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錫安堂後站教會 小組參考資料 11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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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7/14（三）～7/18（日）兒童、家長成人夏令營，8/24（二）～8/28（六）青
年夏令營舉行禱告，祝福所有的活動及邀請，願神得著所有的兒童、青年及所
接觸的家長，膏抹所有的籌備、活動、課程、天氣及同工的參予。

3.為春季社區樂學坊，韻律班、巧手 DIY、印尼文入門班、桌球社、舒壓療癒~
玩藝術，家長成長班、開心小組等禱告，願老師、同工、學員，身心靈得著造
就，並且得著更豐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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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Word（神的話）：神對人

主題：神帶領我的育兒之路

大綱：養兒育女從來不是一件輕鬆的事，但是在神的帶領下，情況就不一樣，主日信
息中我們姐妹在他親自經歷的見證裡，指出教養原則、教養方向和神的道路，
姐妹有三個孩子是三胞胎，在教養上非常不容易，但這三個孩子之間，雖個性
不一樣，卻彼此相處融洽和睦，因為孩子從小就在神引導之下成長，在教會中
學習，幾年前姐妹赴美留學，帶著三個孩子期間，孩子的爸不在，孩子遭遇語
言隔閡，同儕之間的壓力，只有靠著神才能突破，姐妹在重大壓力下，只有到
神面前禱告，在神的應許下經歷了平安，更奇妙的是在美國教會，開啟了孩子
成長之路，最後姐妹給經歷青少年風暴的父母十個建議：1.孩子的故事尚未結
束 2.上帝持續動工 3.上帝既已開始就一定會完成 4.為孩子祈禱是大有功效 5. 改
變乃是上帝的工作 6.相信上帝的時機. 7.憑信心，非憑眼見 8.上帝所做的都有益
處 9.孩子去哪兒，上帝都在那裡 10.上帝無所不能。

經文：創 27:28-29，詩 133:1-3，詩 39:5，來 4:15-16，腓 2:7，太 11:29，詩 127：
3-5，撒上 16：7，腓 1:3，雅 5:16，彼後 3:8，羅 8：28，路 18：27。

禱讀背誦：來 4:15-16

問題：
1.你如何帶領孩子成長?
2.你放心把孩子交給耶穌嗎？

報告：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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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 27:28 願神賜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並許多五穀新酒。

創 27:29 願多民事奉你，多國跪拜你。願你作你弟兄的主；你母親的兒子向你跪拜。

凡咒詛你的，願他受咒詛；為你祝福的，願他蒙福。

詩 133:01 （大衛上行之詩。）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詩 133:02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詩 133:03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

遠的生命。

詩 39:05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各人最穩妥

的時候，真是全然虛幻。（細拉

來 04:15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

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來 0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

隨時的幫助。

腓 02:0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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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127：03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

詩 127：04 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

詩 127：05 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不至於羞愧。

撒上 16：07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

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腓 01:06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雅 05: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

量是大有功效的。

彼後 03:08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

日。

羅 08：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路 18：27 耶穌說：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卻能。

禱讀背誦：
來 04:15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

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來 0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

隨時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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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手 鄭明堂

媽媽的手 像春日和風

充滿溫馨的吹拂過我的心

在黑暗的角落

有多少汗水滴落

總為我們她不言語

媽媽的手 像冬日陽光

充滿溫暖的照射過我心

在無數的夜晚

為我們獻上祈禱

像我們的天使

副：媽媽你曾否為自己禱告

媽媽願神祝福你

媽媽的手天使的手

將是充滿青春快樂的手（2次）

03.風和愛 天韻

輕風吹 過樹梢

樹葉兒呀片片搖

看不見 摸不著

風的存在人人知道

媽媽的愛真正好

為兒為女忙到老

測不透 分析不了

愛的存在人人知道

副：不能看見 不能測透

認識神用心靈尋求

用心靈接受

就好像風 就好像愛

就好像風和愛

當你親身有了體驗

自然不問存在不存在

04.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讚美之泉

宇宙的中心 耶穌

世界的中心 耶穌

萬物都本於祢 屬於祢歸於祢 

祢是榮耀君王 

副：我們歡迎 君王降臨

渴望看見 祢的彰顯 

呼求祢來翻轉 震動這土地 

復興我們聖潔的熱情

我們歡迎 君王降臨

同心高舉 祢聖潔的名 

呼求天窗打開 春雨不停息

我們呼喊歡迎君王降臨

橋：大大張口 大大充滿

恩膏如雨 澆灌這地

眼未看見 耳未聽見

渴慕更多 看見祢的榮面 

05.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讚美之泉

在無數的黑夜裡

我用星星畫出你

你的恩典如晨星

讓我真實的見到你

在我的歌聲裡

我用音符讚美你

你的美好

是我今生頌揚的

副：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認識主耶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穌

走在高山深谷

祂會伴我同行

我知道這是最美的祝福

06. 神的道路 天韻

神的道路 高過人的路

神的意念 高過人的意念

祂的心裡 有藍圖

祂的時間 不錯誤

一步一步 帶領你前途

副：祂立大地的根基

祂讓雲彩空中飄浮

是祂創造 生命氣息

是祂應許 照顧賜福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

耐心等待必要歡呼

啊～～～～～ 耐心等待要歡呼

07.愛我的天父（中）台北靈糧堂

○1 ：有位愛我的天父

他永遠不放棄我

他愛的同在使我完全

我深知他顧念著我

我知他顧念著我

○2 ：在許多危難時刻

也在流淚的過程

你永不離開或丟棄我

我深知你顧念著我

我知你顧念著我

副：吸引我貼近你心 擁抱在你懷裡

我愛你我的天父 你是我的一切

愛我的天父（台語）台北靈糧堂

有一位疼我的天父

他永遠不放捨我

有他的愛疼與我佇在

我知影他真關心我

我知他真關心我

雖然有危險艱難

嘛有悲傷與失落

只有你是我的倚靠

我知影你攏會看顧

我知影你攏會看顧

我知你攏會看顧

副：吸引我倚近你心 享受你疼無比

我愛你我的天父 你是我的一切

08.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生命河

在主面前 細細數算神的恩典

我才明瞭 你的奇妙帶領

我等候 願能摸著你的心意

未來的路 願走在 你旨意中

橋：獻上我最愛 在祭壇前不帶走

帶領我前往 你所應許之地

副：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

驚濤駭浪 主與我同在

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

勇敢前往 向標竿直奔

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

甘心順服 得最終獎賞

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

我深知道 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

09. 天父的孩子

永遠你是我的孩子

永遠不變我愛你

我差聖靈翩然降臨

如馴鴿平安落在你心

副：永遠我是你的孩子

永遠不變我愛你

懇求聖靈翩然降臨

如馴鴿平安落在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