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19 周（5 月 5 日–5 月 11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让他有时间预备。
『旁若无人』
目的：考验组员的分析力、观察力、最终带出旁若无人的坏处
时间：15 分钟
内容：组长说一“两个人在你面前讲暗语，对你视若无睹，你感觉如何？”
1. 两人一组，秘密地在房中选一件物品作为讨论目标。在众人面前讨论时，不可提示物
件名称。其他组员听后尝试寻找出答案。
2. 轮流讨论竟猜。
3. 完结时，组长要指出旁若无人的沟通方式，是令别人难受的。
B. 敬拜 Worship（15 分钟）：带领敬拜的人要控制时间、带领大家祷告。若圣灵感动组员
有知识的言语，组长可以让领受的人按次序说出来。
凡事都有可能

我高举双手

当祢找到我

(副歌)
有祢我能成就一切
能成就一切
因祢赐我力量

我摊开我的双手
想要给祢什么 却一无所有
我献上我的身体
想报答祢什么

当祢找到我 在生命十字路口
祢靠近我 祢拥抱我 从此祢不放手
过去的种种 全然交在祢手中
祢医治我 祢恢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凡事都有可能
有祢瞎眼能看见
生命能改变
我凭信心而活
凡事都有可能

可是却亏欠祢那么多

我活着不是凭眼见
我活着不是凭感觉
我深知主祢与我同在
在祢绝没有难成的事

夜再黑 心再疲惫 我仰望祢至圣荣面
主祢却用祢温柔双手
我已决定永不后退
抬起我的头
祢作为 何等荣美 祢大能在我心间
轻轻对我说 祢恩典够我用
我愿一生紧紧跟随
我高举双手 触摸祢的手
倒空生命 只愿爱祢更多
我高举双手 愿触摸祢的手
定睛仰望 十架成我力量

我跟随 祢从高山到低谷
我跟随 祢即使荆棘满布
纵然面对挑战 也有眼泪 感到疲惫
我要挣脱缠累 永远不后悔
在祢翅膀 荫下我得保护
祢话语 使我生命得坚固
祢应许不摇动 自始至终 永不落空
未来在祢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当祢找到我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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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话语 Word（50 分钟）：
（请组长事先做好预备，最好先看过一遍，对内容有个概念，再思
考如何按着圣灵的感动，引导每位组员分享。请注意，重点不是讲道，而是引导每个人应用
神的真理）
信息主题：你想不到的事
讲道日期：2019 年 4 月 28 日

