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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15 日整理 (第二课) 

 

现在我们欢迎今晚聚会的主人，主耶稣，祂与我们同在，要把祂的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个课室里，

谢谢主。主愿你那充满万有的同在，在今晚充满我们每一个课室内，你赐给话语，膏抹每一句话语。

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倾听。主耶稣宝血洁净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受教跟聆听的心。谢谢主。 

今天晚上是第二课，我们要讲小组的成长。上个礼拜五，我们谈到怎么开始一个小组、小组的成

长，怎么开始一个小组。我们是用《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慢慢地跟随圣灵祷读进入。在这个礼拜，不

知道你们有没有操练？ 

在我们小组成长的过程，也常常有一段时间这浓厚的膏油整个充满，我们整个浸没在恩膏里，很

深的同在里。在他很浓的爱慕里就只是安静的享受他，领受他。有时我们整个从 9 点到 11 点，整个

聚会时间没有句言语没有一句诗歌，我们依依不舍彼此哈利路亚，有满足的喜乐彼此膏抹。下个礼拜

一，我们一群人也在默默的在这很深的恩膏里。有时候我们会说，深愿主一直这么深的用他无言的话

语向我们显示他无比长扩高深的慈爱，我们愿意在这里坐到天长地久，直等到主再来。所以我们一进

到小组彼此有一个默许，彼此不打招呼。一进这个门，就关上手机，自己找各地方安静的仰望。常常

主带领我们很深的进入，很深话语的思想，很深的领受。我们在灵里面被主亲自来喂养。我们连于这

位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段非常欢乐的时光。我们越走越能体会到保罗所说的的我传的道不在乎人的

智慧，乃是在乎圣灵的全能。在小组里，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全能，圣灵恩膏的教训直接连灵里教导

我们，制造我们，比人的话语更重要。我们说的多，不如主你的工作又深又长，而我的话语简短。 

刚开始学习等候神，刚开始操练等候神小组的弟兄姐妹，不要怕安静，不要怕冷场，安静是安静

在神同在里，静默是静默在他的同在里。在他有恩膏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同在，这个时候我要彼此仰望

主。要无声之言，与主耶稣脉脉含情。我们也要学会享受神，享受安静时光，享受与我面对面，与我

交心谈话，用无言之言向我述说他的爱情。 

带领人要让位圣灵，当他要用他丰满的同在来充满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主啊，我在你面前静

默无语在你面前交心、倾心交谈，用心灵与诚实静默树立在你面前，主我饱享你的爱，我都领受。 

在开始之前，我想对再给大家对小组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 

小组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一群爱主渴慕主的人一起追求、一起学习一起分享生命中的十字架的

苦与乐，小组里头充满欢笑赞美，充满生命中的个样泪水。在小组里我们的心向着神向着人赤裸敞开。

我们一起进入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在小组里更加的真实是可以经历的。 

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灵是在我们人的最中心。我们如果灵健康了，我们的魂与体也就

跟着健康了。我们的灵跟主的连接稳固了，这个人身心灵就健康了。所以一个小组，就是不断的操练

在灵里头跟主的连接越来越深，在灵里头直接引于一位圣灵、跟随圣灵来牧养。这样，这一群人的身

心灵就越来越健康，而成为一个健康快乐活泼得胜的小组。一个教会如果常常这样操练等候神，渐渐

地也会成为一个活泼健康、身心灵健全的教会。 

在这里我们要读一个美国的牧师写给我的，关于上个礼拜五教导的回应。下面是这位牧师的信： 

亲爱的淑芳牧师，你好。上周五上了你的课后，这几天在等候主时，心里忽然明白了安静等候主

小组跟一般小组不同。他是一个得生命的小组是一个往里面扎根的小组。也就是学习住在主里的小组，

不是只追求圣灵浇灌，只追求知识的长进，或者只追求神的作为。而是与主连上，与主的话连上，是

葡萄树与枝子的生活的小组，是在圣灵的活水中不断支取的小组，是复活的主在掌权的小组。生命不

断被洁净，被更新被建造，以至于身心灵都渐渐健康，成长起来。肢体健康了，教会自然健康，圣灵

的恩膏自然在里面越来越多，到一个程度，当神要使用这个器皿时，恩膏自然流出来。这些也都是周

牧师一直在教导的是吗？ 

我给他回话说，你好棒，你完全答对了。 

所以一个安静等候神的小组，带给我们的是生命的改变，与主更亲密的连接，以至于住在主里，

进入神与我们同在的安息里，让我们的身心灵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活泼。这个印证在我们周一的小组

里面，也在我自己的教会里。一个健康的小组或者教会，自然而然在聚会中有神的同在带下恩膏，我

们只要跟随主就凡事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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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请芷祥带领我们唱诗歌《灵里的生活》他真实的描绘了圣灵里的活动。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诗

歌，也是我们在小组常唱的。这一段歌词道尽了在等候神小组里头完全是灵里跟主耶稣的连接，就是

所思考所见证的。这是一个灵里的操练，灵里的生活。 

「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如今一同升到天上，活着不再是我。」 

就是在等候神的小组里，生命被主改变。我渐地衰微，主渐地兴盛。 

「主住里面占领一切，看主所看，说主所说，求主所求，做主所做，他是我主。」 

「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里面动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里面长大，」 

简单的讲，在一个等候神的小组里面，一起共同的追求，一起在灵里面长大，渐渐住在主里不是

靠自己。所以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里面动工，这是一个连接于主里的生命降服。 

「主住里面变化一切，爱主所爱，乐主所乐，忧主所忧，负主所负，主心我心。」 

完全是灵里的回应，主在里面的带领。所以我们要追求与主更深的连接，进入灵里头对主更加的

敏锐。安静等候神的小组是一条最美的道路。 

「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只愿主旨成就，不是自己奢望什么，只愿主话成全，」 

小组渐渐地活出神的话，活出神的心意，生命从里面灵里的改变，成为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思想生

活上的改变，而为主耶稣活出见证来。 

「主住里面实现一切，听主所许，信主所许多，爱主所许，望主所许。主话必成。」 

这是一个操练向着己死，我比衰微，主必兴盛的一个一起追求生命成长的小组。 

「不与世人同负一轭，乐在主内横切祷告，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也爱彼此建立」 

主喜悦我们在群体里头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其欢乐，小组是一个最幸福快乐的地方，我们中国

