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生命河灵粮堂

圣诞福音晚宴

12/21、22/2018

带领手册

圣 诞 福 音 晚 宴
节 目 程 序 单
(聚会时间仅供参考，小组长可按需要各自安排时间)
圣诞晚宴
6：30 – 7：20 pm (50 分钟)
破冰 –圣诞歌曲哼哼唱唱
7：20 – 7：40 pm (20 分钟)
敬拜赞美
7：40 – 7：50 pm (10 分钟)
圣诞福音剧
7：50 – 8：50 pm (60 分钟)
见证分享与祷告祝福
8：50 – 9：30 pm (40 分钟)

事前预备工作
1. 请小组长从现在开始鼓励每一位小组员，每天为邀请的朋友祷告，并积极作邀请的工作。
2. 可藉着探访关怀，赠送福音性的圣诞刊物、福音音乐 CD、小礼物等，来加强建立关系。
3. 请小组长事先安排 2 - 3 位小组员作 3 - 5 分钟信主或得医治的见证（如：耶稣进入你的生命
中所带来的改变）分享。
4. 安排圣诞短剧的演员和旁白员，可准备简单的服饰与道具并熟悉短剧内容。
5. 圣诞晚宴以 POT LUCK 为主，让大家都能参与。
6. 准备柔和的圣诞诗歌 CD，可在会前及用餐时间播放。
7. 可准备一个生日蛋糕（大概估计有多少人员参加，份量够吃就好，并准备一些小蜡烛让小
朋友在唱生日快乐歌时，可以把蜡烛插在蛋糕上）。
8. 小组长鼓励组员尽可能的早到，一起为聚会祷告并布置会场。
9. 播放柔和的圣诞音乐或诗歌，营造柔和的气氛，亲切的接待新朋友，使参加者降低陌生
感，而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10. 不要让新朋友落单，要确定每位参加者都有组员热情的招呼，与他们交谈并分享主耶稣的
降生与你生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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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
『各位来宾，平安！我是 XXX，在此欢迎每一位贵宾来我们小组，（在 XXX 家）一起来欢
度耶稣的生日会，在此圣诞的节期里，敬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也一起来享受圣诞所带来
的平安与祝福。所以，请所有新来的朋友不要见外，也不要客气，敞开您的心与我们一起来庆
祝耶稣的生日，就好像我们是一家人一样。今天晚上，我们准备了许多精采的节目，不但能让
您们欣赏到优美的圣诞诗歌及观赏精彩短剧表演，并且能了解圣诞节的真正意义；愿主耶稣基
督的爱与平安临到各位。』

圣诞晚宴

6：30 – 7：20 pm

1. 请小组长作〝祝福〞及〝谢饭〞祷告。
2. 小组长要事先鼓励组员去与新朋友坐在一起吃饭，并热情的交谈，不要使新人落单。
3. 在晚宴即将结束的时候，请一位组员拿出生日蛋糕，并请小朋友将点燃的小蜡烛插在蛋糕
上，请小组长解释『圣诞节是庆祝主耶稣的生日』，而不是〝圣诞老公公的生日〞。
4. 请大家唱生日快乐歌，然后一起吹蜡烛，可在聚会结束时再一起享用蛋糕。

破冰－寻人启事（圣诞歌曲哼哼唱唱）7：20 – 7：40 pm
1. 准备一些小纸条，在每一张纸上写上一首圣诞诗歌的歌名或写上这首诗歌的前一两句，如
〝平安夜！圣善夜！〞如果你想分成 5 组，你就写 5 首诗歌，每组人数大约 3 - 5 人。
2. 把所有写了歌名的小纸条折迭后（不要让人看到歌名），放进一个袋子里。
3. 由主持人说：『请每一个人从这个袋子里随意的抽出一张纸条来（请先不要打开，直到每个
人都拿到了小纸条）。
4. 请一起打开纸条，或用念歌名的方式，或用吟唱的方式（请选择一种），把同样的人聚集在
一起成为一组。
5. 在小组中，请彼此介绍名字，并从身上找一种或两种任何物品，可以用来介绍你自己的个
性的。如拿出手表说〝我随时都会戴着手表，因为我是一个很守时的人。〞
6. 各组介绍完毕后，请一起哼唱纸条上的圣诞歌曲。
7. 每组请一位来介绍小组的组员，让大家认识。
8. 建议可哼唱的圣诞歌曲：
圣诞铃声（Jingle Bells）

