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錫安堂後站教會 小組參考資料 109.08.02

一、Welcome（歡迎、破冰）：人對人。

二、Worship（敬拜、讚美）：人對神。參閱附件——小組詩歌

三、Work（神的工）：在主榮耀同在中，以最好的時刻做最重要的事。
※每為一項子題代禱時，請帶領者先說明「請我們一起開口禱告，並請 xxx 為此項作

結束禱告」，以免造成等待或冗長。

※若有新來的朋友先為他們祝福禱告，求主祝福他們的工作、身體、心靈內心世界及

人際關係。

※若小組中有福音的行動或其他需要，可先提出代禱。

1.雖然台灣新冠狀病毒疫情趨緩，但全球新冠狀病毒疫情仍持續昇高，求主賜下
異象及負担，在危機和困難中，主的門徒仍然在主面前持定信仰不畏懼，並用
智慧與外人交往，用生命改變傳福音，且持續為在疫情中的國家及病人禱告。

2.求主祝福新一波開心小組轉型為開心一對一，對曾經來過的慕道友或新家人，
特別用禱告托住，用愛心關懷，供應並滿足其需要，求聖靈親自運行，結美好
的果子。

3.為各地的家教會禱告，無論是水底寮、內門，求主開傳道的門，並興起地方的
門徒，也為大寮家教會新一波的福音探望和堅固禱告。

為 2020 年度主題——渴慕的一年～與主親密、長進與成熟禱告，求主幫助我們
更多渴慕主的話並遵行主的道，好叫我們經歷在主的旨意中凡事亨通。也求主
祝福這一年 C3 讀經更豐盛和興旺。

四、Word（神的話）：神對人

主題：認清神如何責備 用錯誤方式致富的人

大綱：追求財富理所當然，但若用錯方式，雖然得到財富卻會像電玩瑪利歐跳過旗
桿後面大吃一驚一樣，原以為只要跳過旗桿必得成功，卻面臨無法預知的挑
戰，人們總以為只要發財就好，卻不知發財的方式，要受神的檢視，神責備
犯錯的人。人裡面有愚昧、褻慢、愚頑以致往往落入旋渦而無法自拔，愚昧
就是不曉得責備來自神，褻慢人嘲弄神的話引誘人，愚頑人不乎神的管教，
其實富足不是很複雜的，要明白只要是超過基本需要的都是神的恩典。主日
前段的見證，我們聽見在外展宣教中的學習，門徒要同心合意、合一的往前，
才能榮神益人。禱告能真正的幫助人信主。感謝神，我們不是金錢的奴僕，
金錢要成為我們的祝福，別人的祝福，教會的祝福。

經文：詩 39:11，箴:22-23，箴 10:23，詩 16:04，箴 1:23-26，箴 29:01，

提前 6:6-10，箴 3:11-12，太 36:33

禱讀背誦：箴 03:11-12。

問題：
1. 你在外展宣教中學習到什麼？

2. 為什麼金錢經歷損失?

3. 神的致富金律是什麼？

報告：08/09 如下：

招待： 團隊（主日早 8：30 提前到會場預備） 備餐組：
敬拜讚美支援：請相關各小組長報告並安排分工。



經文：
詩 39：11 你因人的罪惡懲罰他的時候，叫他的笑容（的笑容：或譯所喜愛的）消

滅，如衣被蟲所咬。世人真是虛幻！

箴 01：22 你們愚昧人喜愛愚昧，褻慢人喜歡褻慢，愚頑人恨惡知識，要到幾時呢？

箴 01：23 你們當因我的責備回轉；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們，將我的話指示你們。

箴 10：22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詩 16：04 別神代替耶和華的（或譯：送禮物給別神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他們

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箴 01：23 你們當因我的責備回轉；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們，將我的話指示你們。

箴 01：24 我呼喚，你們不肯聽從；我伸手，無人理會；

箴 01：25 反輕棄我一切的勸戒，不肯受我的責備。

箴 01：26 你們遭災難，我就發笑；驚恐臨到你們，我必嗤笑。

箴 29：01 人屢次受責罰，仍然硬著頸項；他必頃刻敗壞，無法可治。

提前 06：06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提前 06：07 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什麼去。

提前 06：08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提前 06：09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

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

提前 06：10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

己刺透了。

箴 03：11 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或譯：懲治），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

箴 03：12 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

太 06：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禱讀背誦：
箴 03：11 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或譯：懲治），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

箴 03：12 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

收不到資料者 請到教會網站 www.kszionch.org.tw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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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序

02. 耶和華的名何其美 詩篇 8：1

耶和華 我的主～啊!