有一句话说，与其独乐乐，不与众乐乐。一群人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享受在主里面的甜美，在天

国的无穷的喜乐，互相建立。 

「灵里合一，爱里同工，主内一家。」 

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乃是在小组里头，神的话彼此造就，弟兄姐妹彼此建立，主藉着弟兄姐妹彼此

说话，联络回应。我觉得最美丽的是，灵里合一，爱里同工，主内一家。这句话在生灵掌权的等候神

里头会实现，成为真实。我们实在在等候神小组里头与教会里头经历到了。这是真实的灵里生活的学

习。 

今天晚上的信息，是我整理十二年来我走过小组的路。我相信主用我这十二年小组的经历，祂要

亲自向所有的小组显现。你是初学的，你是已经走了一段路的，或者你的小组也曾经走到某个环境走

不下去的。求主耶稣在今晚的信息中跟你们说话，向你们显现跟引导。小组的方向走对了。带来生命

的改变，带来与主更深的连接。接着就带来恩膏身心灵的健康。 

今天我们讲小组的成长。我们小组已经接近 12 年了，主让我这个时候再来讲小组的成长，一方

面是因着整个大环境的需要，也是走过小组 12 年，渐渐比较成熟，可以进入刚才诗歌所唱第 4 段。

我自己的教会生活其实跟一个小组离的不会很远，也渐渐地印证了这个诗歌里面所说的，「主住里面，

联络一切，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灵里合一，爱里同工，主内一家。」我们的教会生活也非常的接近我

们的小组，如果我们出去一起有活动的时候，我们一起经历到这样在灵里同工，在爱里合一，一起同

工，那种很大的欢乐常常在我们的聚会中。 

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这是可以经历、可以实现的。主藉着我来分享我们小组 12 年走过

的历程，周牧师有告诉我，他希望我来分享经验，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小组自己要跟随主，自己会有

跟主耶稣之间的经历。我讲的只是抛砖引玉。也期待圣灵在我讲这个小组成长的过程里，祂亲自向每

一个课室显现，亲自向每一个课室来说话。而不是要你们来模仿某一个小组，因为小组就是跟随圣灵。 

我要谈小组的成长，我只能够根据我所经验过、走过来的，十二年小组的经验跟经历。这个礼拜

我脑子里头都在整理这十二年我的小组所走过来的。其实这个过程中我有好几次走不下去的，很想把

组关掉，可是很感谢主，我都不敢，来祷告主又走过来了。 

我把这个过程分成四个时期。这个过程是小组长与小组一起成长的过程，小组长成长到那里，这

个小组就跟着成长到哪里。我几乎也是在讲自己 12 年来自己所成长的经历。 

第一个阶段，跟随《安静等候神》这本书；第二个阶段书跟两遍跟完了，跟着我，跟随人；第三

个阶段他们灵里长大了，跟随圣灵；第四个阶段，他们灵里渐渐成长了，看到领受国度异象使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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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有国度异象有使命、愿意付出传递内在生活生命的小组。而这些都是在小组里很快乐的跟随圣

灵，让圣灵亲自来牧养、圣经的话语来牧养。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藉着《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来跟随圣灵。我说跟随书本，怕大家有一点误会。

因为小组就是与主耶稣紧紧的相连接，小组就是紧紧的跟随主。所以应该说是藉着《安静等候神》这

本书来跟随圣灵。跟随圣灵的聚会即使只有两三个人，也活泼充满了神的同在。因为《马太福音》18：

20 节应许，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祂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小组是奉主耶稣的名在

聚会，就永远在其中。 

现在这个小组刚刚开始，他需要有一个拐杖来依靠，这本《安静等候神》书就是一本拐杖，帮助

小组进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宣告《马太福音的》18：20 节宣告主耶稣与小组同在，来提醒

组员神同在的意思。或者常常宣告圣经的话来把组员的心带回到神的面前，仰望耶稣。因为刚开始我

们的生命还是很幼小的，有些是都没有等候神的概念，就来小组里面学习的。 

我们起初开始的三四个朋友，就是我们小组的元老，他们是跟我去达拉斯特会领受恩膏、圣灵充

满回来的，没话讲。但是后来他们又带人来，来的新朋友是没有被圣灵充满的，对这些都还是完全陌

生，没有参加过周牧师的内在生活特会，还没有被开启、还没有被教导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渴慕，愿

意学习的心。 

所以起初的时候，这个小组的带领人要非常有爱心，要非常有耐心，要很服事这些来的新朋友。

所以刚起初，我跟我先生开车聚会前接他们到教会来聚会，聚会完了一个一个送他们回家，很像妈妈

在照顾小孩子一样。我想我们需要为主耶稣留住他们，让他们喜欢来小组，他们起初喜欢来是因为人

的爱而喜欢来。所以在这个阶段主常常给我的经文话语鼓励是《以弗所书》4：2-3 节「凡事谦虚、温

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忽然我发觉这个小

组是一个生命的连接，也是生命的成长。对于小组长来讲，他获益最多，这是一个磨炼生命，用生命

来服事这些组员的地方。 

在那个阶段我们彼此非常的亲密。我因为同工还没有显出来，起初我先生就是我的同工，我们一

起服事这些组员，关心他们。我慢慢领悟出来，这样关怀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内在生活常常尤其是在

