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錫安堂後站教會 小組參考資料 1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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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垂聽禱告，上週六 1/09（六）上午在「旗山」福音集結，主耶穌大大得
勝。請繼續為所有參加的民眾禱告，求主聖靈掌管運行，賜下渴慕的心田，在
人的心中動工，救他們脫離宗教的綑綁，歸向真神。繼續堅固當地得救的家庭，
復興旗山家教會。

2.為 2021 年度主題——更新的一年～脫去舊人、穿上新人禱告，在新的一年，
求主讓我們學習脫去舊人，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渴慕主的同在，成
為榮美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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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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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Word（神的話）：神對人

主題：從雅歌看基督徒的內在生活
大綱：過內在生活的人懂得學習以神的滿足與安慰，接納自己的缺點，謙卑認錯且從

中學習， 懂得靠主善樂，凡事感恩，尋求依靠聖靈，樂意分享，擁有不多卻知

足，常操練注視耶穌，且以神為中心，一切都為滿足神，這些內在生活的要點，

在雅歌中得到印證。內在生活的道路，各樣操練，包含讚美、話語、等候、安

靜、禱告，聖靈、安息、神的車、命令、事奉、謙卑、擔子等，在雅歌書中處

處可見。主日前段的交通，我們聽見中國牧區在內在生活裡學習的豐富美善。

感謝神，我們可以到神前面得安息，因為神的軛是容易的，神的擔子是輕省的，

我們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且通人幔內。
經文：歌 1:2-3，歌 1:8，詩 119:97、130、11、33，林前 6:17，詩 46:10，歌 1:5，

歌 2:6-7，希 4:10-11，太 11:28-30，歌 7:12，歌 8:13，歌 4:7、10，
希 6:19。

禱讀背誦：歌 1:2-3。
問題：

1. 內在生活的學習對你有什幫助和改變?
2. 如何操練浸泡在神的話語和聖靈?
3. 関於至聖所的事奉，你有什麼領受? 

報告：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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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 01:02 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歌 01:03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所以眾童女都愛你。

歌 01:08 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隨羊群的腳蹤去，把

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帳棚的旁邊。

詩 119:97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

詩 119:130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

詩 119: 11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詩 119: 33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

林前 06: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詩 46:10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

被尊崇。

歌 01:05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我雖然黑，卻是秀美，如同基達的帳棚，

好像所羅門的幔子。

歌 02:06 他的左手在我頭下；他的右手將我抱住。

歌 02:07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我指著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囑咐你們：不要

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

希 04:10 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樣。

希 04:11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

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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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11:29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

裡就必得享安息。

太 11:30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歌 07:12 我們早晨起來往葡萄園去，看看葡萄發芽開花沒有，石榴放蕊沒

有；我在那裡要將我的愛情給你。

歌 08:13 你這住在園中的，同伴都要聽你的聲音，求你使我也得聽見。

歌 04:07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麗，毫無瑕疵！

歌 04:10 我妹子，我新婦，你的愛情何其美！你的愛情比酒更美！你膏油

的香氣勝過一切香品！

希 06:19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內。

禱讀背誦：
歌 01:02 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歌 01:03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所以眾童女都愛你。

收不到資料者 請到教會網站 www.kszionch.org.tw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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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全然向你 讓讚美飛揚

當讚美的 旋律響起

我的心 全然向你

當聖靈的 恩膏滿溢

我的靈 不再封閉

讚美的清泉 如春雨沐浴

我心中的喜樂 川流不息

讚美的音符 如雪花飄逸

心中的暖流 冉冉升起

副：我要開口向 你讚美稱謝

永永遠遠 讚美不停

永永遠遠 稱謝不已

我要欣然向 你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 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 腳步不離

03. 偉大奇妙神 新歌頌揚 242 首

我們有 偉大奇妙神

祂創造 天地和萬物

我們有 偉大奇妙神

祂使瞎眼 看見

瘸腿能 行走

副：在祂沒有 難成的事

在祂沒有 難成的事

哦！全能的上帝

在你沒有 難成的事

在你沒有 難成的事

在你沒有 難成的事

04. 向主歡呼 和撒那 54

主耶穌 我救主

無一人能 像你

我願一生 全心讚美

你奇妙 全能的大愛

你是我 安慰師

我避難所 和力量

我的一切 每個氣息

永遠不住敬拜你

副：向主歡呼 願全地 揚聲唱

頌讚 榮耀 能力歸於君王

眾山跪拜 眾海洋歡呼

歌頌主 的聖名

我要歡唱 你大能 的作為

我要永遠愛你 永遠要堅定

無一事物

能與你的應許相比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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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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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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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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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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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一天天一時一刻一瞬間 頌讚詩選

○1 .一天天 一時一刻 一瞬間

憑虔信 仰賴天父心安

一切事既由天父所籌畫

為兒女 何用憂愁懸念

一天天 天父藹然看顧我

一天天施恩盡皆美善

憑慈愛賜下痛苦與喜樂

辛酸中融有甘甜

○2 .一天天 天父伴我在身邊

一刻刻 賜我合宜恩典

慈祥父 凡我煩勞願承擔

奇妙父 掌握智謀威權

一天天 屬主兒女蒙護庇

到永遠主愛堅穩不變

一生中 我要作你大能力

這是衪恩諾聖言

○3 .懇求主 使我堅信不搖動

患難中心靈仍得安寧

主應許分明載在聖經中

好信靠 一點不能變更

懇求主 使我任逢何情景

順從主 慈手安排引領

一天天 一時一刻 一瞬間

跟主行直到天城

07. 一生一世 我心旋律

耶和華是 我的亮光

耶和華是 我的拯救

耶和華是 我性命的保障

我還懼誰呢

耶和華是 我的盾牌

耶和華是 我的高台

耶和華是 我性命的保障

我還懼誰呢

副：有一件事 我曾尋求 我仍要 尋求

就是一生 一世

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瞻仰 祂榮美

有一件事 我曾尋求

我仍要 尋求 就是一生 一世

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尋求祂的面

08. 深深愛你 讚美之泉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切慕你 單單尋求你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力愛你

敬拜你 讓你榮耀充滿全地

副：深深愛你 耶穌 深深愛你 耶穌

我愛你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愛你 耶穌 深深愛你 耶穌

哦 我愛你 耶穌

09.生命的執著 我心旋律

祢是我心中 我心中唯一的詩歌 

我要向祢盡情地歌唱 

向祢獻上最真誠的愛 

祢是我心中 我心中唯一的切慕 

我要一生緊緊地跟隨

讓祢牽我走天路 

副：主啊 唯祢知我的軟弱 

祢知我最深的意念 

無論在何時 無論在何處

祢親手領我前行 

除祢以外 在天我還能有誰 

除祢以外 在地也無所愛 

哦 我心渴望 我靈切慕

在祢榮耀同在中 

尾：哦主 哦主 祢是我生命唯一的執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