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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 年 4 月 6 日 
主讲人：赖淑芳牧师 
讲题：如何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 
内容： 
    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坐在耶稣脚前，来听祂的道是何等快乐的事情，所以我

想这一堂课，一开始我们来唱一首很快乐的短歌：「我欢喜因我属主耶稣」，这首

歌你可以唱的请举手，「我欢喜因我属主耶稣」，好！我们现在就跟着，哈利路亚！

『 我欢喜因我属主耶稣，我欢喜因我属主耶稣，我欢喜因我属主耶稣，哈利路

亚赞美主，赞美主，阿们！赞美主，阿们！赞美主，阿们！赞美主，阿们！赞美

主，阿们！赞美主，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主耶

稣，谢谢祢，从祢的宝座上赐下你丰富的膏油，来浇灌所有的课室，主啊！今夜

祢浇灌喜乐的灵，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喜乐是我们的信心，

哈利路亚！喔！喜乐叫所有的忧伤、沮丧，都奉主耶稣的名逃跑，主！今天晚上

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来开始这第一堂课，耶稣，谢谢祢，赞美祢，谢谢主，赞

美耶稣。」 
 
    现在打开圣经我们来宣告，以赛亚书 61 章 1~3 节，让上帝话语的能力，来

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一堂课，所以请打开你的圣经，以赛亚书 61 章 1~3 节，

你已经翻好的，请你摇摇手，让我知道，我们都预备好了。好，我们用极大的信

心来宣告上帝的话语：「1.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

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2.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

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3.赐华冠与

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

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赞美主耶稣！主！祢赐下喜乐的油、

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主！这几天发生在中国的一些事情，很震荡我们的心，但

是我们也看见神的大能跟祂的恩典，也正在这个震荡之中向我们开启，祂对属祂

的子民一个荣耀的心意：也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这个小组训练课程，我其实

一直在仰望，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上这个课？有什么意义呢？直到这两天神透

过整个大环境的震动向我们显明了：祂说这个课是天上来的启示：「因为祂的意

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当整个大环境在艰难中的时候，

小组是神开的一个盼望的出路，教会可能需要化整为零，进入家庭里，关起门来

是最安全的地方，继续的学习，继续传递上帝的福音和圣经的话，所以我要很清

楚的告诉大家，这个课非常的重要，会不会有一天环境有更加艰难的时候？大家

要记得四月份这个小组训练课程的教导，在家里开始等候神、小组聚会，还有另

外一个意义，我们这一期的网校上到五月份马莎牧师的课程，然后要等到九月秋

天周牧师的课，这中间有四个月网校停课的时候，我们JMI团队在纽约美国办特

会，在台湾办特会，因此网校课结束了，那接下来各个课室如何牧养呢？我们有

上课的时候，就称为「课室」，网校的课暂停的时候，就成为等候神「小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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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借着圣经的话，跟耶稣复活的大能，神的同在亲自牧养每一个课室，亲自牧养

每一个小组，所以四月份要讲的这个小组训练课程非常重要。 
     
    我首先要厘清楚我们要谈的小组，是等候神小组，它跟一般在教会里有分成

3W、4W 的小组，比如说 G12 小组或各种教会的小组是不一样的，它最明显，

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完全让圣灵自由运行，圣灵完全掌权，圣灵亲自透过带领人

亲自带领，所以它没有分阶段，没有分几个 W，它是在圣灵大能自由运行中，

很自然而然的带下祂的能力，带下祂的工作，看起来似乎是很简单，却是许多的

神迹奇事都在其间，所以它有别于一般教会的以传福音为取向的小组，它乃是一

个释放生命大能的等候神小组，这就是我们四月份所要谈的等候神小组。 
 
    我先来谈谈这个小组的重要，这个等候神小组为什么这么重要？值得我们用

一个月四堂课的时间专门来谈它呢？首先我们要看马太福音 18 章 20 节，这一节

经文也是主耶稣给小组的应许，我们请打开圣经，一起来读马太福音 18 章 20
节，主耶稣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

们中间。」主应许无论在哪里，就是不受空间的限制，在教会也好，在家里也好，

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不需要很多人，从两三个人开始就可以了，”奉
我的名聚会”，就是在神的同在中聚会，所以”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主

耶稣应许，在两三个人的小组里，耶稣就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耶稣与小组

同在，这是祂的应许，”与我们同在”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再请你翻开哥林多前

书 12 章 12~13 节，保罗的书信上说：「12.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

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13.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