一个开始开创的小组，在摸索阶段的小组，人要多来几次，他才能够明白在这里做的意义是什么，通

常不是一下子一来就能够摸到神。所以我们要为主耶稣爱他，让他很喜欢来小组，他一直来，一直来，

终于有一次他来小组遇见主了，被神触摸了，他尝到主爱的滋味那个甜美，甚至他经历到释放或是医

治。我告诉你，从此以后他自己会跑来，你不用邀请他自己会跑来。但是这期间我们会有一段的时间，

我们要为主耶稣很爱他，要很有耐心的去牧养他的很多问题，陪伴他为他祷告，直到他遇见主了。这

是第一个阶段。 

所以，来小组的最大的意义就是要遇见主。 

这个时期，因为小组刚开始，可能还有几个熟悉的朋友，但是渐渐地也会来了一些新的朋友。大

家彼此在磨合的阶段，我们把《安静等候神》这本书跟了两遍。第一遍跟完了之后，因为来了一些新

的朋友，所以我们就陪着他们再跟了一遍。 

现在我要给你读这本书的第五章。我们如何安静等候神。一开始等候神前提是什么？等候神小组

的三个大前提，也是我们来小组等候神最大的意义。谈到如何安静等候神，我们首先要确定三个大前

提。 

一、我们等候神的对象是神自己，就是要遇见神。我们等候的对象是耶稣，不是等候我们的感觉。

所以，你有感觉耶稣与你同在，你还来不及感觉的时候，耶稣依然与小组同在，因为这是祂的应许，

「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因此，信心是小组等候的开始，信心

下面会带来美好的感觉。不要让感觉走在前头，要让信心走在前头。所以，第一个，我们等候的对象

是神自己。就是每一次我们来到小组就是要遇见神，预见神是世界上最幸福快乐的事情。所以小组是

最幸福与快乐的地方。 

第二，我们等候神的中心与内容是神自己。就是要一直思想神。如果我们的思想偏离了，比如说

你想到你的服事、想到你的工作，那就离开中心耶稣。求主耶稣让我们，使我们能够分辨我是否偏离，

或者我正走在神的心意中。从头到尾，等候的中心与内容就是耶稣自己，要抓住这个重点。 

一个小组要一直爱慕耶稣，一直对准中心耶稣基督，一直追求更多认识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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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容易走差。因为现在我们整个信仰界的各宗各流非常的多，如果没有一直紧紧的跟随等候神的书，

也可能带来各样的掺杂以至于这个小组也可能不知不觉就偏离了中心耶稣，不是追求耶稣的同在，而

是不知不觉追求恩膏能力、事工去了。就变化怎么没有重新得力，怎么会归回安息，而好像大家变得

很、很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这本书我们跟了两遍，给小组立下一个非常好的真理的根基跟方

向，以至于小组的方向不会走偏。 

早期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为什么我越等候越忙碌，好像没有重新得力。我就去他们的小组看看，

我一坐下来，神就给我话，他们偏离中心耶稣，追求恩赐能力，不知不觉偏向事工去了，以至于越等

候越忙碌，以至于没有归回安息。感谢主，那一次，圣灵亲自把他们找回来。这个小组现在还继续在

做。小组要认定耶稣基督，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小组聚会来爱慕主，来渴慕主，来追求更多认识耶稣

基督和祂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越来越改变有基督的形象，可以活出基督。 

第三，我们等候神的目的是要追求更多认识祂、更多得着祂，更深与祂联合，因而生命被祂改变

乐意向主。所以一个安静等候神的小组里，对了就对了，每一个组员的生命必然都有所改变，而且让

家里的人、与教会都看得见你的改变。因此这是生命的小组，是与主连接的小组。这是等候神的中心，

像耶稣基督，被磨塑成有基督的形象，至终成为基督的新妇。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前提。 

所以，第一堂课林牧师告诉我们这本书要很仔细的读。这本书在我们跟了两遍以后，主开始带我

去别的教会去教导的时候，我遇到问题，我就是回来找这本书，这本书是安静等候神的武功秘笈。亲

爱的弟兄姐妹要在小组里好好的跟着。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能偏离了中心耶稣。所以这本书很重要。第一个《跟随等候神》这本书的学

习，奠定下一个很美好的正确的方向，而这个正确方向就带我们进入安息，每次重新而立，成为一群

活泼快乐，身心灵健康的人。这是第一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跟随圣灵是基本功，再来关怀。在这个关怀与跟随主的过程，我们跟主有很多的互动，

是以渐渐地融合，建立起家人的情感。 

第一阶段好像是一个磨合期。第二个阶段渐渐地建立起家人的亲密的感情。那个时候小组的组员

如果遇到在观点上跟我有不一样的，那个很自然，因为他们来自很多的跟我不同的教会。他们会跑到

我家里来跟我讨论很久，让我更认识他们，让我透过他们更认识其他教会不同的教导。我们感情开始

很融洽，通过私底下常常来找我相交通，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对我的信任，知道我是可以倾听可以接

纳的人。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他们跟随我，跟随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但是这个

人很重要，这个人必须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才可以。 

在这个阶段，因为大家信任我，感情很融洽，人数也不会太多，差不多 10 个人左右。我说在安

静中我领受一首诗歌，我说「我现在领受来唱一首诗歌，敬拜耶稣我爱你」。他们就没有意见就跟着

唱。我说「好，现在我心里有一段经文 ，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 4 章耶稣跟井旁

的萨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他们就说好，就打开。在这一个阶段主开始训练我简单的内在生活的信息。

带领的人要不是很制度化的，要自己先学会跟随圣灵。在聚会开始前至少要有三十分钟安静等候的时

间，这是周牧师教我的，我就一直持守，主常常就把今天聚会要用的诗歌或者经文放在心里。这些诗

歌或者经文是跟随圣灵在主要使用的时候才使用。总之整个小组是完全跟随圣灵。 

但是有一天，他们就不再跟着我了。那一天，我们安静一会，我领受一首诗歌，我说「现在我们

来唱哪一首诗歌敬拜主？」他们都没有理我，继续安静在圣灵里。我再说一次，「现在我领受我们来

唱这首是个好不好？」都没有人理我。他们继续享受在灵里面的安静。这里面有功要学。我想一想，

那我领受错误了，因为周牧师教我，如果是出于圣灵的就会引起众圣徒都一起有回应。我这里都没有

回应，那我的领受就是错误的，可能是出于神的。 

这里我要提醒，以后各位都是小组长，我们要承认有时候我们都会领受错误。带领人要承认有时

候我也会领受错误。我们要常常心存谦卑，承认，如果我领受的对了，弟兄姐妹就会有回应。然后我

就承认我领受错了，所以都没有反应。我也跟着安静下来。我终于明白了，他们在安静的灵里头可以

摸到神了，不必在藉着我了，那一天我太快乐，他们终于张大了。他们开始进入第三各阶段跟随圣灵。

他可以摸着圣灵的心意了，我就要更加的谨慎小心，不要以为我领受的都对。 

所以我就跟着他们也安静在灵里头享受。我发现，我太快乐了。一个意念进入到我的脑子里，他

们长大了，他们自己能够触摸到神了，他们不再藉着我来触摸神了，他们长大了，我太快乐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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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学习跟随圣灵了。这就是主的羊在主里长大了。所以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朝向一个跟随圣灵的小组，