祝你圣诞快乐（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白色圣诞（White Christmas）

平安夜（Silent Night, Holy Night）

银色铃铛（Silver Bells）

普世欢腾（Joy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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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赞美

7：40 – 7：50 pm

1. 从刚刚哼唱的圣诞诗歌中选出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首，大家一起欢唱。
2. 请大家围成半圆形，坐下来观赏圣诞短剧。

圣诞福音剧

7：50 – 8：50 pm

＊ 播放或清唱：『祝你圣诞快乐』（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旁白：圣诞节是庆祝耶稣降生的日子！我们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来唱这些熟悉的圣诞歌曲，来庆
祝耶稣的生日，并一起来敬拜赞美神，同时，我们也要将圣诞节真正的故事呈现在您的
面前，现在就请各位来宾一起来欣赏，这特别为您预备的〝圣诞福音剧〞。
①

约瑟和马利亚上场：马利亚怀有身孕，走路较慢（走过舞台即下场），约瑟可参扶着马利
亚。

旁白：大约在两千多年前，当时罗马皇帝凯撒‧亚古士都想要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以色列的百
姓，他可以得到多少税收，于是他就下了命令，叫所有的犹太人都回到自己户籍登记的
老家去报户口。因此约瑟和马利亚这一对夫妻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到大卫的城，就是犹
大的伯利恒城去报户口，可是路途遥远，马利亚又怀着身孕，而且产期就快要到了，这
可怎么办呢？
②

马利亚抱着小婴孩，充满着慈爱的眼神，约瑟准备了马槽，将婴孩放入马槽中，夫妻流露
出喜悦的表情。

旁白：当他们到了伯利恒时，马利亚的产期也到了，这是他们的头胎孩子，是一个儿子。因为
客店里没有地方，因此，他们只好在马厩里把孩子生下来，并放在马槽里，他们照着天使
的话，给小孩子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 播放或清唱：『平安夜里真平安』
③

a. 天使出现要告诉百姓救主降生的好消息；b. 牧羊人看到天使显出很害怕的表情；
c. 小羊们安祥的休息。

旁白：那时，有一些牧羊人，在野地里按着更次轮流看守羊群。突然间，一个主的使者站在他
们面前，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恐惧战惊到了极点。但是，天使告诉他们：『不要
惧怕！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给所有人的信息；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救主
为你们而生，就是主基督。你们将要看见一个用布包着的婴孩，放在马槽里，那就是给你
们的记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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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一群天使欢喜报佳音，牧羊人到处寻找，四处打听，终于找着了马利亚和约瑟，以及见到
了马槽中的主耶稣，他们就俯伏跪拜。

旁白：突然间，有一大队的天使、天军出现在天上，他们赞美神说：『在天上，荣耀归给至高
的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祂所喜悦的人。』那些牧羊人彼此说：『现在，就让我们到伯利恒
去，看看主对我们所说那已经成就的事。』因此他们赶紧地进到城里面，到处寻找，终于
找到了约瑟和马利亚，以及躺在马槽里的婴儿。他们看到了这一切，就兴奋地对所有的人
述说天使告诉他们有关孩子的事。
＊ 播放或清唱：『普世欢腾』
⑤东方博士上场：博士表心意，献上礼物。
旁白：从东方来的博士们看到东方的一颗星，他们就跟着这星走了约一、二年，直走到伯利
恒。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又忽然在他们的前头行，直走到小婴孩的地方就停住了，他
们看见了那星就大大地欢喜。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耶稣，揭开宝盒，
拿出黄金、乳香和没药为礼物献给他。
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那些牧羊的人将耶稣降生的奇妙事情传开了！之后，他们也
回去继续地放羊，为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来赞美神，将荣耀归给神；天使们也回
天上去了；博士们在敬拜完耶稣之后，完成了他们长途跋涉的心愿之后，博士们也从别
的路回到自己的地方了；多年以后，约瑟和马利亚也走上了所有世人都必走的路，离开
了这个世界。但是，那夜在伯利恒所发的光，就是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光仍然
在黑暗中照耀着，而黑暗永远不能把这光驱散。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平安夜里开始。
＊旁白：请大家手牵着手一起来唱『平安夜』（Silent Night, Holy Night）
旁白：能够认识主耶稣，并且有耶稣住在我们心里，是一件多么令人值得高兴的事！我们相
信，那些已经认识耶稣的人，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个人见证。我们也相信主耶稣要把
平安赐给每一个人，让我们再来唱〝平安夜〞。