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

这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我们也可以说不拘是这个教会，是那个教会，

属于这个宗派，那个宗派的，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重生的基督徒，在一个小

组里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饮于一位圣灵”就是同被一位牧人所牧养，圣灵照着

个人的需要，亲自按时分粮，按着每一个祂儿女的需要，祂亲自牧养，需要爱的

祂就给予爱，需要信心的给予信心，需要安慰的给予安慰，需要医治的给予医治，

并且供应话语的喂养，所以这样一个两三个人的小组，它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

实它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在祂的同在里，祂亲自来牧养每一位，所以我们同饮

于一位主，同饮于一位圣灵，同被一位主牧养，同被圣灵所牧养，祂来牧养是最

有效率的了。 
 
    我们在小组里头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见证，我很简单的讲一个：我教会里多年

前有一个暴力家庭，有一天我接到这个家庭里孩子的电话，知道家里又出事情了，

已经深夜了，我跪下来祷告之后，和先生就去敲这一家的门，然后就跟男主人很

客气的说：「对不起！我得要把太太和孩子带走。」他默许，因为他知道他做了什

么事情，我把她带出来之后，我就跟我们这个姊妹说：「妳就到周一等候神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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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跟着。」我们教会有一个周一安静等候神小组，那时候这个小组已经多年了，

满有恩膏的一个小组，我们这个姊妹就来跟着，大概一个月之后，她告诉我：「牧

师，我已经离家一个月，我想我也该回去了。而且我想这个礼拜天我要做一个见

证，用诗篇 28 篇 28 节里的一句话『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

黑暗。』因为在这一段时间，我到等候神的小组跟着，我只是跟着，但是神洗去

了我在原生家庭的伤害，祂也洗去了我在这个婚姻里的伤害，而且主光照我，让

我看到我的家庭问题和婚姻问题里，不都是我丈夫的错，我也有责任，主又让我

看到我过去对我的丈夫的态度有不对的地方，我要回去跟他道歉，我要调整我的

态度，带着我的女儿来爱他，我要重新来，重建我们的婚姻和我们的家庭。」就

这样，她回去。过不了多久就是父亲节了，她就跟两个女儿买了一副太阳眼镜，

送给这个爸爸，这个爸爸好高兴，带着那一副太阳眼镜，到处跟人家说：「这是

我太太跟我女儿送我的。」这个家庭的婚姻跟整个家庭的氛围就这样翻转过来了。

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把她带出来，告诉她到礼拜一的等候神小组来跟着就好了，

其他的工作都是圣灵亲自牧养她的，哈利路亚！我想我再能干也没有办法在这么

短的时间里头，来翻转这个家庭的夫妻关系跟婚姻关系，那是在安静等候中，圣

灵亲自来光照我们这个姊妹，让她看到她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人，让她心

里生发怜悯的心，同时看到在这个家庭问题里头，我也有一份责任，我要神给他

力量扶持他，我要回去重建我的家庭。没有多久，这个丈夫要出门前，他就会伸

出双手跟他的太太说：「我要去上班啰！请妳为我祷告，给我祝福。」再过没有多

久，上班前这个丈夫跟他的妻子说：「妳陪我用诗篇祷告，我再出门，好不好？」

神的话一点一点的修补了这个家。 
 
    这个见证让大家知道在小组里圣灵亲自牧养，何等的有功效，哈利路亚！其

实这里面的见证是诉说不完的，让我们看到小组是上帝赐给现在这个震动的世界

一个属灵的避难所，一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牧养，让我们来经历神的大能，上

帝的爱和祂那种我们无法诉说，亲自来辅导的恩典，因为唯有祂知道我们的弟兄

姊妹问题出在哪里？唯有祂知道我们教会的问题出在哪里？因此亲爱的弟兄姊

妹，不管外面环境如何震荡，我们要看见主开了这一个等候神的门，正在向我们

招手。哈利路亚！祂给了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 
 
    下面我们就要谈实际的问题，那小组这么好，这么有效率，如何开始一个等

候神小组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如何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我想首先我

们观念上要建立，建立一个观念，待会儿我跟林牧师还有王淑华老师会示范给大

家看，怎么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示范给大家看的

不是一个方法，而是要引导大家进到里面，我们每个步骤都要跟主耶稣紧紧的相

连，从头到尾我们的示范里面看不见的就是跟主的连结，紧紧的连结，紧紧的跟

随主，如同约翰福音 15 章第 5 节所讲的，约翰福音 15 章第 5 节，主说：「我是

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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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