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开始学习跟随圣灵，自己就直接来触摸主的心。这样一个小组是会越来越活泼的，

而且神的同在也会越来越显明，祂服事的功能也越来越清楚。所以小组是很快乐、很活泼、很幸福，

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耶稣在那里，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可以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主耶稣

就在小组里。渐渐地大概这个小组主同在的香膏有一点漫溢出去了。 

这样渐渐地进入第三个阶段，跟随圣灵。这个阶段神会扩大小组的带领人跟整个小组的属灵的度

量，是一个非常的活泼，快乐，有神同在、很有恩膏，也会显出个方面服事的效果的小组。看起来这

个小组好像就这样很顺利的直接跟随圣灵了。可是，我现在要谈的是在这个小组成长过程遇到了一些

瓶颈或者试探。 

我们这个城市的有人开始知道在这个安静的小教会里头有一个吸引人的等候神小组。有一天来了

一群人，不少，他们好像是不约而同来的十几个人，是从我们这个城市附近几个大教会来的。他们其

中有的是师母，在教会带敬拜、带祷告会的同工，都是各怀恩赐的同工。 

我们小组聚会中常常很长时间的安静，但是他们以来以后，在这个安静中，有一个师母常常带敬

拜带诗歌，带的很大声，想要把大家带起来。我们的组员因为刚刚才学习跟随主，灵里面生命幼小。

等一下又有一个从其他教会跑来的同工，他们都没有经过我们的同工他们就自己发号施令说，「现在

我们为以色列来祷告，因为以色列又发生了什么，我们来为以色列祷告」。他祷告完了，等一下又有

一个人说，「我们为国家祷告，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的小组聚会时间就变得很热闹，节目

很多。 

而我们这一群刚刚在学习触摸圣灵，刚刚在学习跟随圣灵的主的小羊，，他们还不分清楚，就不

知不觉跟着她走，他们不跟着我了，他们不清楚谁是带领的人，他们就被拉的天昏地转，一下子敬拜，

一下子为以色列祷告一下子为国家祷告，好像非常的热闹。但是，聚会结束以后，我心里很空。 

这样他们来了几次，终于有一天我先生问我说「安静等候神小组是这么热闹的吗」我说「我也不

知道，因为我们都没有经过安静等候神小组，我都是在摸索，只是靠着圣灵的话语叫我们开始，我们

就用这本书来开始了。」但是过去我们的小组很长时间的安静，我们没有这么热闹，也会有敬拜，也

会有祷告，可是没有这样子，好像一个大舞台一样，节目一个又一个。我跟我先生说，「但是怎么聚

会以后感觉灵里面很空。」 

后来我们两个同意，我们这个小组生病了，这个小组有问题了。但是我们回想过去我们有很多时

间安静的小组，我们每一次都吃的非常的饱足。我们无论敬拜、无论安静，无论读经，或分享、或祷

告，或我们一起常常很欢乐的敬拜唱歌跳舞，我们都得到饱足的喂养。为什么现在很热闹，心里很空

呢？ 

他们继续来，我心里就很沮丧。我不知道怎么样叫这一群人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那个时候我也曾经想过，我是不是把这个小组关掉一段时间，让这一群人不来了。但是我不敢，因为

小组是主耶稣的不是我的，遇到任何事情就是跪下来祷告，没有祂的同意我万万连一次聚会也不敢停

止。所以我们的小组是全面无休的，只有到农历过年的时候才停一次。 

因此，我就跟我先生一起跪下来，为小组祷告，跟主说「主，我想我们这个小组生病了。过去安

安静静的，但我们吃的很饱足，有时候我们来小组一坐两个小时，等候神，没有一句话，有没有一首

诗歌，有时候只唱一两首诗歌，我们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吃的很饱。主现在小组变得这么热闹可是灵

里很空，我们觉得他生病了，出了问题，可是我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更不知道如何叫这一群人不要来，主请你指示我们如何解决这个小组的问题。再恢复小组原来生命

的喂养。」 

我们祷告完，下一次聚会，那一群又跑来了，但是那一天神听我们的祷告，祂就开我心里的眼睛，

让我眼睛明亮很清楚的把圣灵的水流指给我看。我懂了，这是一个灵里的开启，我终于明白主告诉我，

小组聚会要跟随圣灵的水流，并且祂亲自向我启示开的眼睛，让我很清楚的看见那个水流。到现在大

概有十年过去了，那一次聚会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如当时一样的新鲜。他就显明圣灵的水流给我

看，让我心中的眼睛明亮。 

当那位师母又很多声的想带领大家里敬拜的时候，主就在我旁边很清楚的坚固我、建立我，告诉

我说，「这是安静的水流，孩子你要刚强勇敢」。我于是就在安静的灵里大声宣告「这是安静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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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在安静的灵里继续安静，请大家跟着我的带领。」出于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我的话一出来，

那个师母就安静下来。那一堂的聚会就跟着我开始第一次让我清楚的跟随圣灵的水流聚会。那一次的

小组有恢复了满足的喂养。 

下一个主日，那一群人就不见了，他们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我感谢赞美主耶稣。于是我们的小组

就恢复了平常的宁静，恢复了我们平日聚会很饱足的喂养。没有人受伤，连那一群人我都没做，神自

己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要停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功课。小组聚会是

圣灵亲自带领的，圣灵掌权的，小组的主权不在于带领人，小组的主权在乎主耶稣，在乎圣灵。所以，

小组遇到问题就是跪下来祷告，小组出了问题，跪下来，「主请你来指示」我们没有权利擅自决定停

止聚会，我们没有权利擅自决定关掉小组，这不是你的小组，不是我的小组，这是主耶稣的小组，是

圣灵带领的小组。我们这样坚定心智，一直尊主为大，一直凡事求告圣灵，一直让圣灵掌权居首位。

这个小组就真的是圣灵掌管，圣灵亲自带。这个小组就会带进去像《以赛亚书》58 章所应许的，是

水流不竭的泉源，是圣灵所浇灌的源。所以我们切勿自己做头，我们切莫自己做主。圣经也说敬畏耶

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知识和聪明都是耶和华所赐。你就求主，把一个敬畏神的心都赏给我们每一位。

