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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35 周（2022 年 8 月 27 日–2022 年 9 月 3 日） 
 

A. 欢迎 Welcome（15 分钟）:【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让他有时间预备。】 

题目: 每次为你做多些 

目的：训练记忆力及创  时间：10 分钟  

内容：1. 大家围成一个圆圈。2. 带领者先做一个动作，右边的组员重复此动作並自创一个动

作，下一位组员模仿他，再加一个自选动作，以此类推。3. 直至有组员不能重复或忘记之前

其中一个动作，便算输。玩的次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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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上帝 
Goa E Siong-Te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祢的话惦我心 
Li e oe tiam goa sim 

当我无盼望的时 
Tng goa bo ng bang e si 

导我走过人生的路 
Chhoa goa kia* koe jin seng e lo' 

祢的疼惦我心 
Li e thia* tiam goa sim 

当我无依靠的时 
Tng goa bo oa kho e si 

互我盼望走下去 
Ho' goa ng bang kia* loh kh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回应祢的呼召和爱疼 
Hoe eng Li e ho' chio kap thia* thang 

坚持一生无偏离 
Kian chhi it seng bo phian l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求祢用我做祢的器具 
Kiu Li eng goa choe Li e khi ku 

将祢的疼分享出去 
Chiong Li e thia* hun hiong chhut khi 

 

 

赐我自由 
Su Goa Chu Iu 

 

赐自由的灵啊, 求祢来 
Su chu iu e leng ah, kiu Li lai 

来到我的里面 
Lai kau goa e lai bin 

来到我的生活 
Lai kau goa e seng oah 

拿掉生活中的烦恼 
Giah tiau seng oah tiong e hoan lo 

除去我心中的不安 
Tu khi goa sim tiong e bo an 

 

*祢的灵啊…伫哪里 
Li e leng ah… ti toh ui 

哪里就有自由 
Toh ui chiu u chu iu 

世界虽有劳苦重担 
Se kai sui u lo kho' tang ta* 

求祢灵来赐我自由 
Kiu Li leng lai su goa chu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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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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神的声音     讲员: 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2 年 8 月 20 日 

 

撒母耳记上 1 Samuel 3:1-10  

小撒母耳跟着以利事奉耶和华。那时候，耶和华的话语稀少，异象也不多。 2 一天晚上，老

眼昏花的以利正睡在自己的房里。 3 上帝的灯还没有熄灭，撒母耳睡在耶和华的殿内，即安

放上帝约柜的地方。 4 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答道：“我在这里！” 5 他跑到以利跟

前，说：“我来了，你叫我吗？”以利说：“我没有叫你，你去睡吧。”于是，他就回去睡

觉。 6 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跟前，说：“我来了，你叫我吗？”以利答

道：“孩子，我没有叫你，回去睡吧。” 7 那时，撒母耳还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的话还没

有向他显明。 8 耶和华第三次呼唤他，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面前，说：“我来了，你叫我

吗？”这时候，以利才明白原来是耶和华在呼唤这孩子。 9 他就吩咐撒母耳说：“你回去睡

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吩咐，仆人恭听。’”于是，撒母耳就回去睡

下。 10 耶和华来站在那里，再次像刚才一样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答道：

“请吩咐，仆人恭听。” 

通过圣经在旧约时代的先知——撒母耳，来学习我们如何能聆听神的声音，跟随神的引领和

完成祂的旨意。 

 

约翰福音 John 10:14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约翰福音 John 10:27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我们可以听得懂神的声音。 

 

耶利米书 Jeremiah 33:3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神邀请我们与祂交谈（祷告），并且让我们明白祂的心意及跟随祂。 

 

要如何能够听到神对我们说话？ 

1.  寻求亲近神 Seek and draw near to God 

 

撒母耳记上 1 Samuel 3:1 小撒母耳跟着以利事奉耶和华。那时候，耶和华的话语稀少，异

象也不多。 

当时的属灵氛围非常的糟糕和黑暗。换句话说，神很少跟祂的子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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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文 “稀少”rare 是“Yaqar” –  珍贵。 

表示神的话语在当时像是稀世珍宝，神似乎对祂的子民保持沉默! 

