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生命河靈糧堂

聖誕福音晚宴

12/18、19/2015

帶領手冊

聖 誕 福 音 晚 宴
節 目 程 序 單
(聚會時間僅供參考，小組長可按需要各自安排時間)
聖誕晚宴
6：30 – 7：20 pm (50 分鐘)
破冰 –聖誕歌曲哼哼唱唱
7：20 – 7：40 pm (20 分鐘)
歡唱時光
7：40 – 7：50 pm (10 分鐘)
聖誕福音劇
7：50 – 8：50 pm (60 分鐘)
見證分享與禱告祝福
8：50 – 9：30 pm (40 分鐘)

事前預備工作
1. 請小組長從現在開始鼓勵每一位小組員，每天為邀請的朋友禱告，並積極作邀請的工作。
2. 可借著探訪關懷，贈送福音性的聖誕刊物、福音音樂 CD、小禮物等，來加強建立關係。
3. 請小組長事先安排 2 - 3 位小組員作 1 - 3 分鐘的見證（如：耶穌進入你的生命中所帶來的改
變）分享。
4. 安排聖誕短劇的演員和旁白員，可準備簡單的服飾與道具並熟悉短劇內容。
5. 聖誕晚宴以 POT LUCK 為主，讓大家都能參與。
6. 準備柔和的聖誕詩歌 CD，可在會前及用餐時間播放。
7. 可準備一個生日蛋糕（大概估計有多少人員參加，份量夠吃就好，並準備一些小蠟燭讓小朋
友在唱生日快樂歌時，可以把蠟燭插在蛋糕上）。
8. 小組長鼓勵組員盡可能的早到，一起為聚會禱告並佈置會場。
9. 播放柔和的聖誕音樂或詩歌，營造柔和的氣氛，親切的接待新朋友，使參加者降低陌生感，
而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10. 不要讓新朋友落單，要確定每位參加者都有組員熱情的招呼，與他們交談並分享主耶穌的降
生與你生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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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
『各位來賓，平安！我是 XXX，在此歡迎每一位貴賓來我們小組，（在 XXX 家）一起來歡
度耶穌的生日會，在此聖誕的節期裡，敬祝大家〝聖誕快樂〞！我們也一起來享受聖誕所帶來
的平安與祝福。所以，請所有新來的朋友不要見外，也不要客氣，敞開您的心與我們一起來慶
祝耶穌的生日，就好像我們是一家人一樣。今天晚上，我們準備了許多精采的節目，不但能讓
您們欣賞到優美的聖誕詩歌及觀賞精彩短劇表演，並且能瞭解耶誕節的真正意義；願主耶穌基
督的愛與平安臨到各位。』

聖誕晚宴

6：30 – 7：20 pm

1. 請小組長作〝祝福〞及〝謝飯〞禱告。
2. 小組長要事先鼓勵組員去與新朋友坐在一起吃飯，並熱情的交談，不要使新人落單。
3. 在晚宴即將結束的時候，請一位組員拿出生日蛋糕，並請小朋友將點燃的小蠟燭插在蛋糕
上，請小組長解釋『耶誕節是慶祝主耶穌的生日』，而不是〝聖誕老公公的生日〞。
4. 請大家唱生日快樂歌，然後一起吹蠟燭，可在聚會結束時再一起享用蛋糕。

破冰－尋人啟事（聖誕歌曲哼哼唱唱）7：20 – 7：40 pm
1. 準備一些小紙條，在每一張紙上寫上一首聖誕詩歌的歌名或寫上這首詩歌的前一兩句，如〝平
安夜！聖善夜！〞如果你想分成 5 組，你就寫 5 首詩歌，每組人數大約 3 - 5 人。
2. 把所有寫了歌名的小紙條折迭後（不要讓人看到歌名），放進一個袋子裡。
3. 由主持人說：『請每一個人從這個袋子裡隨意的抽出一張紙條來（請先不要打開，直到每個
人都拿到了小紙條）。
4. 請一起打開紙條，或用念歌名的方式，或用吟唱的方式（請選擇一種），把同樣的人聚集在
一起成為一組。
5. 在小組中，請彼此介紹名字，並從身上找一種或兩種任何物品，可以用來介紹你自己的個性
的。如拿出手錶說〝我隨時都會戴著手錶，因為我是一個很守時的人。〞
6. 各組介紹完畢後，請一起哼唱紙條上的聖誕歌曲。
7. 每組請一位來介紹小組的組員，讓大家認識。
8. 建議可哼唱的聖誕歌曲：
聖誕鈴聲（Jingle Bells）