你的名 在全地何其美

你將 你的榮耀 彰顯於天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耶和華 我的主～啊!

你的名 在全地何其美

你將 你的榮耀 彰顯於天

03. 喜樂泉源 讚美之泉

你是我喜樂泉源 你使我歡欣跳躍

你使我自由飛翔 不再被罪惡綑綁

你是我永生盼望 你愛有無比力量

從今時直到永遠 你應許不會改變

橋：你的寶血 有能力 能醫治一切的傷口

你的復活 能改變

一切的咒詛成為祝福

副：我們要高舉你聖名

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讚美

我們要用全心和全意 來敬拜你

我們要歡迎你來臨

願你來設立寶座在這裡

我們要張開口 不停讚美你

04. 再次將我更新 小羊詩歌

○1 .主 我再次 到你跟前

澆奠我向你的愛

世上一切 都屬虛幻

唯有你 永遠真實

○2 .破碎的夢 榮耀冠冕

全擺在 你寶座前

用我淚水 來洗你的腳

唯你能 洗我心靈

副：主 我要敬拜 稱謝你

你是道路 真理 生命

每當我 回轉歸向你

你再次 將我更新

○3 .人算什麼 你竟眷顧

離天家 降生塵世

流血捨身 為將我贖回

永遠歸 你所愛

副：主 我要敬拜 稱謝你

你是道路 真理 生命

每當我 回轉歸向你

你再次將我更新

05. 聖靈請你來充滿我心 約書亞

聖靈 請你來 充滿我心

我需要 你恩膏 充滿我靈

聖靈啊我好愛你 我的靈讓你牽引

而每一天我要更深愛你

副：我要追求你主 我將生命獻給你

牽引我更親近你 你大能更新我靈

無人能與你相比 主我仰望你的榮面

我敬拜你在靈與真理裡

06. 豐盛的應許 讚美之泉

你仰臉 保守你所愛的

你護庇 永遠不離不棄

你將我 從淤泥裡捧起

放我 在你的 手心

副 1：.我憑著信心領取 你豐盛的應許

世界也不能奪去 神美好的旨意

我憑著信心領取 你恩典永不止息

看見美好應許成就 榮耀全都歸於你

副 2：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愛我永不放棄

世界也不能奪去 神美好的旨意

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旨意高過我的

看見美好應許成就

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07. 我不知明日將如何 頌讚詩選

○1 .我不知明日將如何

每時刻安然度過

我不求明天的陽光

因明天或轉陰暗

我不為將來而憂慮

因我知主所應許

今天我必與主同行

祂深知前途光景

副：許多事明天將臨到

許多事難以明瞭

但我知主掌握明天

祂必要領我向前

○2 .我不知明日將如何

或遭遇貧苦饑餓

那看顧麻雀的恩主

必隨我時刻看顧

我前程雖經歷水火

或快樂或有災禍

但我主引導我路途

祂寶血將我塗抹

○3 .每一步越走越光明

像攀登黃金階梯

每重擔越挑越輕省

每朵雲披上銀衣

在那裏陽光常普照

在那裡沒有眼淚

在美麗彩虹的盡頭

眾山嶺與天相連

08. 祂的國度

○1 .耶穌 神公義的彰顯

祂是人子 神獨生子 祂國降臨

耶穌 神犧牲的救贖

今得榮耀 今已稱義 祂國降臨

副：祂的國度永遠長存

祂的榮耀無法測度

君王的大能和尊貴

祂的國度已來到

祂國度掌權 祂統管萬有

祂的國度滿有權柄和能力

耶穌 神公義的彰顯

○2 .耶穌 神慈愛的表明

神的恩典 神的話語 向我彰顯

耶穌 神完全的聖潔

今得榮耀 今已稱義 祂國降臨

副：祂的國度永遠長存

祂的榮耀無法測度

君王的大能和尊貴

祂的國度已來到

祂國度掌權 祂統管萬有

祂的國度滿有權柄和能力

耶穌 神公義的彰顯

09. 我以禱告來到你跟前 我心旋律

○1 .我以禱告 來到你跟前

我要尋求你

我要站在 破口之中

在那裡我尋求你

副：每一次我禱告 我搖動你的手

禱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禱告 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鋪平 使列國歸向你

○2 .主我是軟弱及無助

你卻是我的力量

以你親切的手引導我

那就是我的得勝

副：每一次我禱告

我搖動你的手

禱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禱告 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鋪平 使列國歸向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