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錫安堂後站教會 小組參考資料 109.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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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六）為旗山福音集結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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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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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主題——更新的一年～脫去
舊人、穿上新人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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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
大綱：上帝給我們的生命是向上的奔騰生命，我們有豐盛滿溢的力量。我們人生的

路都經過各種歷練、學習、考試、家庭、工作，經營快樂的人生，可是人生
是複雜的，各種情況不停改變，造成許多人迷失，就像龜兔賽跑中的兔子一
樣，衝刺久了就想休息，不知不覺就休息太久，錯過得勝的機會，有時有機
會展示自己特別技能，以致雖然獲得群眾歡呼，卻沒得到最終勝利。龜兔賽
跑有後續的發展，兔子記取教訓，重新振作，他最後與烏龜合作共創雙贏，
這就是奔騰生命的內容，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不是只有追求高分，要有烏
龜的奮戰精神，有效的利用時間，也要有團隊合作的實際。聖經教導我們，
神可以給我們長久的幸福，神可以給我們生命的能力。感謝神，他使我們豐
盛。

經文：约 10：10b，詩 23：5 b，腓 4：13，雅 1：5，太 6:33，出 3：17， 
創 12：2-3b，弗 3：20。

禱讀背誦：约 10：10b，弗 3：20。
問題：

1. 龜兔賽跑給你什麼啟示?
2. 時間管理的原則是什麼？休息不是浪費時間嗎?團隊合作為什麼重要?
3.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密訣是什麼？

報告：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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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10：10b  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詩 23：5b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腓 04：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雅 01：05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

神，主就必賜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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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03：17 我也說：要將你們從埃及的困苦中領出來，就是到流奶與蜜之地。

創 12：02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

人得福。

創 12：03b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弗 03：20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

所求所想的。

禱讀背誦：
约 10：10b  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弗 03：20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

所求所想的。

收不到資料者 請到教會網站 www.kszionch.org.tw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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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們又在一起

我們又在一起 來讚美主

我們又在一起 同心合意

美好事必定要成就

美好事已顯明

我們又在一起 來讚美主

03. 我們成為一家人 有情天

1.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 成為神兒女

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

成為神國的子民

副 1：因著耶穌得潔淨

因著耶穌入光明

因著耶穌 同享復活的生命

同享生命的喜悅

同在主愛中連結

因著耶穌 同受豐盛的產業

2.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 成為神兒女

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

成為神國的子民

副 2：因著耶穌同敬拜

因著耶穌蒙慈愛

因著耶穌 彼此恩慈來相待

或在喜樂中歡唱 或遇苦難同哀傷

因著耶穌 同渡人生的風浪

04.一生最美的祝福 讚美之泉

在無數的黑夜裡

我用星星畫出你

你的恩典如晨星

讓我真實的見到你

在我的歌聲裡

我用音符讚美你

你的美好 是我今生頌揚的

副: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認識主耶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穌

走在高山深谷 祂會伴我同行

我知道這是最美的祝福

05. 今天可以不一樣

1.今天 我可以不一樣

今天 我心裡有盼望

今天 我將會有力量

今天 會不一樣

2.我的心情 將會不一樣

我的信心 將會更堅強

我的眼光 定睛在天上

靠耶穌 會不一樣

副:今天可以不一樣

今天靠主不靠自己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

靠著耶穌就不一樣

06.恩典已降臨 生命河

將軟弱變為剛強 貧窮成為富足

瞎眼得看見 哀哭變為跳舞

一切山窪都填滿 崎嶇成為平原

在神裡面 充滿無限可能

你的能力覆庇我 戰勝試煉和艱難

我相信你的恩典 完全夠我用

副:神的恩典已降臨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在恩典深處 重擔都變為輕省

神的恩典已降臨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倚靠全能神 沒有難成就的事

07. 主你永遠與我同在 約書亞

危難臨到 我信靠你

深知你 必領我 度過

你信實 為我堅持 到最後

當暴風雨 向我靠近

有你同在 我不至 畏懼

你是 我的牧者 我所依靠

每個夜 每一天

我知你 永遠 在身邊

副:主 你永遠 與我同在

在你裡面 沒有改變

你的堅定 從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遠

靠你豐盛應許 站立

我的未來 在你手中

堅固磐石 全能真神 我敬拜你

08. 神機會的風

神造萬物 各按其時 成為美好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萬物都有定時

當我敏銳於神工作的時候

願你旨意完全彰顯

打開我雙眼 看見你的作為

嶄新的機會正敞開

副:當神機會的風吹起

主帶領我乘風破浪

在生命每個轉彎處

都經歷突破大能和恩典

當神機會的風吹起

主帶領我乘風破浪

在生命每個季節中

堅持信靠跟隨我主

09. 所有美善力量

1 所有 美善 力量 都默默圍繞

奇妙 的安慰 保守 每一天

讓我 與你們 走過這些日子

並與你們 踏入新的 一年

2儘管 過去的年日 折磨心靈

艱困 時光 重擔 壓迫我們

主啊！拯救 飽受 驚嚇的心靈

以那 為我們預備的救恩

副:所有 美善 力量 都奇妙 遮蓋

不論如何都期盼那安慰

在晚上 早上 每個新的一天

上帝 都將與我們同在

3若你給我們 遞來沉重苦杯

滿溢著 憂愁痛苦的苦杯

主啊！從你良善慈愛的聖手

毫不顫抖心存感謝領受

4主啊！若你 願意 再賞~賜我們

世上 歡樂 以及 陽光 亮麗

讓我 們紀~念過~去美妙歲月

把我們生命完全交託你

副:所有 美善 力量 都奇妙遮蓋

不論如何都期盼那安慰

在晚上 早上 每個新的一天

上帝 都將與我們同在

5今天 請讓 燭火 溫暖的 燃燒

是你 帶給 黑暗中 的我們

或許 這會 引領 我們 再相聚

明白 你的 光在 黑夜照耀

6寂靜深深的圍繞我們展開

讓我們聽見那豐富響聲

從周遭無形世界向外擴散

凡你兒女盡都高聲歌頌

副:所有 美善 力量 都奇妙 遮蓋

不論如何都期盼那安慰

在晚上 早上 每個新的一天

上帝 都將與我們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