祝你聖誕快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白色聖誕（White Christmas）

平安夜（Silent Night, Holy Night）

銀色鈴鐺（Silver Bells）

普世歡騰（Joy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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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唱時光

7：40 – 7：50 pm

1. 從剛剛哼唱的聖誕詩歌中選出大家比較熟悉的一首，大家一起歡唱。
2. 請大家圍成半圓形，坐下來觀賞聖誕短劇。

聖誕福音劇

7：50 – 8：50 pm

＊ 播放或清唱：『祝你聖誕快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旁白：耶誕節是慶祝耶穌降生的日子！我們邀請您和我們一起來唱這些熟悉的聖誕歌曲，來慶
祝耶穌的生日，並一起來敬拜讚美神，同時，我們也要將耶誕節真正的故事呈現在您的
面前，現在就請各位來賓一起來欣賞，這特別為您預備的〝聖誕福音劇〞。
①

約瑟和馬利亞上場：馬利亞懷有身孕，走路較慢（走過舞臺即下場）
，約瑟可參扶著馬利亞。

旁白：大約在兩千多年前，當時羅馬皇帝凱撒‧亞古士都想要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以色列的百
姓，他可以得到多少稅收，於是他就下了命令，叫所有的猶太人都回到自己戶籍登記的
老家去報戶口。因此約瑟和馬利亞這一對夫妻就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到大衛的城，就是猶
大的伯利恒城去報戶口，可是路途遙遠，馬利亞又懷著身孕，而且產期就快要到了，這
可怎麼辦呢？
②

馬利亞抱著小嬰孩，充滿著慈愛的眼神，約瑟準備了馬槽，將嬰孩放入馬槽中，夫妻流露
出喜悅的表情。

旁白：當他們到了伯利恒時，馬利亞的產期也到了，這是他們的頭胎孩子，是一個兒子。因為
客店裡沒有地方，因此，他們只好在馬廄裡把孩子生下來，並放在馬槽裡，他們照著天使
的話，給小孩子取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 播放或清唱：『平安夜裡真平安』
③

a. 天使出現要告訴百姓救主降生的好消息；b. 牧羊人看到天使顯出很害怕的表情；
c. 小羊們安祥的休息。

旁白：那時，有一些牧羊人，在野地裡按著更次輪流看守羊群。突然間，一個主的使者站在他
們面前，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他們恐懼戰驚到了極點。但是，天使告訴他們：
『不要懼
怕！我要報給你們一個大喜的資訊，是給所有人的資訊；因為今天在大衛的城裡，救主為
你們而生，就是主基督。你們將要看見一個用布包著的嬰孩，放在馬槽裡，那就是給你們
的記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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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一群天使歡喜報佳音，牧羊人到處尋找，四處打聽，終於找著了馬利亞和約瑟，以及見到
了馬槽中的主耶穌，他們就俯伏跪拜。

旁白：突然間，有一大隊的天使、天軍出現在天上，他們讚美神說：『在天上，榮耀歸給至高的
神；在地上，平安歸於祂所喜悅的人。』那些牧羊人彼此說：
『現在，就讓我們到伯利恒去，
看看主對我們所說那已經成就的事。』因此他們趕緊地進到城裡面，到處尋找，終於找到
了約瑟和馬利亞，以及躺在馬槽裡的嬰兒。他們看到了這一切，就興奮地對所有的人述說
天使告訴他們有關孩子的事。
＊ 播放或清唱：『普世歡騰』
⑤東方博士上場：博士表心意，獻上禮物。
旁白：從東方來的博士們看到東方的一顆星，他們就跟著這星走了約一、二年，直走到伯利
恒。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又忽然在他們的前頭行，直走到小嬰孩的地方就停住了，他
們看見了那星就大大地歡喜。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耶穌，揭開寶盒，
拿出黃金、乳香和沒藥為禮物獻給他。
耶穌降生的那個晚上，那些牧羊的人將耶穌降生的奇妙事情傳開了！之後，他們也
回去繼續地放羊，為他們所聽見、所看見的一切來讚美神，將榮耀歸給神；天使們也回
天上去了；博士們在敬拜完耶穌之後，完成了他們長途跋涉的心願之後，博士們也從別
的路回到自己的地方了；多年以後，約瑟和馬利亞也走上了所有世人都必走的路，離開
了這個世界。但是，那夜在伯利恒所發的光，就是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這光仍然
在黑暗中照耀著，而黑暗永遠不能把這光驅散。這一切都是從一個平安夜裡開始。
＊旁白：請大家手牽著手一起來唱『平安夜』（Silent Night, Holy Night）
旁白：能夠認識主耶穌，並且有耶穌住在我們心裡，是一件多麼令人值得高興的事！我們相
信，那些已經認識耶穌的人，每個人都有我們自己的個人見證。我們也相信主耶穌要把
平安賜給每一個人，讓我們再來唱〝平安夜〞。

