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錫安堂後站教會 小組參考資料 10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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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日）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求主祝福也預備弟兄姊
妹的心來參加，並有負擔邀請 Best、一同來領受祝福。

為 1/19（六）為旗山福音集結禱告，所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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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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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的希望
大綱：我們有許多失望的經驗，每次希望落空總是帶來很大的衝擊，尤其現在新冠

肺炎造成許多人心中不安，但是聖經對此有令人振奮的教導，聖經說〞盼望
不至於羞恥〞，真正的希望就是盼望，耶穌是為了給我們希望而來的，叫我
們得的更豐盛。主日前段的分享，我們聽見因病危丈夫遺願而信主的悲觀女
子，寧願違背祖訓也要堅持到底的見證。感謝主，他為我們捨命，叫我們得
生命，而且得的更豐盛。耶穌就是現代人的希望，因著耶穌我們裏面有永恆
的真盼望。

經文：羅 15：4，創 2：21-22，創 14：10，出 2：3，創 17:10、12、伯 26：7
羅 5：5，約 10：10-11，約 1：12。

禱讀背誦：羅 5：5，約 1：12。
問題：

1. 主日信息前的見證和短劇，你有何感想?
2. 你有失望的經驗嗎?你對新冠肺炎有何看法?

3. 聖經是真的，有何證據?可以證明聖經虛假嗎?

4. 為什麼耶穌是現代人的希望?

報告：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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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05：05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羅 15：0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著盼望。

創 02：21 耶和華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

創 02：22 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他到那人跟前。

創 14：10 西訂谷有許多石漆坑。所多瑪王和蛾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裡的，其餘

的人都往山上逃跑。

出 02：03 後來不能再藏，就取了一個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將孩子放在裡頭，

把箱子擱在河邊的蘆荻中。

創 17:10 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的約，是你

們所當遵守的。

創 17:12 你們世世代代的男子，無論是家裡生的，是在你後裔之外用銀子從外人

買的，生下來第八日，都要受割禮。

伯 26：07 神將北極鋪在空中，將大地懸在虛空；

羅 05：05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約 10：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

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 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 0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禱讀背誦：
羅 05：05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約 0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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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善夜 小羊詩歌

喔 聖善夜 群星閃爍多光明

在伯利恒 救主今夜降生

迷茫大地 罪惡虛空中嘆息

直到晨曦顯現 帶來黎明

真光顯現 恩典照亮世人

揮別長夜 迎接榮耀早晨

副：俯伏敬拜 讓讚美聲傳萬邦

喔 聖善夜 救主基督降生

喔 聖善夜 救主基督降生

橋：政權必擔 在祂肩上

馬槽嬰孩 是萬王之王

看祂不張揚不喧嚷

祂來為作 贖罪羔羊

尾：俯伏敬拜 讓讚美聲傳萬邦

喔 尊貴 榮耀 能力永遠歸祂

尊貴 榮耀 能力永遠歸祂

永永遠遠歸祂

03. 天使歌唱在高天 新靈糧詩選

○1 .天使歌唱 在高天

美妙歌聲 遍平原

四周山嶺 發回聲

響應天使 歡樂音

副：榮耀榮耀 歸於至高真神

榮耀榮耀 歸於至高真神

○2 .牧人有何 大喜悅

快樂歌聲 不休歇

有何喜訊 感心弦

齊發歌聲 美難言

榮耀榮耀 歸於至高真神

榮耀榮耀 歸於至高真神

○3 .請君同往 伯利恆

天使所唱 聖嬰生

前來跪拜 同聲唱

基督救主 新生王

副：榮耀榮耀 歸於至高真神

榮耀榮耀 歸於至高真神

04. 普世歡騰 天韻版

○1 .普世歡騰救主下降

大地接她君王

惟願眾心預備地方

宇宙萬物頌揚

宇宙萬物頌揚

宇宙宇宙萬物頌揚

○2 .普世歡騰主治萬方

民眾都當歌唱

田野江河山嶺平原

響應歌聲嘹喨

響應歌聲嘹喨

響應響應歌聲嘹喨

○3 .恩典真理主治萬方

萬國萬民歡欣

我主公義何等榮耀

哦!主愛真奇妙

哦!主愛真奇妙

哦!主愛何等奇妙

05. 人們需要主

○1 .人們走過我身旁

他們眼中流露出

心中空虛與愁煩 走向未知路

人生路程極艱難 整日心恐慌

歡笑掩飾心哭泣 耶穌能醫治

副：人們需要主 人們需要主

當美夢 破滅之時 他為人 開路

人們需要主 人們需要主

何時我們才知 人們需要主

○2 .主招我們發真光

現時代對錯不分

有何代價嫌太高 向失喪人傳福音

當人們背負重擔 他以愛同擔

只有我們能傳揚 永生的真道

副：人們需要主 人們需要主

當美夢 破滅之時 他為人 開路

人們需要主 人們需要主

何時我們才知 人們需要主

06. 有一位嬰孩 歐讚音樂

受綑的心靈 宣告被釋放

絕望的人 今日得著盼望

心中的憂愁 被化為歡樂

迷失的人 現在有方向

罪惡重擔 今後不再承擔

神開道路 我們得著赦免

以馬內利 神與我們同在

天使歡呼 萬物來頌揚

副：有一位嬰孩 為我們而生

真神的兒子 賜給我們

祂來掌權 祂做王到永遠

施行公義 帶來平安

祂名是奇妙 偉大的策士

永在的天父 全能真神

哈利路亞 祂是和平君王

耶穌基督 我們的神

07. 眼光 天韻飛翔

不管天有多黑

星星還在夜裡閃亮

不管夜有多長

黎明早已在那頭盼望

不管山有多高

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腳下

不管路有多遠

心中有愛仍然可以走到雲端

副：誰能跨過艱難

誰能飛越沮喪

誰能看見前面有夢可想

上帝的心看見希望

你的心裡要有眼光(×2)

喔～你的心裡要有眼光

08. 耶穌在我裡面 盛曉玫

嚐過 主恩的滋味

還有 什麼更甘甜

一生 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穌 住在我裡面

世界 不再吸引我

主愛 勝過全所有

一生 最大的祝福

就是有耶穌 住在我裡面

副：因為耶穌 在我裡面

我的生命 海闊天空

不論環境順逆 我深深相信

主的恩典 一定夠用

因為耶穌 在我裡面

我能勇敢 面對明天

困難都將過去 我靠主站立

定睛天上 榮耀冠冕

09. 一生愛你 讚美－深觸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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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