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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段：欢迎你来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离
开繁忙或疲惫，来归向神。游戏完后，请组长以有关神的话语祝福大家。
第二时
第二时段：敬拜赞美
敬拜赞美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
面，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 一 小组
认领的宣教单位祷告。 二 教会事工。 三 为新来宾、病痛者等祝福祷
告。最后小组长做结束祷告。（组员个人需要请在第四时段分享祷
告。）
宣教单位：
单位：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单位的需要，请洽教会。）
教会事工
，送爱到西非于大厅认购。
圣诞晚会：第一堂于六点举行；第二堂于八点举行。
跨年祷告会
日晚 10 点半至 1/1 日早 12 点半。
年小组开始聚会。
装备课程开始上课，请继续向组员推介课程，也鼓励
他们参与装备。
ＰＵＳＨ：请记下祷告的感动，从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持续祷告直到神工作或成就
为止。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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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to W. Africa

．最伟大的
伟大的爱、基督降生
本周经文：
经文：路加福音第 章第 至 节，请大家一起念这 节
经文，并静默思考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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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系列 最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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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回应主日信息，聚会前
聚会前，请上网仔细地重听一次。
3.

2.听了信息之后，有什么响
什么响应？有何行动？

请组长作总结祷
总结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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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伯利恒：神早在七百多年前就借着先知预言 参弥五 ，救主要降
生在伯利恒，伯利恒因着救主的降生而美丽；伯利恒因着救赎的恩典而璀
璨。还记得路得和波阿斯的爱情故事吗 请参路得记 ？路得是个摩押女
子，丈夫过世之后，她与婆婆回到故乡伯利恒。路得因家贫，常到波阿斯
的田中拾取麦穗，波阿斯对她满有恩典，不但供应她们的需要，并且买赎
路得丈夫的田地，娶路得为妻，成就了救赎的恩典。戴维王是他们恩典的
果子；耶稣基督也是他们的后代，祂成就了全人类的救赎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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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什么？你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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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时段：话语分
话语分享（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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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精心的预备
的预备：
每年到了圣诞节期间，大部分的人都会忙着采购礼品、卡片、互相赠送
礼物，准备在圣诞夜里享受一顿丰富的圣诞大餐、办个通宵达旦的圣诞舞
会，这实在是个充满着喜乐气氛的节日。但是大家似乎对圣诞节的〝节〞比
〝圣诞〞有兴趣多了，甚至连圣诞老公公都成了圣诞节注目的焦点。
虽然有很多的证据并不支持耶稣是在 月 日降生的，为此也产生
了很多的争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降生了〞。
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是因为神伟大的爱，而我们也乐意将神的爱与人分享。
神为了救主的降世，做了最伟大的预备，并调度万事来成就这件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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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了敬虔的父
敬虔的父母：马利亚的顺服成就了〝圣灵感孕〞的美事；约瑟顺服
梦中的异象，迎娶未婚有孕的马利亚，成为耶稣肉身的父亲。
君王的
君王的心：神调动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君王，罗马皇帝：西泽。为神儿子
的降生服务。报名上册是神匠心独具的安排，使祂的儿子得以降生在祂所
安排的地点。〝他们到那里的时候，马利亚的产期也到了 〞，基督得以
生在伯利恒，看起来好像是巧合，实际上都是神的手在巧妙的引导。
…

二、最伟大的
伟大的爱：
满有恩典
满有恩典的爱：弥赛亚的降世，这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重要的消息，神

1.

把这么可贵的信息先报给一群在当时不被人看重的牧羊人，他们是属于下
阶层、最贫苦的人，也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人，但神的恩典却是主动的临
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是心灵贫穷的人，他们渴望救主的拯救。所以，神
乐意把祂的爱和恩典白白地先赐给他们。

乐于分享
于分享的爱：因着爱，神把这个好消息先传给了天使；因着爱，天使在
传报这信息时，一点也不嫉妒，反而是很高兴的说这是个〝大喜的信息
〞。要我们去宣扬一个比自己更好的人，我们并一定会那么乐意的。就如
扫罗王听到人们说〝保罗杀死千千，戴维杀死万万〞时，他的心中就非常
不悦，甚至要杀戴维。不只是天使，连这群被人看不起的牧羊人也〝把天
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这是因为主的爱会使我们的生命转变，使我们
乐于与人分享。那我们要怎么传这上好的福音呢？天使说〝因今天在戴维
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首先，要传耶稣是救主，祂要
把我们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第二、要传耶稣是主，我们要邀请耶稣
在我们的每一层面都来作主、来掌权。第三，要传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
受膏者，耶稣是荣耀的万王之王，祂要在全地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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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顺服的爱：天使告诉牧羊人，救主的记号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
在马槽里〞。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谦卑顺服神的旨意。
一个婴孩：耶稣基督本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是创造的主，如今却为
了爱人而成为受造物，将祂无限的权能舍下，自愿被束缚在这小小的肉
体里面，谦卑地接受人类的抚养，这是何等大的降卑。
包着布：耶稣基督本在高天上，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周围有彩虹四面围
绕着祂，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服事着祂，享受着至高无上的荣耀与尊贵；
但祂降生时，身上所披的是粗糙的布，这是何等大的牺牲。
卧在马槽里：祂原本是坐在至高者荣耀的宝座里，接受所有受造之物的
敬拜与赞美；成为人之后，却躺卧在冷冰冰的马槽中，只有少数的人来
敬拜祂，这是何等大的顺服。神甘愿为罪人降生，担当罪人的罪，为罪
人而死，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爱世人〞，神那最伟大的爱。