而一直尊主为大，一直不断的宣告小组的主权是属于主耶稣的是圣灵带领的，圣灵才是小组的真正带

领人，我们是与祂同工的小一群。我们没有理由凭自己的意思做决定。这是一个小组顺利的往前走，

不断的经历圣灵的带领的能力跟进入祂的水流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尊主为大，敬畏神。 

感谢主，求祂把敬畏神的新赐给我们。 

我其实一路上好几次灰心要停掉小组，但是我不敢。为这个我要感谢主，不是我，是主的恩典使

我不敢。是因为我凡事求告祂，不敢自己做主，所以祂愿意将那敬畏耶和华的知识赐给我们。箴言说

一切智慧知识都出于耶和华，但是祂的一切属灵的智慧知识赐给谁？此给那敬畏祂的人，赐给那尊祂

为大的。我们切莫自己做主。 

这样我们的小组又恢复了平日聚会的状况。 

我以为从此就一帆风顺了。这样一个活泼快乐的小组我第一堂有讲过  ，我们是全年无休的，风

雨无阻的。聚会的热情一直充满在小组里，还有，我们来小组是来充电的，每一次当每一个人大大的

重新得力。 

结果走着走着，这个小组吸引很多人来，有些人从外地搭火车来的。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教会附

近，我们这个小教会神把我们隐藏在一个很僻静的地方。原来我们教会旁边大概 5 分钟左右，有一个

小火车站，区间火车站，叫大桥站，离我们所住的台南市，搭区间车两分钟就到了。所以，一些从外

地，从高雄等其他城市来的，甚至从北部来了。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搭火车，到台南站转搭区间车

两分钟，下车走 5 分钟就到了。因此，我们小组好像开始常有人，有时候他们是开车从外地，特别是

高雄来聚会。我们已经很习惯了，他们来跟我们一起追求一起学习一段时间。 

主自己把人带领来，我从来没有为我们小组人数祷告。我从周牧师那里学习，不管聚会人多人少，

聚会只要有神同在。而我们带领聚会的人只要跟随主就够了，人多人少是主自己做的。所以我从来没

有为小组的人数祷告，是主自己带来。 

但是我同时也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这个小组好象有一点两极化，人来的多，人走的也多。那个时

候我们的小组大概 20 人左右。我们有一半的人是很委身的，大概有 10 个人，风雨无阻的，即使有事

情也会说一声，他们会在我们的鼓励之下开始个人等候神的。另外有一半的人是流动性很强的，走来

走去的，他们会来了一阵子之后突然不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然后消失到哪里去了。 

于是我慢慢坐下来思想，这些流动的人到底是谁？我发现这些人都是带着问题，他们来小组不是

来寻找耶稣的，他们来小组是为着自己的问题要得着释放，得着解决来到小组。因为我们常对新来的

人有一段的陪伴，了解他的问题，关怀他一段时间。可是，等他的问题解决了，他们也就跟着消失了，

连打个招呼都没有。 

这样的事情做多了，我就陷入沮丧里，我想我要服事这些人的问题到几时呢？好像我内心开始有

一种苦闷，我开始坐下来问主，到底我服事小组的动力是什么，我知道起先是顺服神，然后快快乐乐

地跟大家一起追求，但是现在我开始在追问，我服事小组的动力是什么，我发现开始失去了起初的那

一份动力，我甚至问主，是不是我失去了起初爱主的心？因着这些人这样走来走去的，让我觉得我在



7 
 

浪费生命。我一直在不断的在重复一件事情，就是陪伴他的很多问题，等他的问题从小组舒缓了，或

者解决了他们连打个招呼也没有就离开了。 

我又开始想要把小组停掉。我想等我自己先享受一段什么都不做的时间，回道灵里头来问主，求

主给我一个服事小组的动力。我要知道我失去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又不敢，因为这个小组不是我的，

是主耶稣的。 

我开始明白，我需要有新的成长跟学习，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要追求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方向，

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成长遇到了一个瓶颈。 

在那段时间，香港聚会的最后一次，周牧师的信息《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信息很感动我的心。

我觉得这个信非常重要，是我们追求内在生活整个核心信息，其实也就是一个新妇的信息。在特会中

我有服侍不能安静来听，就想回去以后要重新好好听。但是又想，我一个人听不如小组一群人一起来

听来追求，我要找一群很渴慕，非常追求的人来跟我一起很热烈的追求，来听这一段整个香港特会的

信息。于是我内心对小组另外一半人的苦闷我好像撑不住了。 

所以我要跪下来，把我心里的苦闷告诉主耶稣。同时我告诉主耶稣，「主，我慢慢想通了，原来

我渴望作小组里陪一群非常火热爱主的人，而不是一群只是抱着自己的问题来解决了就不来了，而对

主耶稣没有热情的人。主我渴望为你培育一群在神的国度里可以被更深的建造、有深度有生命的你的

同工，可以为你所使用的。主我不想做这种只是服事人，服事完一个招呼也不打就走的事情。但是我

不知道怎么突破我自己心情的苦闷，主求你再一次来帮助我，引导我，让我知道，我如何代小组往前

走。」 

我祷告完，主就把一句圣经话放在我心里。《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

些东西就加给你们了。」我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人所需要的东西地都加给我们了。这话给

我很大的提醒，也给我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我应该把这一句话实践带领小组，释放内在生活的信息，

也释放对国度的负担和异象，小组不可以只停留在只为解决人的问题，要带他们走出自己的问题，而

愿意带着自己的问题，向着神的国度委身，主必释放追求的热情，带领组员更网前走。我现在回想，

那时感谢主，祂让我里面的灵长大了开始有国度的服事的负担跟异象，而我的小组必须要跟着我一起

走。不然我就落入一种苦闷里头了。 

所以，弟兄姐妹，小组是跟着小组长一起成长一起走的，小组长自己要有追求，小组长的灵命不

断的成长，这样就可以带着小组的组员不断的成长往前进，以至于成为在神的国度里头，可以被使用

的主耶稣手中的器皿，可以来服事国度，服事神，而不是一直在服事人的问题而已。 

我求主给我话。下一堂聚会的时候，我就照着我心中的感动，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也讲了很