里面是跟主耶稣紧紧的连结，我一边讲话，我一边跟主连结，一边我在倾听主怎

么引导？我这样说是不是跟主的心意相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待会儿我们做

示范的时候，你要看到淑华老师跟林牧师，我们都是跟主耶稣连结的老师，在我

们每一个动作里面都跟圣灵紧紧的连结，所以我要强调我们所讲的不是一个方法，

而是借着这个示范来与里面的生命，就是跟主耶稣连结的，因此我巴望你能够看

到我们里面的生命，也就是三月份周牧师一直在讲的，我们要与圣灵连结，同时

我们又要与圣经连结。 
 
    再来小组开始之前，要知道小组的开始于耶稣基督，所以小组怎么开始？开

始于问主耶稣「4 个问」，因为主是开始一个小组的，祂是我们的元首，祂是在

凡事上居首位的，祂是小组的创始者，也是小组真正的带领者，所以小组要开始

于问主耶稣，就如同大卫他在撒母耳记上 23 章第 2 节，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

示范，非利士人来攻打基伊拉，抢夺禾场的时候，戴维依然求问耶和华说：「我

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你可以去」，他就去，耶和华使

他打胜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小组开始于： 
1.「第一个问」：你要问主：「我现在可以开始一个等候神的小组，可以不可以？」

你等候，如果主很清楚的让你知道可以，是时候了，以及你心里有平安，看到整

个环境的需要了，看到人的需要了，那么你就可以照着心里的平安开始。 
2.第二个问题是：「主，那我什么时候开始呢？」 
3.第三个问题是：「主，在哪里开始小组聚会呢？」 
你把这三个问题都搞清楚了，时间、地点以及主的应许、平安，加上环境的需要、

人的需要。 
4.第四个问题：「主，那我怎么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呢？」 
  
    我要讲到现在在我们教会里每个礼拜一那个安静等候神小组，到今年的七月

就满 12 年了，在 2006 年，我们从第一届周牧师第一次在达拉斯办内在生活特会

的时候，我从台湾带了十几个人一起去，回来跟我同行的人他们就跟我说：「在

纽约美国的特会非常好，我们都可以进入，但是回到台湾以后，没有这个环境，

我们不知道怎么等候，带领我们，好不好？」这就是环境的需要，人的需要，但

是我心里很犹豫，因为我可以个人等候神，但是不知道怎么跟一群人等候神？我

说这个，我得要来问问主耶稣，所以我今天跟你讲的、分享的，就是我们实际用

这样一个很笨的方法，走出这一条等候神的道路 12 年了，经历许许多多的造就

祝福和神迹奇事，我问主说：「我会自己等候神，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带人呢？怎

么办？」祂鼓励我说：「妳带他们。」「那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祂跟我说：「妳

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那我再问：「在哪里聚会呢？」祂说：「把他们都带到

我的教会来」，那我就再问：「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等候神啊？」祂告诉我说：「妳

用周牧师写的《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来开始。」我说：「主啊！这本书我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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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还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来的，可是这本书怎么能够带人等候神？成为

一个小组呢？」自己用这本书来读、来祷告都可以，我实在想不透这本书怎么能

用来带人，跟别人一起等候神？而成为一个等候神小组呢？主就告诉我说：「妳

要跟随圣灵使用这本书。」喔！「妳要跟随圣灵使用这本书。」我得了这句话，我

就要来操练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要传递一个生命给你，在主耶

稣面前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一个接一个，一环扣一环的问主，主最喜欢我们这样，

好求问像大卫一样，他常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祂的荣美，求问祂，像大卫这样常

问耶和华：「这样可以不可以？」不懂的就问主：「主啊！我不知道，请祢告诉我，

再来怎么办？」主最喜欢我们这样的问祂，而圣灵保惠师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祂

喜欢教这样虚心求问的学生。我就这样一直问到主说：「妳跟随圣灵使用这本《安

静等候神》的书。」我们有了主的话就要照着去遵行，约翰福音 14 章 21 节：「有

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

且要向他显现。」这样的人就是爱我(耶稣)的。 
 
    我打破沙锅问到底，搞清楚了，我就跟我的同伴召集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刚

开始的时候，是三个人，那两三个人，三四个人，都是要开始，我们就开始用这

本书，这本书怎么使用呢？下面我跟林牧师跟淑华老师就要示范给大家看，我会

先问主说：「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来读这本书需要从祢开始，请问要从哪一章开

始呢？」我想我们从第五章来开始，我先说明一下，然后我们三个老师就要示范，

接着打开《安静等候神》这本书的第五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晚上示范给

你看的，用的是一个最笨的方法，帮助我们走出一条路，12 年了，这个小组成

为一个供应的泉源，非常祝福自己以及每一个来的人，所以用这个简单的方法，

我相信我们示范给大家看，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开始一个小组。第五章我跟林牧

师、淑华，我们每一个人就读到一个句点，读的时候，慢慢的读，慢的意义是什

么？它里面与主耶稣连结，在里面倾听主，在里面感受圣灵的感动，所以不能很

快的读过去，我们不是读那个文字，是用我们的灵在与主的灵，借着这些文字相

交，所以你要慢慢的用灵来读，我想现在，在读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用灵来读，

我们灵里渐渐的会有感动，而且这本书是周牧师在极安静中，在灵里写出来的，

我们按着灵里的感动把它分享出来，跟着灵里的感动，这就是我们讲的：若有两

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主应许我就在他们当中，主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