三、神的爱转化全地：

那么，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们要怎样的来庆祝圣诞节呢？耶稣
降生绝不是徒然的，祂的目的是要赐给一切相信祂的人有喜乐、平安和盼
望；主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
息。〞 太 ： 又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
： 。所以，主来，是要使有罪的生命转变成圣洁的生命；劳苦愁烦的生
命转变成安息喜乐的生命；空虚的生命转变成满足丰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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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的降生与所赐的救恩，是你、是我可以经历的好消息，已有无
数的人经历到这种生命奇妙的转化。爱我们的主必要我们身上成就许多奇妙
的事，也要使我们带领很多的人来归向主，那时，在天上一样会有天使、天
军齐声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祂所喜悦的人。〞
〝圣诞节〞带给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为什么？
从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诞生不是偶然的，乃是神的精心预备？
你曾经历神伟大的爱吗？最令你感动的是什么？
在圣诞节里，你最想送礼物给谁？为什么？你会为他 她准备了什么样的
礼物？这份礼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你最想和什么样的人分享你的生活与生命？为什么？
你要如何来庆祝耶稣基督的生日呢？你打算邀请哪些人参加呢？你愿不愿
意把耶稣，这一个最好的礼物送给他们？请为你所邀请的人祷告。

问题讨论
题讨论：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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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回
们的回应：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袮，赞美袮！因袮的大爱，为我们

这些不配的人降生，给我们带来平安与喜乐。在这个感恩欢庆的日子里，求
主再一次的帮助我们更认识袮谦卑与顺服的榜样，让我们乐意与人分享袮的
大爱，让我们成为袮所喜悦的人。
背诵默想经文：
节「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
经文：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
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戴维的城里，为你
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
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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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基础司琴
础司琴班

2012 年第一
年第一季装备课程简介

～
黄熏仪 姊妹授课
你想过可以自己一边弹琴、一边歌唱敬拜神吗？这个实用基础司琴班，将用
很容易明白的方式教你认识和弦，教你应用不难的节奏、指法，为诗歌伴
奏，或是自己在家弹奏诗歌敬拜神。欢迎有一点钢琴基础，或是略懂乐理、
有心参与司琴服事的弟兄姐妹参加。小组长们，你盼望小组里有 的敬拜
吗？欢迎推荐、鼓励小组里有潜力的肢体参加。
向高处行 基督徒生活面面观
～
延莎莉
延莎莉区牧、邵阳、许蓝方授课
许多基督徒信主已久，却始终体会不出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何其多，都是美
善的意念，甚至很多时候处在「被打」的地位，原因就出于没有落实与神同
行。本堂课将包含以下主题，透过真理 见证分享，实际操作与分组讨论祷
告，一起来学习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并亲尝主美善的滋味。本课程包括：
品尝神家书的甜美，与神对话亲密，基督徒的生命记号 顺服与奉献的生命 ，
从安息中如鹰展翅上腾，神的大家庭，争战的勇士，小行动完成大使命，与
服事真谛。
列王记上
， ～
黄光贤 牧师授课
列王记是记录神的百姓中王的历史。王在神的面前活得对，国就蒙福。其实
以色列真正的王就是神本身，以色列中虽有王，但真正的管理者仍然是神，
若王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必蒙福，否则便有神的管教。
从列王的历史中，可以看出神的子民在祂面前生活的原则，神要求祂的子民
看重作神见证人的地位，神要求他们在万民中活出神的心意，并享受祂的丰
盛。
神作工的原则至今仍没有改变，让我们从本课程中来思想神作工的法则，明
白神的心意，使我们不偏行己路，并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成就祂荣耀的心
意。
被掳后
， ～
刘梅蕾 师母授课
被掳后的小先知书
（撒迦利亚书、哈该书、以及玛拉基书）
神对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的心意、以及圣殿的重建，不只是历史也是神的启
示，并且这些启示是透过先知来传达的，我们将由这三卷被掳后的小先知
书，来看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以及现今我们属灵光景的恢复，重建与复兴，并
且看见弥赛亚国度的盼望，与这末世时代的关系。愿 年是我们和教会不
再被掳，乃是进入复兴的另一波，并且为我们的下一代带来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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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一
不再一样的生命 自我突破
我突破与成长

家庭事奉团队--江一鸿 弟兄
繁忙紧张的工作，家庭的重担，一成不变的生活型态，曰复一曰，让我们的
生命好像失去了动力。如果您不满足安于现状，渴望自我突破与成长，激发
生活热忱和阳光，选择过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欢迎您来参加这课程。
/

@11:00am

经历神营
刘梅蕾 师母主领
历神营会（2/24～25）
在营会里，刘师母将带领大家与神相遇。神会透过耶稣的宝血及圣灵的能
力，处理我们生命中过去的罪恶，破除遗传的咒诅，医治心灵的创伤，恢复
与神与人的关系，使我们成为新人，帮助我们承接神对我们生命中的异象与
方向，活出不再一样的生命，对家庭、教会、工作有不再一样的委身，生命
有惊人的突破和成长。此次聚会，
聚会，将提供优费价格给现任组长，详情请洽李
淑玲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