 

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听不见神的声音呢？ 

1）他们不想听神的话 

2) 他们继续的活在罪恶当中 

当我们离神太远时，就听不到祂对我们说的话！ 

 

撒母耳记上 1 Samuel 3:2-3  

2 一天晚上，老眼昏花的以利正睡在自己的房里。3 上帝的灯还没有熄灭，撒母耳睡在耶和

华的殿内，即安放上帝约柜的地方。  

如果你要听见神对你说话，你必须在一个靠近神同在的地方。 

 

雅各书 James 4:8 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 

如果你要听见神对你说话，你必须要亲近神。 

 

撒母耳记上 1 Samuel 3:4-5  

4 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答道：“我在这里！” 5 他跑到以利跟前，说：“我来了，你

叫我吗？”以利说：“我没有叫你，你去睡吧。”于是，他就回去睡觉。 

撒母耳一听到神的呼叫，虽然他以为是以利召唤他，他的态度是正面的，积极的。纵然已经

是大半夜了，圣经说他是“跑”到以利面前。当以利说我没有叫你，他就回去睡觉。这样的

事发生了三次！直到第三次之后，以利才恍然大悟，猜测应该是神在呼召撒母耳，就吩咐他

该如何回答。当神第四次呼唤撒母耳时，他直接回应神了。 

 

耶利米书 Jeremiah 29:13 你们寻求我，就必寻见。只要你们全心寻求我，  

神常常与大卫说话，因为大卫有一颗寻求亲近神的心。 

 

诗篇 Psalm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我们是否太忙，忙到我们盲了，最后也茫然了，以致忽略神的话语，听不到神的声音，不知

道该往哪里走? 

 

“要听见神的声音，你就必须调低世俗声音的音量。” —— 萨米亚 希格森 

 

使徒行传 Acts 17:27 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 

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亲近祂，我们就会发现祂其实已经在呼唤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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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谦卑顺服 Humble and obey God 

我们只是对神说话，但却想不花时间聆听他的声音。 

 

撒母耳记上 1 Samuel 3:10 耶和华来站在那里，再次像刚才一样呼唤：“撒母耳！撒母

耳！”撒母耳答道：“请吩咐，仆人恭听。”  

当撒母耳明白跟他说话的是神本身，他明白到自己的渺小与不足，他明白到自己需要聆听神

的话语和服从祂的吩咐。 

 

“聆听”的希伯来文是 “shema”, 意思就是“听从”是指一个人听到声音后随即遵命而行。

在犹太人心中，聆听和顺服是相等的。 

 

撒母耳记上 1 Samuel 3:18 撒母耳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以利说：“祂是耶和华，祂看

怎样好，就怎样行吧。”  

神不只是要对我们说话，神更要透过我们传达祂的话语和完成祂的旨意。 

 

路加福音 Luke 11:27-28  

27 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

了！”28 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听话是为了顺服，神是对那些顺服祂的话语的人说话。马利亚的福不是从怀胎和乳养得来，

而是从遵行神的话语来的！ 

 

“要听见神向你说话，你必须先愿意服从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亨利·布克比 

 

约翰福音 John 10:27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听见神的声音, 认得神的声音, 遵从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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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神是摆在你生命的中心，或仅仅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有

空或有需要才去找祂？Please share in your daily life, is God at the center of your life, 

or is He just a part of your life, that is, go to Him only when you have time or in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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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你是如何亲近主呢？是否是来到主的面前，把你所需要的一次过告诉祂，然后就走开

了，不等祂回答？请分享。How do you draw near to the Lord? Did you come to the 

Lord, tell Him once and for all what you need, and then walk away without waiting 

for Him to answer? Please share. 

 

Q3. 请分享你最近听见神的声音是什么时候？祂跟你说了什么？Please share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heard the voice of God? What did He say to you? 

 

D. 服事 Work（15 分钟）： 

 

1. 纪念 3×3 未信主朋友，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叫神感动他们出席主日聚会和小组。 

 

2. 为组员的需要祷告 

 

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 教会周祷会 

• 从 9 月份开始，我们的教会周祷会将稍微有些更动。 

• 从 9 月 7日起，每月首个星期三的教会周祷会将在触爱中心现场进行。 

• 实体周祷会只开放给完成疫苗接种者出席。 

• 无需订票。 

• 此祷告会以双语进行，并且会在晚上 8.00 开始。 

• 其他星期的周祷会将继续在我们的 Youtube频道上进行直播。 

 

• 守圣餐 

• 下个月，我们将在 9 月 3 和 4 日的所有聚会中守圣餐。 

• 如果你来参加实体聚会，可以在进入大堂时领取圣餐的材料。 

• 如果你参加线上的聚会，请在聚会开始之前，事先准备好圣餐的材料。  

 

• 坚信浸信教会 8 月份的活动 

•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fcbc.org.sg/zh)，查看有关教会这个月其他活动的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