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錫安堂後站教會 小組參考資料 11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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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應許 我的導航

大綱：神的應許就是神的承諾，也就是神答應我們的話。神曽經應許要有
童女懷孕生子， 這應許成就在馬利亞身上，因此我們看見神應許
的內容是關心。我們在信心裡可以看見應許的實現，我們藉著順服
可以看見應許的完成，其實，神的許一定會成就，不論有多少困難，
有多少挑戰，要經過多久，神的應許就是神的承諾，一定會實現。
主日前段內在生活學習的分享，我們領受永遠不渴的秘訣，就是靠
近活水的泉源，我們的姐妹在內在生活裡面，得到力量。感謝神，
主的應許就是我們的導航，靠著神的應許，我們的人生，就不致失
迷。

經文：路 1：26-38，賽 7:14，賽 9:6-7，太 28:18-20。

禱讀背誦：賽 9：6-7。

問題：
1.你在內在生活的學習中有什麼交通?
2.神的應許是什麼?
3.神的應許如何才完成?

報告：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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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01：26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

拿撒勒，

路 01：27 到一個童女那裡，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女的名字

叫馬利亞；

路 01：28 天使進去，對他說：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路 01：29 馬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覆思想這樣問安是什麼意思。

路 01：30 天使對他說：馬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

路 01：31 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

路 01：32 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

路 01：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

路 01：34 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

路 01：35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

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或作：所要生的，必稱為聖，稱為神的兒子）。

路 01：36 況且你的親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時候也懷了男胎，就是那素來稱為不

生育的，現在有孕六個月了。

路 01：37 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路 01：38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他

去了。

賽 07:14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

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賽 09:0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

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賽 09:07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

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太 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太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太 28：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

禱讀背誦：
賽 09:0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

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賽 09:07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

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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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有能力 讚美之泉

我的盼望 就在耶穌基督裡

在祢裡面 滿有平安  

生命泉源 就在耶穌基督裡

有主在我裡面 活著

我宣告 在我裡面的

比世上一切 更有能力

我不屬這世界

我高舉 耶穌的名

副：我宣告 在我裡面有

活水湧流 滿有能力

有耶穌 在我裡面 活著 我勇敢站立

橋：有主 在我裡面 沒有懼怕 能戰勝仇敵

有主 在我裡面

沒有懼怕 還得勝有餘

03.耶穌我的耶穌 讚美之泉

我的神 我要永遠在祢的懷裡 

愛慕祢 屈膝在祢面前 

單單敬拜祢 

我渴慕祢 我敬拜祢 

我的主 我深愛的唯一

副：耶穌 哦耶穌 我靈最深渴慕

耶穌 哦耶穌 祢醫治我心深處 

04. 主我獻上生命給你 約書亞

○1 .我將自己完全獻上

毫無保留放在你的腳前

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稱讚

無論苦與樂都交託給你

副：主我獻上生命給你

用我一切經歷 來榮耀你聖名

主我獻上一生給你

願我讚美升起 能成為馨香活祭

我獻上生命給你

○2 .過去的事將來的事

還有那沒有實現的夢想

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計劃

全人和全心都交託給你

副：主我獻上生命給你

用我一切經歷 來榮耀你聖名

主我獻上一生給你

願我讚美升起 能成為馨香活祭

我獻上生命給你

05. 聞我王聲 頌讚詩選

○1 .聞我王聲 我天上君王

我永世難忘祂妙音如樂繞樑

聞我王聲 我天上君王

我已答應祂 呼召永將祂選上

副：祂來就我 隨帶一祝福沛降

向我發言 充滿我以榮光

我聞其聲 何奇妙動人心腸

王一發言 靈魂體得痊康

○2 .聞我王聲 我榮耀君王

向祂我心門大開 祂進我心房

聞我王聲 啊福哉恩言

祂為我罪愆宣告 赦免賜平康

副：祂來就我 隨帶一祝福沛降

向我發言充滿我以榮光

我聞其聲何奇妙動人心腸

王一發言靈魂體得痊康

○3 .聞我王聲 倘忽略錯過

此損失我生命 永世莫能補償

幸彼天降 作替罪羔羊

昔曾為我身懸 各各他苦架上

副：祂來就我 隨帶一祝福沛降

向我發言 充滿我以榮光

我聞其聲 何奇妙動人心腸

王一發言靈魂體得痊康

○4 .聞我王聲 此大喜信息

祂永不衰殘之愛 我今樂傳揚

庶使萬民 美音可共享

是祂慈聲召人 來覓路到天鄉

副：祂來就我 隨帶一祝福沛降

向我發言充滿我以榮光

我聞其聲何奇妙動人心腸

王一發言靈魂體得痊康

06. 豐盛的應許 讚美之泉

你仰臉 保守你所愛的

你護庇 永遠不離不棄

你將我 從淤泥裡捧起

放我 在你的 手心

副 1：我憑著信心領取 你豐盛的應許

世界也不能奪去 神美好的旨意

我憑著信心領取 你恩典永不止息

看見美好應許成就 榮耀全都歸於你

你仰臉 保守你所愛的

你護庇 永遠不離不棄

你將我 從淤泥裡捧起

放我 在你的 手心

副 2：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愛我永不放棄

世界也不能奪去 神美好的旨意

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旨意高過我的

看見美好應許成就

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07. 從亙古到永遠 生命河

主啊 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你的寶座從太初立定 亙古就有

你以威嚴為衣 以能力束腰

世界就堅定 不得動搖

主啊 你榮耀國度在我們的中間

你的旨意滿有智慧 必要成就

你信實不改變 應許永不落空

掌權到萬代 不能震動

副：我敬拜尊崇你聖名 將榮耀歸你

你永遠常存 權柄永存無極，

唯你是真神 是活神 是再來君王

喔主 你的國度從亙古到永遠

08. 你為何揀選我 新靈糧 555

○1 .主你為何從萬人中

揀選我做你兒女

你知我過犯那麼多

喔主！你赦免了我

掩面不看我罪過

賜下愛子耶穌拯救我

副：喔主！幫助我成為你要樣式

順服你旨意永不渝

如今獻生命為主而生活

與主一同行跑天路

○2 .何等奇妙 至大真神之愛

竟然臨到我

我願歌頌讚美主名

救主恩典多稀奇

救主憐憫大又多

使我細思量難明瞭

副：喔主！幫助我成為你要樣式

順服你旨意永不渝

如今獻生命為主而生活

與主一同行跑天路

09.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哦主!求你保守 我的心我的意念

使我能夠遵行你旨意

我願將你話語深藏在我心

作路上的光 成為我腳前的燈

哦主!求你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

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

求你帶領我 使我不會再退縮

副：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 能學你的樣式

使我能成為 你所喜悅的兒女

使我的生命 能夠彰顯你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