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錫安堂後站教會 小組參考資料 109.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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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門徒訓練課程，內在生活的道路～拋錨與永恆禱告，求主幫助每一位弟兄姊
妹對神的渴慕更加増，在生活中留意作個順服的人，透過課程的教導、操練、
學習，每一天可以很真實經歷內在生活，進入更豐富的內在生命。也繼續為邀
請我們的組員參加內在生活的道路禱告，好叫我們可以為主成全更多的門徒。

2.為人生講座開心慶典尚有三週～12/13（日）生之追尋、12/20（日）現代人的
希望，12/27（日）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及 12/19（六）青牧特會～當屠龍戰士
遇見小嫩嬰，求主祝福恩膏這一系列講座、慶典、特會，也預備弟兄姊妹的心
來參加，並有負擔邀請 Best、年青人一同來領受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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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寮家教會新一波的福音外展探望和堅固禱告。也求主祝福世恩客家
團隊，兒童學習營家長讀書會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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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生命健康之道
大綱：聖經教導人當信什麼?當作什麼?就是教導人活出健康的生命。這裡面有十個

指標，分別是根基深厚、均衡成長、活力十足、多結果子、免疫力強、復原
力佳、懂得節制、持續操練、認識限制、愛與喜樂。根基決定成長的規模，
就像竹子，在最初的 4 年全力扎根，第 5 年開始生長爆發。有人不懂節制，
造成許多不適，只有持續操練，才能健康成長。主日前段的見證，我們聽見
弟兄認識主之後，生活習慣改變，在小組被建造，在家中經歷神的慈愛和恩
典。感謝神，給我們力量用好習慣代替壞習慣，使我們成為忠心良善又有見
識的好管家。

經文：申 10:12，太 7:18，太 7:24-27，約三 1:2，詩 16:9，可 4:20，加 5:22-23，
賽 30:15，加 5:24-25，提前 4:8，傳 1:2，腓 3:8，太 10:39，太 11:28，
番 3:17，羅 15:13

禱讀背誦：申 10:12，提前 4:8。
問題：

1. 小組和 C3 讀經對妳有什麼幫助?
2. 聖經主要的教導是什麼?你的領會是什麼?

3. 你裏面有愛與喜樂嗎?有什麼壞習慣要被對付?

報告：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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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10:12 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

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

太 07:18 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

太 07:24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太 07:25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太 07:26 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

太 07:27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約三 01:02 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詩 16:09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原文是榮耀）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可 04:20 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又領受，並且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

倍的，有一百倍的。

加 05:22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加 05: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賽 30:15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

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

加 05:24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加 05:25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提前 04:08 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傳 01:02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腓 03:0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

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太 10:39 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

太 11: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番 03:17 耶和華―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

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

羅 15: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

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禱讀背誦：
申 10:12 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

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

提前 04:08 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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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的早晨 約書亞 4

V1：美麗的早晨 讓我得見你耶穌

讓我的心裏充滿力量

讓我的生命 深深連結你耶穌

從你而來的話語充滿我

V2：美麗的早晨 讓我得見你耶穌

讓我的心裏充滿力量

讓我的生命 深深連結你耶穌

從你而來的聖靈澆灌我

副：主我要拍手讚美 開口讚美

跳舞讚美你

讓我們感受你的愛

感受你同在

主我要拍手讚美 開口讚美

跳舞讚美你

讓我們感受你的愛 感受你同在

03. 一生愛你

親愛的寶貴耶穌

你愛何等地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

愛你是我的喜樂

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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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天上榮耀充滿我的心靈

1.那是何等奇妙奇妙日子

那日我永不忘記

當我還在黑暗路中流離

我就遇見主耶穌

祂是何等溫柔憐憫良友

祂滿足我心需求

黑雲已遠蕩我要快樂傳講

祂將一切黑暗驅走

副：天上榮耀充滿我的心靈

在十架上救主使我完全

我罪已經洗清

黑夜已轉為光明

天上榮耀充滿我的心靈

2.由聖靈而生有屬天生命

歸入神聖的家庭

因加略山的愛得稱為義

何等福氣與光榮

當我這個罪人來到主前

主就赦免與歡迎

接受主所賜那極大的福祉

祂救了我讚美主名

副歌：天上榮耀充滿我的心靈

在十架上救主使我完全

我罪已經洗清

黑夜已轉為光明

天上榮耀充滿我的心靈

3.如今我已有了確實盼望

當世上時日過去

將來在天我有穩妥居所

是極華美的住處

就是因為那奇妙的日子

在十架下我信靠

永遠的福氣豐富的賞賜

從祂寶貴手中接受

副歌：天上榮耀充滿我的心靈

在十架上救主使我完全

我罪已經洗清

黑夜已轉為光明

天上榮耀充滿我的心靈

05.我的良人 頌讚詩選

1.他下到谷中 行在百合花叢

我已看清我良人的腳蹤

救主 我愛 我急速跟你前行

陣陣輕風 都訴你寶貴名

副：啊 我良人 主 你 可頌之神子

主耶穌曾為我流血捨生

2.你豈不知 啊 我正在尋找你

請快告訴我 你腳蹤何居

晌午你正在何處與羊群同棲

傍泉可安息 炎陽有蔭蔽

3.我今行近你 啊 最可愛救主

你榮美吸我 常住你愛裡

莫向我心掩面 因它崇拜你

你曾尋我 稱我你的鴿子

4.你的聲音 比眾天使更柔慈

你的笑容 比嬌陽更明晰

你輕輕帶我來 向你懷中倚

你可愛極 使我傾心欲死

06. 靠著耶穌得勝 華人敬拜 4

在你愛裡我要宣告

我軟弱得改變

在你愛裡 我要宣告你是王

在你愛裡我要宣告

我不再罪中打轉

是你 帶領著我得勝

副：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終此生要 靠著主愛去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不必懼怕挫敗 深知主恩更廣闊

是你帶領著我得勝

07. 他能改變 有情天 2

讓我們同心敬拜 創造天地的主

讓我們齊聲頌揚 全能的神

用大信心來讚美

主的慈愛長存

他要醫治 他要拯救

釋放被擄的人

副：他能改變改變 使水變成酒

他能改變 改變 化苦為甘甜

當我們心未感覺 眼未看見之前

他已開始 他已運行 他正在成全

08. 全然為你 生命河

我的眼光和心思

單單注視你 喔～耶穌

隨著你心 律動

甜蜜的靈 來充滿我

放下為自己 抓住的

放手交給你 我的主

我願使你歡喜

對你的愛 不斷湧流

副：我生命氣息 全然為你

如同香膏 傾倒

無悔的 付出

只願你心 得滿足

我生命氣息 全然為你

如同香膏傾倒

全心來獻上

最深刻 真摯的愛

09. 在你手中 約書亞

我願意將我全心

交在你手中

毫無保留 毫無保留

我願意將我全心

交在你手中

毫無保留 毫無保留

生命中一切 全是你所賜給我

賞賜在你 收取在於你

副：也許曾渴望擁有

但你要我慢慢學習放手

在每一分鐘

現在 我已經不同

生命屬你 不屬於我

甘願成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