見證分享與祝福禱告

8：50 – 9：30 pm

1. 講述『耶穌』的名字及意義：〝因祂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太 1：21）
2. 請小組組員做見證。(請事先安排好)
3. 小組長呼召新朋友作決志禱告：
耶穌基督是世界的光，今天祂仍然在照耀全地，祂也住在那些相信祂的人的心裡面。我們
知道，耶穌的光必繼續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面來照耀。今天，讓祂進入你心裡面的這個邀請是
要給在座的每一個人的。耶穌告訴我們：
『世人都犯了罪，我們都犯了許多的過錯，以致於虧缺
了神的榮耀；但神的恩典，卻是要叫一切相信祂的人，因為神兒子耶穌的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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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千多年以前，耶穌基督，神的兒子離開祂君尊的寶座來到世上。因此，你和我可以因祂
而得救。今天晚上，祂也要進入您的心中，作您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使您能擁有一個更有意義
的耶誕節。如果這正是您想要作的，那麼，就請您閉上眼睛，跟著我念以下的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感謝禰在二千多年以前降生，禰的降生給了我盼望。今天晚上，我同意禰
所說的〝我們世人都犯了罪〞
，我也有罪，我虧缺了禰的榮耀。求禰赦免我的罪與過犯。主耶穌！
現在我邀請禰進入我的生命裡，成為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我願意一生跟隨你。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禱告，阿們！』
請小組長為決志者作祝福禱告，並請來賓填寫個人資料。
＊ 合唱：我們祝你聖誕快樂！（X 3）（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並祝新年快樂

And Happy New Year.

注意事項：
1. 分組時，應避免將新朋友集中在同一小組中。
2. 要作見證的人，請事先把見證寫下來，並講一次給小組長或核心同工聽，以管制品質。
3. 組員在作呼召決志的過程中，應該敏銳於聖靈的帶領，以及新朋友個別的需要。切記『不要
強迫、保持友誼、氣氛要和諧』。
4. 繼續做跟進的工作，並邀請參加教會的各項活動或平常的主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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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世歡騰
1. 普世歡騰救主下降

大地迎祂君王

惟願眾心預備地方

諸天萬物歌唱

諸天萬物歌唱

諸天、諸天萬物歌唱

2. 普世歡騰主治萬方

民眾首當歌唱

沃野洪濤山石平原

回應歌聲嘹喨

回應歌聲嘹喨

回應、回應歌聲嘹喨

3. 主藉真理恩治萬方

要使萬邦證明

上主公義無限榮光

主愛奇妙莫名

主愛奇妙莫名

主愛、主愛奇妙莫名

(2)．平安夜
1. 平安夜聖善夜

萬暗中光華射 照著聖母也照著聖嬰

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 靜享天賜安眠
2. 平安夜聖善夜

靜享天賜安眠

牧羊人在曠野 忽然看見了天上光華

聽見天軍唱 哈利路亞 救主今夜降生 救主今夜降生
3. 平安夜聖善夜

神子愛光皎潔 救贖洪恩的黎明來到

聖容發出來 榮光普照 耶穌我主降生 耶穌我主降生

(3)．平安夜裡真平安
平安夜裡真平安

小小耶穌來世上

天國的消息祂宣揚
真光啊已照亮

人間希望祂點燃
照亮在人心上

祂的故事萬人傳

平安夜裡真平安

(4)．聖誕快樂
我們祝你聖誕快樂

我們祝你聖誕快樂

我們祝你聖誕快樂

並賀新年如意

歡樂滿人間

佳音處處聞

願你聖誕快樂

並賀新年如意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X3)
And a Happy New Year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r kin
Good tidings for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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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福音晚宴 來賓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住址：

男

女

男

女

電話：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教：

佛教

道教

天主教

基督教（屬於

其他：
教會）

心得感受：
1. 我被感動：
2. 我想：

聖誕短劇

見證

下次繼續參加聚會

信徒的愛心
更多認識耶穌

成為基督徒

聖誕福音晚宴 來賓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住址：

電話：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教：

佛教

道教

天主教

基督教（屬於

其他：
教會）

心得感受：
1. 我被感動：
2. 我想：

聖誕短劇

下次繼續參加聚會

見證

信徒的愛心
更多認識耶穌

成為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