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錫安堂後站教會 小組參考資料

11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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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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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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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應該更美的活出
大綱：聖經奇妙的教導我們如何看待我們的弟兄，不是應該如何，而是遠
遠超過應該的程度，要更美的看待，因為他不是麻煩製造者，他是
我們的一份子。真正的說法是，他是我的弟兄，我們不只是要更美
的看待他，還要更真實的搶救那些失喪的弟兄，進而更寬廣的接納
那些得罪你的弟兄。聖經說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主日前段的交通，
我們的姐妹，見證了如何遵守那些難以遵從的命令，並且在遵行之
後，得到的祝福和改變。感謝神，我們是一家人，都是神的孩子，
我們彼此相愛、彼此扶持，就是最好的見證。
經文：申 24:6-15，林前 12：23-25，民 12：1-3，羅 13：8。
禱讀背誦：民 12：3，羅 13：8。
問題：
1.在遵守神的命令上，你遇見什麼挑戰?
2.人性軟弱在妥協和堅持下的衝突，你有何看法?
3.你能接納得罪你的弟兄嗎?原諒就好了，真的要接納嗎?

報告：2/28 如下：
招待：

團隊（主日早 8：30 提前到會場預備）

敬拜讚美支援：請相關各小組長報告並安排分工。

備餐組：

經文：
申 24：06
申 24：07

不可拿人的全盤磨石或是上磨石作當頭，因為這是拿人的命作當頭。
若遇見人拐帶以色列中的一個弟兄，當奴才待他，或是賣了他，那拐帶
人的就必治死。這樣，便將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
申 24：08
在大痲瘋的災病上，你們要謹慎，照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們的留意
遵行。我怎樣吩咐他們，你們要怎樣遵行。
申 24：09
當記念出埃及後，在路上，耶和華―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
申 24：10
你借給鄰舍，不拘是什麼，不可進他家拿他的當頭。
申 24：11
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貸的人把當頭拿出來交給你。
申 24：12
他若是窮人，你不可留他的當頭過夜。
申 24：13
日落的時候，總要把當頭還他，使他用那件衣服蓋著睡覺，他就為你祝
福；這在耶和華―你神面前就是你的義了。
申 24：14
困苦窮乏的雇工，無論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裡寄居的，你不可欺負他。
申 24：15
要當日給他工價，不可等到日落―因為他窮苦，把心放在工價上―恐怕
他因你求告耶和華，罪便歸你了。
林前 12：23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他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
著俊美。
林前 12：24 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
那有缺欠的肢體，
林前 12：25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民 12：01
摩西娶了古實女子為妻。米利暗和亞倫因他所娶的古實女子就毀謗他，
說：
民 12：02
難道耶和華單與摩西說話，不也與我們說話嗎？這話耶和華聽見了。
民 12：03
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
羅 13：08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
了律法。

禱讀背誦：
民 12：03
羅 13：08

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
了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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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耶穌 住在我裡面

01.序

世界

不再吸引我

主啊 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主愛

勝過全所有

你的寶座從太初立定 亙古就有

一生

最大的祝福

你以威嚴為衣 以能力束腰

02. 新的事將要成就

讚美之泉

你是做新事的神

08.從亙古到永遠

就是有耶穌 住在我裡面

我要向你唱新歌

世界就堅定 不得動搖

副：因為耶穌 在我裡面

恩典憐憫 每天都是新的
新酒新皮袋 每天要賜下
副：新的事 新的事 將要成就
新的恩膏 新的恩寵
我們要 我們要 唱新歌
稱讚我們神為高
新的事 新的事 將要成就
新的恩典 新的盼望

主啊 你榮耀國度在我們的中間

我的生命 海闊天空

你的旨意滿有智慧 必要成就

不論環境順逆 我深深相信

你信實不改變 應許永不落空

主的恩典 一定夠用

掌權到萬代 不能震動

因為耶穌 在我裡面

副：我敬拜尊崇你聖名 將榮耀歸你

我能勇敢 面對明天

你永遠常存 權柄永存無極

困難都將過去 我靠主站立

唯你是真神 是活神

定睛天上 榮耀冠冕

是再來君王
喔主 你的國度從亙古到永遠

06.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我們要 我們要 唱新歌
充滿神的榮耀

09.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03. 喜樂河流

讚美之泉

喜樂河流 來充滿我
生命泉源 來澆灌我
有袮同行 不再懼怕
無論何處 緊緊跟隨
副：我要 walk walk
Walk in the river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哦主!求你保守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

我的心 我的意念

醫治你疾病復原

使我能夠遵行你旨意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我願 將你話語深藏在我心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作路上的光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

成為我腳前的燈

為受屈的人伸冤

哦主!求你堅固

副：天離地有何等的高

我要 jump jump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dance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

我信心 我的力量

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

使我 得以勇敢向前行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

因我 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

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求你帶領我 使我不會再退縮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
04. 盡情的敬拜
耶穌

讚美之泉

聖潔公義救主

彰顯神的 智慧 能力

副：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好讓我一生 能學你的樣式

從亙古直到永遠

使我能成為 你所喜悅的兒女

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使我的生命 能夠彰顯你榮耀

你的愛是 何等長闊高深
07. 聖靈請你來充滿我心

滿有豐富 無窮的恩典
耶穌

聖靈 請你來 充滿我心

權柄統管萬有

我需要 你恩膏 充滿我靈

配得榮耀 尊貴 頌讚

聖靈啊我好愛你

我以心靈 誠實 盡情敬拜

我的靈讓你牽引

坐在寶座上 深愛我的主

而每一天我要更深愛你

副：舉起我的 心來敬拜你

副：我要追求你主

用生命來 回應你的愛
哦

我的主

讓我單單在乎你

我將生命獻給你
牽引我更親近你

盡情 地敬拜你

你大能更新我靈
05. 耶穌在我裡面
嚐過

主恩的滋味

還有

什麼更甘甜

一生

最大的祝福

盛曉玫

生命河

無人能與你相比
主我仰望你的榮面
我敬拜你在靈與真理裡

約書亞

橋：潔淨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隨祢 在愛中遇見祢
潔淨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隨祢 榮耀中敬拜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