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錫安堂後站教會 小組參考資料    11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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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日）下午城市外展社區活動課前整編，佈達確定會開的活動課程以及
注意事項的叮嚀禱告，求主祝福一切都很順利。 

為 4/17（六）領袖退修會禱告，求主將聖靈的恩膏、能力、突破賜給每一位弟
兄姊妹，在神的國度中持續往前奔跑。  

為各地的家教會禱告，無論是水底寮、內門，大寮家教會，求主開傳道的門，
並興起地方的門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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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大綱：路加福音七章記載了，一段耶穌在一個法利賽人家中吃飯時發生的事，有
一個女子用眼淚溼了耶穌的腳，並用頭髮擦乾，此事引動了法利賽人的議
論及耶穌的憐憫，其實在人生的歷程中，誰才是真正重要的呢?耶穌曾經
問過彼得:你愛我比這更深嗎?這也要成為我們心中的功課。主日前段的見
證，我們弟兄見證禱告蒙應許的經歷，知道主可以使人軟弱變剛強。感謝
神，我們雖然是法利賽人且常忽略耶穌，但我們承認自己是個罪人，自發
的愛耶穌，耶穌親自接待我們，使我們更深的進入主的愛中，常在他的裡
面。我們可以愛耶穌比愛世界更深。 

經文：路 7：36-50，太 5：3-4，約壹 5:12，約 15:05。 

禱讀背誦：約壹 05:12，約 15:05。 

問題： 
  1.你經歷了內在生活的恩典嗎?你相信經驗還是信心? 

2.你會比較自己和他人之間的各種情形嗎？如何可以從比較中重獲自由? 
  3.你愛耶穌比愛世界更深嗎? 

報告：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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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6 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和他吃飯；耶穌就到法利賽人家裡去坐席。 

路 07：37 那城裡有一個女人，是個罪人，知道耶穌在法利賽人家裡坐席，就拿著

盛香膏的玉瓶， 

路 07：38 站在耶穌背後，挨著他的腳哭，眼淚溼了耶穌的腳，就用自己的頭髮擦

乾，又用嘴連連親他的腳，把香膏抹上。 

路 07：39 請耶穌的法利賽人看見這事，心裡說：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

誰，是個怎樣的女人，乃是個罪人。 

路 07：40 耶穌對他說：西門！我有句話要對你說。西門說：夫子，請說。 

路 07：41 耶穌說：一個債主有兩個人欠他的債；一個欠五十兩銀子，一個欠五兩

銀子； 

路 07：42 因為他們無力償還，債主就開恩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這兩個人哪一個

更愛他呢？ 

路 07：43 西門回答說：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穌說：你斷的不錯。 

路 07：44 於是轉過來向著那女人，便對西門說：你看見這女人嗎？我進了你的家，

你沒有給我水洗腳；但這女人用眼淚溼了我的腳，用頭髮擦乾。 

路 07：45 你沒有與我親嘴；但這女人從我進來的時候就不住的用嘴親我的腳。 

路 07：46 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但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腳。 

路 07：47 所以我告訴你，他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他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

他的愛就少。 

路 07：48 於是對那女人說：你的罪赦免了。 

路 07：49 同席的人心裡說：這是什麼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路 07：50 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太 05：0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太 05：0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約壹 0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約 15:0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

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禱讀背誦： 
約壹 0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約 15:0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

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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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麗的早晨 讓我得見你耶穌 

讓我的心裏充滿力量 

讓我的生命 深深連結你耶穌 

從你而來的話語充滿我 

○2 美麗的早晨 讓我得見你耶穌 

讓我的心裏充滿力量 

讓我的生命 深深連結你耶穌 

從你而來的聖靈澆灌我 

副：主我要拍手讚美 開口讚美 

跳舞讚美你 

讓我們感受你的愛 

感受你同在 

主我要拍手讚美 開口讚美 

跳舞讚美你 

讓我們感受你的愛 

感受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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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耶和華 滿有憐憫和恩典 

我投靠 在你翅膀蔭下 

當我回轉 一宿雖然有哭泣 

早晨 必歡呼喜樂 

副：你坐著為王 到永永遠遠 

雖洪水翻騰 我堅定仰望你 

你坐著為王 垂聽我呼求 

使我靈甦醒 有復活的生命



○1 我心所追求 乃是 神自己 

不是 樂與安 也不是 福氣 

我能出代價 達到這聖地 

不是 我自己 乃是 祂恩力 

○2 因信 而向前 要得 神自己 

憑愛 而跟隨 永遠 不他依 

願主 拯救我 脫離我自己 

直到 神一切 充滿在我裏 

○3 雖然 我道路 有時真可怕 

雖然 我代價 常是非常大 

但是 神知道 何者是我需 

得著神 的路 永不能彎曲 

○4 一事 我所知 祂永不會錯 

一事 我所作 要將祂得著 

一天過一天 神 是我所要 

至終的賞賜 神 作我榮耀 

  

耶穌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痛苦 

耶穌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你受的刑罰 

我們得平安 

因你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完全得醫治 

副：感謝耶穌 我的救主 

我得平安 我得醫治 

我的耶穌 愛我的主 

你的恩典 深觸我心 

  

開我眼 得以看見你的榮光 

與我主面對面 

開我耳 得以聽見你的聲音 

使我靈被更新 

我張口 向你禱告呼求 

親身經歷你的真實 

你同在 的馨香提升我 

用你大能來觸摸我 

你是又真又活的救主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敬畏降服於你的權能 

你擁有我們生命的答案 

副：親眼見你 不只是風聞有你 

求照明我心中眼睛  

知道這恩召有何等指望 

親眼見你 不只是風聞有你 

深知你同在永不離開我 

充滿信心向前走 

  

你是我的主 引我走正義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你在保護 

萬人中唯獨 你愛我認識我 

永遠不變的應許 

這一生 都是祝福 

副：一步又一步 這是恩典之路 

你愛 你手 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又一步 這是盼望之路 

你愛 你手 牽引我走這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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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