见证分享与祝福祷告

8：50 – 9：30 pm

1. 讲述『耶稣』的名字及意义：〝因祂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太 1：21）
2. 请小组组员做见证。(请事先安排好)
3. 小组长呼召新朋友作决志祷告：
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今天祂仍然在照耀全地，祂也住在那些相信祂的人的心里面。我们
知道，耶稣的光必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来照耀。今天，让祂进入你心里面的这个邀请是
要给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耶稣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犯了许多的过错，以致于亏
缺了神的荣耀；但神的恩典，却是要叫一切相信祂的人，因为神儿子耶稣的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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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千多年以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离开祂君尊的宝座来到世上。因此，你和我可以因
祂而得救。今天晚上，祂也要进入您的心中，作您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使您能拥有一个更有意
义的圣诞节。如果这正是您想要作的，那么，就请您闭上眼睛，跟着我念以下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祢在二千多年以前降生，祢的降生给了我盼望。今天晚上，我同意
祢所说的〝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也有罪，我亏缺了祢的荣耀。求祢赦免我的罪与过犯。主
耶稣！现在我邀请祢进入我的生命里，成为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跟随祢。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请小组长为决志者作祝福祷告，并请来宾填写个人资料。
＊ 合唱：我们祝你圣诞快乐！（X 3）（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并祝新年快乐

And Happy New Year.

注意事项：
1. 分组时，应避免将新朋友集中在同一小组中。
2. 要作见证的人，请事先把见证写下来，并讲一次给小组长或核心同工听，以管制质量。
3. 组员在作呼召决志的过程中，应该敏锐于圣灵的带领，以及新朋友个别的需要。切记『不
要强迫、保持友谊、气氛要和谐』。
4. 继续做跟进的工作，并邀请参加教会的各项活动或平常的主日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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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世欢腾
1. 普世欢腾救主下降

大地迎祂君王

惟愿众心预备地方

诸天万物歌唱

诸天万物歌唱

诸天、诸天万物歌唱

2. 普世欢腾主治万方

民众首当歌唱

沃野洪涛山石平原

响应歌声嘹喨

响应歌声嘹喨

响应、响应歌声嘹喨

3. 主藉真理恩治万方

要使万邦证明

上主公义无限荣光

主爱奇妙莫名

主爱奇妙莫名

主爱、主爱奇妙莫名

(2) 平安夜
1. 平安夜圣善夜

万暗中光华射 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

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 静享天赐安眠
2. 平安夜圣善夜

静享天赐安眠

牧羊人在旷野 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

听见天军唱 哈利路亚 救主今夜降生 救主今夜降生
3. 平安夜圣善夜

神子爱光皎洁 救赎洪恩的黎明来到

圣容发出来 荣光普照 耶稣我主降生 耶稣我主降生

(3) 平安夜里真平安
平安夜里真平安

小小耶稣来世上

天国的消息祂宣扬
真光啊已照亮

人间希望祂点燃
照亮在人心上

祂的故事万人传

平安夜里真平安

(4) 圣诞快乐
我们祝你圣诞快乐

我们祝你圣诞快乐

我们祝你圣诞快乐

并贺新年如意

欢乐满人间

佳音处处闻

愿你圣诞快乐

并贺新年如意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X3)
And a Happy New Year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r kin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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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福音晚宴 来宾资料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别

住址：

男

女

电话：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教：

佛教

道教

天主教

其他：

基督教（属于

教会）

心得感受：
1. 我被感动：
2. 我想：

圣诞短剧

见证

下次继续参加聚会

信徒的爱心

更多认识耶稣

成为基督徒

圣诞福音晚宴 来宾资料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别

住址：

佛教

道教

天主教

其他：

基督教（属于

教会）

心得感受：
1. 我被感动：
2. 我想：

女

电话：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教：

男

圣诞短剧

下次继续参加聚会

见证

信徒的爱心

更多认识耶稣

成为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