的重话，不好听的话都讲了，用爱心说诚实话，把我心中的苦闷跟失望都讲了，「我看到你们这样人

来人去，问题解决就走了。如果我是要来服事这些问题，我自己有一个教会多的很，不需要导小组来。

我失去了服侍的动力，但是我在《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信息里头我找到了我动力。我渴望我的小组

向神委身，不要停留在自己问题，以至于问题已解决就不来了，对神没有热情，对神的国度没有异没

有负担。」这些不好听的话可是实在是我内心的话我都讲了，我打算，如果你不来有就算了，我期待

主留住那些生命愿意被破碎，愿意被挖深，愿意被栽培，愿意走十字架的人，有受教的心的人。小组

失掉了爱耶稣的热情，爱自己不爱耶稣。 

我讲完了沉默了很久很久。后来他们自己就开始认罪悔改起了，他们开始表示追随，他们开始表

示恢复对神的热情，他们表示愿意跨越自己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走。我心里既感谢又感动。 

那一天我把该讲的重话都讲完了，他们都没有动静，安静很久，他们自己在悔改、认罪。我心中

就有一个感动，应该是这一群人跟我一起来听香港《圣城新耶律撒冷》的特会，应该是这一群人跟我

一起更热烈的渴慕，更热烈的追求，基督的新妇应该是这一群人。而这种流动性很多，人来人往的现

象就停住了，这样才能扎根地这样才能进深。我们把香港《圣城新耶路撒冷》特会的信从头到尾听的

很彻底，我听之前自己花很多功，自己听很多次，然后摘取一段信息，带到小组一起听。之后我会要

求他们写笔记记下重点，我们要分享，我们还要讨论，我们还要祷告，然后顺着圣灵的流开始热烈的

呼求跟祷告，求主带领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被改变，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耶稣

进入在启示录 21：22 节讲的，那圣城新耶路撒冷，基督新妇的生命，我们愿意被改变，我们不愿意

停留在不冷不热的光景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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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堂，就是这样不断的藉着整个信息周牧师所释放出来的强烈的恩膏，热烈的呼求，热的祷告。

那个时候我们常唱的一首诗歌就是向前主往锡安，神听我们这热烈的分享。也把哪一份追求爱慕耶稣

的火热，愿意被改变被挖深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热情释放给我们，我们不再停留一个不冷不热的光

景里面。我非常的感谢，主也垂听祷告，跟着每一次特会信息的呼求把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异象此给小

组。 

这样我们这个小组进入第四个阶段，领受异象和使命，人稳定下来，这样才能扎根，才能成长，

进深。我们在小组里面的分享非常的坦诚，在神在人再主里面，我们都是赤裸敞开的，而且那个深度

可以无限的挖深，可以融合一个家人的情感跟信任感。这样我发现这个组员的生命成长的很快。一起

跟我在同一个小组里，到现在有十二年的，淑华老师。我们在这个小组里一开始就一起追求，他也开

始被差派到外头，去教等候神小组，去带等候神小组。人成长了，神就会使用了。 

在这个阶段，我们有一个朋友，到现在他们还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更早的阶段，大概有七八年的

时间，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他的母亲、他的教会的同工、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他把他们带到

这个少组里面来，搭火车来。他们大概来了七八年的时间，有跟我们一起追求《圣城新耶路撒冷》的

国度的异象。时间到了他们一个团队装备整齐，整个团队回去建立教会，兴起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在

这个教会里有一个安静等候神的小组，做教会传福音的后盾，是每一个带来的牧道友都要进入这个等

候神的小组，接受等候神的牧养，学会怎么等候神。《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国度的异象也是他们在主

日信息中教导的异象。 

我们非常的高兴看到这个教会这样的蒙受祝福，在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里头有一个安静等候神的小

组，从我们这里整团被装备出去。我们开始明白小组的意义，是这样子的，挖深、扎根、愿意己、愿

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愿意被栽培，愿意在话语里扎根，以至于可以成为主耶稣可用的器皿来装备众教

会。渐渐的台湾的课室成立了。 

从七年七月，到今年的二月，有八个月的时间。去年七月我是纽约特会带着周牧师那一把圣灵与

火的信息跟恩膏回去点燃我自己的教会，但是感谢主，我自己的教会的同工也预备好了，我回去之后，

我们敬拜的同工不断的在呼求圣灵的火降下来。所以我就跟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不约而同的，一起把

那一团火降在自己的教会跟周一等候神的教会。 

所以有八个月的时间，在教会也、在我们周一小组，我们都在操练圣灵里读圣经，那个圣灵的工

作很强，挖的很深，挖深每个组员的生命的犁沟。圣灵的工作很强，在起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

他们在那里哭成一片，因为主在那里做很深的工作，而彼此的分享赤裸敞开的。可是这八个月我们这

些组员非常的稳定，都上了网校没有一个离开的，来的人都被神吸住了，更深扎根在主里。更深扎根

在圣经话语里。 

终于时候到了，我们开始有机会开始与课室连接。我们第一站是去斗六聚会跟斗六课室连接，我

就跟我们小组的组员说，你们那一天要是能来的尽量来，我带领你们去外面看一看，多学习多交流，

生命更加的成长。要认识神的家不是只有我们，要认识神的国度。感谢主，那一次的聚会非常的荣耀，

我们小组有 10 几个人去了。他们抱着恩膏回来，可是最重要的意义是他们的度量要被扩大，要认识

神的家人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台湾的家人，要认识神的国度。 

第二次主要我们办退休会，我们就邀请我们附近的牧者传道，都是透过弟兄姐妹自己去邀请的。

一些课室来参加。我们稍微尽一点小组分享内在生活的职份，我们整个小组全员到齐，全部都参加，

这样扩张他们的眼目，培养他们国度的胸襟。 

我非常感谢主，我们小组经常有访客带来国度的信息，这对小组是非常健康、非常好的让小组成

长，为他们祷告做主要我们做的。我非常感谢主，这个小组渐渐地，也但愿他越来越往这个方向走，

是网校课室在南台湾的中途站。有时候遇到有些很紧急、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暂时的治疗站。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用我们小组成长的经验，愿主亲自跟每一个课室说话，照着每一个课室所