讲员: 黄秀玲姐妹

在幸福小组名人讲座的第一周，我们邀请了资深的新闻主播黄秀玲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早
在 2001 年，秀玲姐妹荣获了红星大奖之最佳新闻时事节目主持人奖。秀玲姐妹为了照顾两个
年幼的儿子，她就辞职了。上帝奇妙的带领，让她虽然辞职了，依然可以在时事节目中做旁
述员，后来也兼职在星期五晚间播报新闻…。
秀玲姐妹从小就在教会成长，上主日学，向神祷告要准时起床，也不会担误上学。印象最深
刻的经文就是：
约翰福音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秀玲姐妹在学校的成绩一直都不错，但她竟然在考 A 水准时栽跟斗。因英文不及格，不能进
大学，对她而言是很沉重的打击。因为神的恩典，能够回到学校重修，后来考上国大中文系。
她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中学新谣歌唱比赛，在比赛时虽然出了差错，还是得到个人组的冠军。
后来有记者访问其中一位裁判，裁判的答复是：虽然秀玲同学在比赛现场出了状况，但她临
危不乱，继续把歌唱完，而且也演绎得很好。因着这场歌唱比赛，让秀玲姐妹经历到神的意
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不可能成为可能。也因着歌唱比赛冠军为校争光的功劳，让秀玲姐妹能
够在成绩不理想的情况下，回校重修。
就在秀玲姐妹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正巧电视台招聘新闻主播。那是电视台隔了五年后才进行
的招聘活动。如果她当初没有因为重读一年的高中，就不会遇上那次的招聘，也就不会踏入
媒体业，从事她至今仍喜欢的新闻工作。
有一年秀玲姐妹被派去台湾实习三个月，就遇到 SQ006 在台湾桃园机场坠机的事件。在整个
过程当中，她经历到上帝的带领，让她能够承受各方面的压力。这个经历让她学习到，凡事
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为着我们还存留着的一口气来感谢。生命是那么的脆弱，我们不知
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必须要珍惜当下，在有机会领受上帝的救恩时，就要好好的把握这
个机会。
秀玲姐妹来自一个大家庭，父母虽然在教会举行婚礼，但父亲却不去教会，他不信耶稣，只
信自己。父亲是生意人，认为钱最重要，很看重钱。8 年前父亲被诊断患上肝癌，仍不愿意
向耶稣祷告求医治，总是摇着手说，祷告没用的。他也知道钱帮忙不了他，钱无法帮他买回
健康，钱也没有办法给他平安，甚至他自己也无法去掌握下一刻。有一天，父亲拿着一些珍
藏品要送给秀玲姐妹，还说在 7 个子女当中，秀玲姐妹是他最疼爱的。秀玲姐妹就捉紧机会，
鼓起勇气带领父亲做了悔改、决志的祷告，将生命交托给神。感谢主让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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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机会重新的回到主的怀抱！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想不到的事很多，但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祂不但掌管宇宙万物，
祂更是爱我们的神。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很多想不到的事，因为我们的意念和神的意念不同。
以赛亚书 55:8-9
8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9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耶利米书 29:11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
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我们听到很多负面的新闻报导，今天秀玲姐妹跟我们分享了佳音。因为神给我们的意念不是
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
在现今的世代，有很多不法的事，当我们知道天国的奥秘时，神告诉我们这些奥秘，当我们
认识祂，以祂的话语来带领我们生命当中所要走的道路，神可以告诉我们天国的奥秘。
马太福音 24:12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当我们听到很多不好的新闻时，我们可以明白，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不法的事会增多，人的
爱心会渐渐的冷淡。这些都是耶稣再来之前的一些征兆。在主里面我们有希望！这个世界虽
然有苦难，可是在主里面有平安！
罗马书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不论生命当中发生怎样的事情，不论是否有疾病，神爱我们，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事情，神
让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神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约翰福音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神很爱我们，甚至把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可以选择爱神。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
小组讨论分享：
【请组长以下列问题带领小组讨论，在控制时间的同时也尽量让每位组员都有升有机会参与
发言，分享。将分享讨论带出来的问题或困难带到分组祷告中彼此服事。】
Q1. 在你生活的周遭，看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无论是好事或不好的事，你的第一反
应是什么？你对事情的发生作何回应？请分享。
Q2. 最近斯里兰卡的爆炸事件和美国教会被枪杀的新闻，你是否会问神在哪里，为什么这些
事情会发生？还是你会为着这些事件祷告，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每一件事情
的发生，都有神美好的旨意？请坦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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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罗马书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分
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你对这节经文的见解，如何以这节经文去鼓励人，然后彼此祷告
祝福。
背诵经文：
以赛亚书 55:8-9
8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9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D. 服事 Work（15 分钟）：服事时间是聚焦异象及服事，祷告的时候 ：
1. 纪念 3×3 未信主朋友。2. 为组员的需要祷告。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1. “生命栽培”课程
课程是为帮助新信徒建立稳固的基督徒生命根基, 同时预备他们亲自与主耶稣有一次改变生
命的经历。课程将在以下的日期、时间和地点进行。欲知详情，请参阅教会网站的装备页面
或应用程序。
课堂日期

时间/地点

LC1 - 6 月 2 日; LC2 - 6 月 16 日;
LC4 - 7 月 21 日; LC5 - 8 月 4 日

星期日; 上午 11.30 - 下午 1 点; 佳伟剧院

LC3 (姐妹经历神营会) - 6 月 29, 30 日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YWCA Fort Canning Lodge

LC3 (弟兄经历神营会) - 7 月 6, 7 日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教会办公室@ Chai Chee

2. 希望与你有约
5 月 17 至 19 日，我们将聚集在国家体育场，一同参加《希望与你有约》大型佈道会！我们
的教会将主持 5 月 19 日晚上最后一场的英语佈道会。门票免费。请下载《希望与你有约》的
手机应用程序预定座位。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https://celebrationofhope.sg/《希望与你有约》
的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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