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錫安堂後站教會 小組參考資料

11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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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可以找著避難所
大綱：現代人需要基督和教會，因為基督是我們的藏身之處，這不是忽然
發生的，而是神特別預備的救恩。聖經中關於逃城的定規，就顯明
神救恩的心意是，讓人可以找著避難所，其實逃城不是只向以色列
人施恩，而是向我們每一個人施恩，這正是基督耶穌成為我們的避
難和庇護的預表。主日前段的交通，我們的姐妹交通了，她在內在
生活中的學習，每天都在 C3 中學會浸泡在神的話，改變而且充實
了人生。感謝神，進到逃城的路，是方便而且容易的。我們都曾犯
錯，我們都需要救恩，如今我們都可以安穩在耶穌的懷裡，那就是
我們的逃城，是我們的藏身處。
經文：申 19：1-13。
禱讀背誦：申 19：1-3。
問題：
1.你在內在生活的學習中有什麼交通?
2.逃城是什麼?那些人需要逃城?
3.進入教會就是進入逃城嗎?
4.你對城市外展有何看法?

報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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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
申 19：02
申 19：03
申 19：04
申 19：05

申 19：06
申 19：07
申 19：08
申 19：09
申 19：10
申 19：11
申 19：12
申 19：13

耶和華―你神將列國之民剪除的時候，耶和華―你神也將他們的地賜給
你，你接著住他們的城邑並他們的房屋，
就要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的地上分定三座城。
要將耶和華―你神使你承受為業的地分為三段；又要預備道路，使誤殺
人的，都可以逃到那裡去。
誤殺人的逃到那裡可以存活，定例乃是這樣：凡素無仇恨，無心殺了人
的，
就如人與鄰舍同入樹林砍伐樹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樹木，不料，
斧頭脫了把，飛落在鄰舍身上，以致於死，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
就可以存活，
免得報血仇的，心中火熱追趕他，因路遠就追上，將他殺死；其實他不
該死，因為他與被殺的素無仇恨。
所以我吩咐你說，要分定三座城。
耶和華―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擴張你的境界，將所應許賜你列
祖的地全然給你，
你若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這一切誡命，愛耶和華―你的神，常常遵
行他的道，就要在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
免得無辜之人的血流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的地上，流血的罪就歸
於你。
若有人恨他的鄰舍，埋伏著起來擊殺他，以致於死，便逃到這些城的一
座城，
本城的長老就要打發人去，從那裡帶出他來，交在報血仇的手中，將他
治死。
你眼不可顧惜他，卻要從以色列中除掉流無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

禱讀背誦：
申 19：01
申 19：02
申 19：03

耶和華―你神將列國之民剪除的時候，耶和華―你神也將他們的地賜給
你，你接著住他們的城邑並他們的房屋，
就要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的地上分定三座城。
要將耶和華―你神使你承受為業的地分為三段；又要預備道路，使誤殺
人的，都可以逃到那裡去。

收不到資料者

請到教會網站 www.kszionch.org.tw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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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要堅定 我口要歌頌

3 .多次歷爭戰遭仇敵壓迫時
○

01.序

耶和華神 已掌權

投入你蔭下傾吐訴我苦情

02. 耶穌耶穌

小羊詩歌 05. 聖靈請你來充滿我心

我們敬拜你 和平之君

聖靈 請你來 充滿我心

我們稱頌你 明亮的晨星

我需要 你恩膏 充滿我靈

我們等候你 再來的王

聖靈啊我好愛你

我們仰望你 公義的太陽

我的靈讓你牽引

副：耶穌！耶穌！永生神的兒子
耶穌！耶穌！我的救贖主

約書亞

多次遇試煉如波濤浪洶湧
急速藏身主裏我靈魂磐石
藏身主裏 藏身主裏
你是萬世磐石 我藏身主裏
08. 藏在主裡面

而每一天我要更深愛你

頌 107

1 .萬古靈磐 讓我藏在主裡面
○

副：我要追求你主

波濤洶湧 讓我藏在主裡面

耶穌！耶穌！世界的光

我將生命獻給你

仇敵雖兇 永遠不能

耶穌！耶穌！我心所盼望

牽引我更親近你

把我從主愛裡奪去

你大能更新我靈

讓我藏於 萬古靈磐得安穩

無人能與你相比

2 .情慾纏繞 讓我藏在主裡面
○

主我仰望你的榮面

我靈歡欣 當我藏在主裡面

我敬拜你在靈與真理裡

世界榮華誘惑何大

03. 喜樂泉源

讚美之泉

你是我喜樂泉源
你使我歡欣跳躍
你使我自由飛翔

06. 神的道路

不再被罪惡綑綁

天韻 11

你是我永生盼望

神的道路 高過人的路

你愛有無比力量

神的意念 高過人的意念

從今時直到永遠

祂的心裡 有藍圖

你應許不會改變

祂的時間 不錯誤

橋：你的寶血

一步一步 帶領你前途

有能力能醫治一切的傷口

我的信心漸被溶化
讓我藏於 萬古靈磐得安穩
3 .淒涼長夜 讓我藏在主裡面
○

黎明在望 當我藏在主裡面
舉目觀看約但河旁
我要依靠救主懷中
讓我藏於 萬古靈磐得安穩

副：祂立大地的根基

09. 耶和華是愛

我心旋律

你的復活

祂讓雲彩空中飄浮

能改變一切的咒詛成為祝福

是祂創造 生命氣息

耶和華是愛

是祂應許 照顧賜福

讓我安歇青草溪水邊

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讚美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

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

我們要用全心和全意

耐心等待必要歡呼

共度每一天

來敬拜你

啊～～～～～

耶和華是愛

我們要歡迎你來臨

耐心等待要歡呼

在困境中祂保守引領

副：我們要高舉你聖名

願你來設立寶座在這裡

07.藏身主裏

我們要張開口

1 .我靈在憂傷痛苦爭戰之時
○

不停讚美你
04. 耶和華神已掌權

頌讚詩選 104 首

願飛往至高磐石中得安息
有情天

主耶和華 我的神 我的王

我罪雖眾多但我深願屬你
你是萬世磐石我藏身主裏

我的心 要倚靠你

藏身主裏 藏身主裏

凡投靠你的 必不懼怕

你是萬世磐石 我藏身主裏

等候你的 必不羞愧（X2）

2 .無論在平靜或憂傷孤單時
○

願你的崇高 過於諸天

無論受試探或遇敵攻擊時

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或遇暴風雨在海中漂搖時

你統管萬有 你治理列邦

你是萬世磐石我藏身主裏

萬國萬民 都敬拜你
副：你是那獨行奇事的神
在你沒有難成的事

藏身主裏 藏身主裏
你是萬世磐石 我藏身主裏

神為我擺設豐盛的恩典
在危難也不改變
副：在世間主恩與共
祂的愛常在我身邊
神為我施恩惠保守勉勵
共同度此生
耶和華是愛
讓我安歇青草溪水邊
無限滿足快樂湧自心田
在危難也不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