需要的来大大的赐福赐下他的带领，让每一个课室都进入合神心意的事奉，让每一个课室都成为主耶

稣手中的一个合用并且承受祝福的器皿。这样组员的生命大大的转变，没有人离开只有人进来，稳定

成长，我自己教会的同工也跟小组在一起成长，他们就跟着成长，过去在灵里头不稳定，像坐翘翘板

的，在这个八个月的时间里，灵里被坚固。我们当小组长的要释放一个极大极深的爱慕、渴慕在每一

个同工身上，让我们一生一世爱慕耶稣，追求耶稣。我们里面就会有动力天天的等候主，领受新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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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小组的组员就跟着小组长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委身在神的国度里。小组是属于主耶稣的，

愿我们把各地的小组都归给耶稣，都归向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国度。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安静等候神是一个灵里的装备，灵里被坚固了，他的魂与身，他的家庭问

题都被坚固了，他读圣经主耶稣会引导他，他的问题不需要再来找我了。而且他自己起来要服事教会，

要做一件事情，成为一个教会的同工。你说这是不是非常有效果的牧养。在不知不觉，我就成为了一

个很快乐的牧师，因为在教会在小组里，靠圣灵连接在灵里合一，在爱里同工，就凡事轻省，叫圣灵

居首位、做元首。 

等候神小组要一直火热的爱耶稣。爱耶稣是我们最大的事工，爱耶稣是我们最大的服事，小组长

要一直保持着那起初的爱。有时候我也会在服事里头软弱了，感谢主，祂总会把我拦截回来，我们要

有这种惊醒，许多的是，人的需要常常把我们起初爱神的心里坠落了。我们要保持天天等候神的生活，

一个等候神的小组长不能废弃的事情。你一定要天天保持等候神的生活，这样天天主有机会来光照再

把我们截回来。我其实是这样的几度失落，几度沦陷几度被主耶稣截回。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在神

的手中，只要持守，主天天来等候你，神不会放任我们成为一个事工导向的人，而会让我们一直有这

样的信息可以来带领小组一直活在正确的方向上，就是小组以爱慕耶稣为最大的事工。小组长要一直

火热的在起初的爱里头。偶尔有坠落没有关系，来等候自己警觉到主我失落了，主来帮助我。这样的

一个活泼火热、快乐的小组，自己享受主的话语恩膏源源不绝，可以成为一个泉源来牧养所有干渴的

人。 

最后我要讲一个句话，愿所有的小组都献给主耶稣，一起等候我们所热爱的新郎再来，永不偏离，

衷心爱耶稣，遇见耶稣，认识耶稣，被磨成更像耶稣，成为世界上一群幸福快乐的基督徒。我们顺着

话语结束，我们安静在灵里。看主要跟我们说什么。 

 

 

 

4.13 日见证分享：  

（芷祥分享 47：39-01：04：36） 

芷祥跟朋友吃饭就开始一个小组。 

（周莹分享 1：05：40-1：14：47） 

在小组里面是很幸福的而且很饱足的被喂养，周莹的先生跟她一起在小组里面等候神，我很感谢

神，我的先生每个礼拜一跟我在同一个小组里，他是我们小组课室的技术员，感谢主让他可以在灵里

头享受主的喂养。 

下面我们回到上个礼拜五。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鼓励大家回去要操练，我知道

有些弟兄姐妹是很有心很快乐的在操练的。我们现在分享一下。 

（读分享 1：16：20-1：18：55） 

感谢主我们向着神认真，神就向着弟兄跟姐妹认真，赐福他们每天晚上等候时间。 

（张凡姐妹分享 1：19：30-1：23：09） 

跟你妈妈在一起等候深，神这样的进入你们的中间，祝福你们。感谢主你顺服神，妈妈也顺服神，

主就这样让你们很大的蒙福，继续与妈妈一起等候神。 

（读分享 1：23：50-1：24：20） 

两三个人一起等候神，我们所示范的方法操练出来。我个礼拜我们小组是听录音班的，我们也是

听完了就把他们分成小组，那些已经在小组多年，而且每天有等候神习惯的，他们就带的很好。发觉

不知不觉间给主耶稣培养了一些同工。感谢主，因此，我们听了就实在去行，就实在蒙福。我想在中

国有很多的小组是非常成功的小组，你可以把你们小组的见证或者体的操心得用微信发给你的辅导。

辅导会发在同工群里，我们再一起分享神的作为。 

我要仰望主。在小组里我们常常带大家追求圣灵充满。这个也是我们小组一个很大的乐趣。现在

我们就来求圣灵充满，温习 3 月周牧师最后一堂课。主耶稣常常向我们吹气，他随时向我们吹气，我

们在信心里头来领受。信心是一把金钥匙，可以开启我们进入神国的能力之门。我们一唱一首段歌来

领受圣生灵充满。我们在小组里聚会都这样长带弟兄姐妹追求圣灵充满。《我的灵真渴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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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日问答 

问：无法安静下来等候 

答：这个问题真好，我想我们线上的同学你有这个一安静下来比平时更乱飞不能安静下来的请举手。

这是初学必经的现象，我们要学习收回游荡的心思。你有《安静等候神》这本书吗？在这个书中有一

个地方谈到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思想乱飞，我们就可以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收回游荡的心思。在

周牧师的书中这样说「起初学习安静等候神时，心思杂乱是难免的。劳伦斯弟兄操练与神同在时，有

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学习收回心思的功课。就是收回游荡的心思。我们安静等候神时也要学习这个功课，

每当你发现你有杂念时，就立刻把心思转向耶稣，思想耶稣，或者看一段圣经，默想神的话，或者唱

一首亲近主的诗歌，当我们更多爱主，而更多思想祂时，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容易被主控制」这里教，

有杂念的时候，你可以读圣经，你可以唱唱诗歌，你可以祷告主我渴慕你。新同学鼓励你们去JMI的

网站2017年的课程，我讲了一系统安静等候神入门，第一课《从信心入门》第二课就是收回游荡的心

思》我想每一个初学都要学习这个功课。我要告诉你，你现在这样是很正常的。表示你已经开始进入

学习状况。要恭喜你。你学习一段时间以后你的思想会比较安静，会控制思想了。 

问：我被选为辅导，组员的生命都比我好，我有点害怕。 

答：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神约纳，为你有愿意接受辅导的角色为你感谢神。

主耶稣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祂有解决我们一切的智慧。所以不管他们是牧者之传道人，是弟兄姐

