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錫安堂後站教會 小組參考資料 109.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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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9/06（日）下午的慕道班，09/27（日）早上的受浸聖餐聚會禱告，願有更多已結
業的新家人，能將生命連結於永恆，委身教會作主門徒，求神賜下渴慕的心田，願
參加的人，滿得上帝的祝福。為 09/19（六）旗山外展福音傳遍叩門行動禱告，所到
之處看見聖靈大大的作工，改變當地的屬靈空氣，鬆軟當地居民的心田，願神的名
在旗山得著榮耀。也求主保守所有的福音攻堅、義診、義剪、天氣、交通安全，一
切都很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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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事奉神 而非事奉金錢

大綱：一個人不能侍奉金錢又侍奉神，正如聖經所言，一個人不能事奉两個主，不是

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因此我們

須作一個決定，是否要事奉神。聖經上有些例子，似乎作了錯誤的決定，巴蘭
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羅得與罪惡妥協、少年財主想同時敬拜耶穌和金錢、猶

大為錢賣主，最近發生一件重大的事件，就是五位立委渉收賄的案件，似乎金

錢己奪取人心。我們聴見得救的生命見證，親眼見過偶像法術的作為，甚至曾
經雕刻神像，卻在認識耶穌之後能夠榮神益人。感謝神，我們從亞伯拉罕的身

上學到信心的功課，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富有、尊榮、生命為賞賜。

經文：約壹 2:15，太 6:24，書 23:3，書 24:15，傳 1:09，太 8:26，雅 1:06，

創 22:02、10，創 22:12、16-17，箴 22:04。

禱讀背誦：約壹 2:15，箴 22:04。

問題：
1. 你有回來就好的感覺和隨從而來的祝福嗎?
2. 為了選擇神，你作了什麼決定和捨棄?
3. 神如何賞賜敬畏他的人？
4. 信息中的見證你有何回應?

報告：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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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02: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太 06:24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

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財利的意思）。

書 23:03 耶和華―你們的神因你們的緣故向那些國所行的一切事，你們親眼看

見了，因那為你們爭戰的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書 24:15 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

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

和華。

傳 01:09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太 08:26a 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膽怯呢？

雅 01:06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風吹動翻騰。

創 22:02 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

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

創 22:10 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創 22:12 天使說：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

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

我。

創 22:16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

便指著自己起誓說：

創 22:17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

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

箴 22:04 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富有、尊榮、生命為賞賜。

禱讀背誦：
約壹 02: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箴 22:04 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富有、尊榮、生命為賞賜。

收不到資料者 請到教會網站 www.kszionch.org.tw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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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在你手中 讚美之泉 7

耶和華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的好處 不在你以外

你是我的產業 我杯中的分

我所得的 你為我持守

耶和華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你是我的產業 我杯中的分

我所得的 你為我持守

副：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

因你在我右邊 我便不致動搖

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

因你在我右邊 我便不致動搖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03. 展開屬天的翅膀 以斯拉

喔主 我要來敬拜祢 

站立在祢的寶座前 

喔主 我要來親近祢 

在祢的面前我獻上我的心 

副：展開屬天的翅膀 我要飛到祢身旁 

衝破一切的惆悵 我要向祢來歌唱 

展開屬天的翅膀 進入榮耀的天堂

祢的寶座在天上 祢是我王 

04. 唯有耶穌 讚美之泉

耶穌 你能 使瞎眼看見

耶穌 你能 醫治傷心人

耶穌 你有 權柄釋放

叫不可能 變為可能

副：唯有耶穌 掌管 天地萬有

唯有耶穌 能使 水變成酒

叫狂風巨浪 平息

大能赦罪 行神蹟

耶穌 無人與你相比

05. 能不能 讚美之泉

我屬於祢 祢是我永遠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祢殿中 獻上敬拜 

定睛在祢的榮美 世上一切變暗淡 

除祢以外 我還能有誰 

副：能不能 就讓我留在祢的同在裡 

能不能 賜我力量讓我更多愛祢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祢殿中 

獻上敬拜 全心全意來愛祢 

一生愛你(副歌)

一生愛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愛你 一生榮耀你

一生奉獻 一生不回頭

一生愛你跟隨你

06. 獻上活祭 新歌頌揚

1.我心切切渴慕你主

我要緊緊跟隨你

你恩典與慈愛永無止息

你信實直到永遠

我王我的神因你奇妙聖名

獻上我的讚美

副：耶穌主耶穌 求用我一生

耶穌主耶穌 求用我一生

2.我心深深向你敬拜

我靈渴慕你榮光

我完全相信你寶貴應許

我在你懷中安息

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

直到我見你面

副：耶穌主耶穌 求用我一生

耶穌主耶穌 求用我一生

07. 每當我瞻仰你 詩歌工作坊

每當我瞻仰你至聖榮面

每當我在愛中仰望你

在你榮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何等喜樂當我進入你心意

我全心成為你愛的寶座

在你榮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副 1：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一生活著為要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一生活著為要敬拜你

副 2：我讚美你 我讚美你

我一生活著為要讚美你

我讚美你 我讚美你

我一生活著為要讚美你

副 3：我事奉你 我事奉你

我一生活著為要事奉你

我事奉你 我事奉你

我一生活著為要事奉你

08. 耶穌恩友 頌讚詩選 413 首

○1 .耶穌是我親愛朋友

擔當我罪與憂愁

何等權利能將萬事

帶到主恩座前求

多少平安屢屢失去

多少痛苦白白受

皆因未將各樣事情

帶到主恩座前求

○2 .或遇試煉或遇引誘

或有煩惱壓心頭

切莫灰心切莫喪膽

來到主恩座前求

何處得此忠心朋友

分擔一切苦與憂

耶穌深知我們軟弱

來到主恩座前求

○3 .是否軟弱勞苦多愁

掛慮重擔壓肩頭

主仍是我避難處所

來到主恩座前求

親或離我友或棄我

來到主恩座前求

在主懷中必蒙護佑

與主同在永無憂

09. 我願觸動你心弦

每當我來到主你寶座前

我心我靈向你俯伏敬拜

再次將主權交託全能神

懇求你心意向我顯明

副：我願觸動你心弦 全心討你喜悅

我要舉起雙手 降服於你

貼近你的胸懷

我願觸動你心弦 全心討你喜悅

我主我的神 求奪我心意

完全屬於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