一个怎样的节日？请分享一件在圣诞节期间发生的难忘的事。What is 

Christmas to you? Please share an unforgettable event that happened during Christmas. 

 

Q3. 你要如何将圣诞节的三个真理分享给未信主的亲朋好友？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

祷告。How do you share the three truths of Christmas with unbelieving relatives and 

friends? After taking turns to share, cell leader leads everyone to pray together. 

 

D. 服事 Work（15 分钟）： 

 

1. 纪念 3×3 未信主朋友，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叫神感动他们出席主日聚会和小组。 

 

2. 为组员的需要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