妹你就为他们代祷，把他们的问题带到主耶稣面前就好了。你要认识清楚，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是

主耶稣，我们只是一个有愿做的心被神使用来陪伴他们每一段路的。所以你心里不要有太大的负担，

把她们祷告交给主，主能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你只要衷心的代祷就可以了。愿你陪伴的过程，同时

跟他们享受陪伴的快乐。这个陪伴的工作正好给你一个机会，你每天要好好的安静等候神，要好好的

读圣经。主给你的话，还有在等候神的过程中，每一天与主里面的连接主会赐给你话语，给你每一天

活泼的力量跟智慧。因为神交给你的，必定是你靠着神祂自己，可以透过你来服事他们。 

问：我一直等候神等候了一年，我等候神的时候是否要放音乐，还是直接安静的把脑子清空了。 

答：等候神从信心入门，在JMI网站有。你可以读圣经帮助你进入，也可以祷告，也可以敬拜，从唱

一些爱慕耶稣的诗歌进入。如果你的思想很乱，用音乐帮助你的心安静下来。如果你的心很安静，可

以不用音乐。初学的我们也不建议一直用音乐陪伴你。你可以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帮助你的心安静

下来，然后依靠圣灵，在信心中靠着圣灵等候。 

问：要跟着圣灵说话吗？ 

答：读《安静等候神》者本书，你只要安静与主耶稣连接就是等候神，与主连接不一定是要不断的说

话，你什么都没有做坐在那里，跟主耶稣用心对心在默默的思想他，在默默的爱他。那也是。鼓励你

把《安静等候神》第五、六章好好的思想。 

问：我在等候神的时候经常睡着了怎么办？ 

答：太累了就应该要休息，要睡觉，如果我们常常太累了，真的在等候神中会睡着。参考《安静等候

神》问题解答第4个问题的回答。所以大家不要介意，你累了就睡。周牧师还说，这种睡觉是圣睡睡

在主的里面。 

问：神知道777等候神这个对不对。 

答：这个我不知道。 

问：安静等候神时如何经历神的同在 

答：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上个礼拜有一位弟兄听了之后就去操练。他说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这样慢

慢的念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神的同在，非常的平安，这样操练等候神他非常的平安，而且他睡的很

好。因为他年纪大了，睡眠不是很好，甚至有深入睡到半夜三点钟醒过来就睡不着。可是当他开始操

练安静等候神，睡到3点钟起来，他继续在心里思想耶稣他就睡着了。弟兄姐妹这个心里的平安就是

神同在。对一个上了年纪睡不着人因为着操练等候神他可以睡的很好，第二天起来精神很好。你比过

去更加的喜乐，这是神与你同在。你读圣打开来读，读的更加明亮更能够读懂，这就是神与同在的一

个迹象。所以我们可以很多方面，包括，灵健康了，我们这个人就越来越健康，这也是神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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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我们做事情越来越顺利，就像约瑟神与他们同在，所以神祝福他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你自己体

会，渐渐地，你自己就越来越清楚，主与你同在，你心里很有安全感，很有保障，因为神是我们的避

难所，他作我们的高台，他作我们随时的帮助。或者你遇到一个的时候，你发现你有很镇静的应对的

能力，跟自己所没有预想到的智慧，这是神与你同在，因为他做你的力量做你的智慧。当洪水泛滥的

时候，耶和华在这件事上坐着为王。在我们生活上很多的事上仔细体会神与我们同在。 

问：操练安静等候神，长时间不放音乐，比如至少一个小时，就会觉得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很容易

打岔，很快就出来了。 

答：安静等候神就是与主连接，你不放音乐可以，你透过圣灵，你要渐渐地与主耶稣绑带一起就对了。

你若是没有与主耶稣绑在一起，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还跑出去了，要小心，这有一个名词叫放空。

我想这位家人你要好好的来读《等候神》这本书第二章，等候神的定义。所谓等候神就是跟神绑在一

起，你没有放音乐，但是听起来你好像也没有神绑在一起，如果跟神绑在一起，就会有刚才说的平安、

喜乐，快乐，睡的很好，有神的话进到你的心理。要小心不要放空，如果没有跟神绑在一起，一个就

是，心里漂游，要收回有游荡的心思。假如你没有学习收回游荡的心思，让自己的心里任意漂游，你

在那里坐的浪费时间，要收回游荡的心思要跟主耶稣的绑在一起。建议你好好的思想第二章中什么是

安静等候神，不要任由自己的思绪放空了。 

问：在等候神时，神的同在有具体的感觉有无区别，若有如何分辨。 

答：在周牧师的《基督徒的内在生活》这本书提到，上帝给我们一个器官是可以感受神的器官，

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神同在可以透过我们的心这个器官可以感受，

所以人进入到教堂会感受到很喜乐，因为这个有神的同在。觉得很喜乐这个也是神同在。我们会有意

识到有神同在，心里好像很笃定很平静，你就往这个方向去加强，渐渐地神同在的意识感会越来越清

楚。慢慢地有时候有一句圣经的话在你心里，那个就是神跟你同。藉着经文你就可以确定，这个是神

与你同在，不是感觉。但是有时候神会藉着我们里面的平安、喜乐，让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你要

先相信我接受主与我同在，信心会带来感觉的，这个是美好的是对的，但是要小心不要让感觉走在前

头。 

 

4.15日见证 

郭牧师分享（1：01:01-01：10：15） 

每一个小组会不一样，但是有一样，要以耶稣为中心，不要偏离中心，要一直以主耶稣为中心，

不要偏离主的心来走。还有，小组的过程会起起落落，我们要坚持，这是猪的心意。事实上领受小组

最大的祝福的是小组的带领人。 

林景姐妹分享（1:15:05-1:18:07） 

为你们这样马上行动感谢主，要提醒带领的人，每天在家要快快乐乐的等候神。 

答疑（1:19:15-1:25:34） 

（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