所以读的时候，要慢慢的用灵读，用灵倾听，按着圣灵的引导。 
 
    现在我跟林牧师和淑华，我们开始，我们读到一句话就接下去，(三位老师

轮流，都慢慢的读，每一位若读到一个句点后就换下一位) 
 
第五章 如何安静等候神 
    谈到如何安静等候神，我们首先要确定三个大前题：  
    1.等候神的对象是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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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们等候神的中心与内容是神自己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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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像主。 
 
    我们要记住圣经所说：「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徒无论学习

什么属灵功课，进行什么属灵操练，都不可偏离中心—耶稣基督。因为祂是宇宙

的中心，祂也是神永远计划的中心；万物都是借着祂造的，也是为祂造的，祂是

万有的主宰，祂是神旨意的中心，我们如果偏离祂，我们所作一切，都是徒然，

都在神的旨意之外。「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

远常存。」(约壹 2：17) 
 
    我们当确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主以外，我们所有的盼望

和帮助，都是从祂而来。祂是我们所有一切问题的答案，祂也是人类所有一切问

题的答案。祂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源头，唯有得着祂才是我们今生和永远的满

足。所谓安静等候神，就是等候这样一位自有永有，创造万有，统管万有，和供

应一切的生命之源！(读到此处暂时停止) 
     
    哈利路亚！你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的渴慕渐渐起来，我心里就有一首

歌，我们就把它唱出来，「我的灵真渴慕」：『我的灵真渴慕，圣灵再膏抹我，我

的灵切切恳求祢，我的灵真渴慕，圣灵再膏抹我，我的灵切切恳求祢。我的灵真

渴慕，圣灵再膏抹我，我的灵切切恳求祢，我的灵真渴慕，圣灵再膏抹我，我的

灵切切恳求祢。』 
 
    以下是三位老师的祷告与回应： 
赖牧师：「主啊！我真渴望能够进入等候神，能够认识这样一位自有永有，统管

万有，我们一切问题答案的主，主啊！我渴望被祢亲自来牧养。」我们三个人就

这样自由的回应，哈利路亚！」 
淑华老师：「主啊！祢是我们敬拜的对象，祢是我们渴慕的中心，主啊！我们要

追求的，单单就是祢，所以主啊！此刻祢帮助我，喔！祢帮助我放下一切的忧虑、

重担，帮助我的心转向祢、注视祢，主啊！我渴慕更加认识祢，谢谢主，哈利路

亚！」（赖牧师回应）「赞美主！」 
林牧师：「主啊！我们等候乃是等候主祢自己，主啊！我们不只是等候祢自己，

我们更是要更多的认识祢，更多的得着主祢的同在，好让我们能够跟祢有联合的

生命，让我们生命能够在联合中更加的温柔。」（赖牧师回应）「阿们！哈利路亚！」 
 
    然后我们就顺着里面安静片刻。所以等候神从头到尾，都是圣灵在里面引导，

而小组里的每一个人，在灵里都要跟主耶稣紧紧的连结，并且学习跟随圣灵，这

样所带下来的是一个灵里直接的喂养，饮于一位圣灵。哈利路亚！在一个两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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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等候神小组，可以非常的有恩膏，每一次被圣灵充满，吃得饱足，谢谢主，

赞美耶稣！ 
 
    我觉得圣灵在里面引导我，继续读下去，那我们三个老师就继续来示范。 
(也是由三位老师慢慢读，每一位若读到一个句点后就换下一位) 
 
    此外，还有以下两点也需要澄清，以免产生误解，而导致偏离中心与目标： 
    1.我们所谓安静等候神，不是来作什么事，而是来亲近主，追求在灵（非理

性）里认识祂。 
    属血气（天然）的人，一提到安静等候神，自然就想到要作什么，或该作什

么。不要先问说：我该怎样安静等候神呢？是先祷告呢？还是先读经呢？还是先

唱诗歌呢？安静等候神时该采取什么姿势呢？是该坐着，还是跪下呢？如果你先

想到这些，你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主耶稣身上了，你已经偏离了中心—就是耶稣自

己。所以，当我们来安静等候神时，第一要树立的观念是：我们是来亲近主不是

来作什么。 
    2.安静等候神是心态问题，而不是方法问题，只要心态对了，什么方法和姿

态都可以，而且要极其自然。 
   安静等候神最重要的心态，就是来到这位圣洁、荣耀、又爱我们的神面前，

这是我们安静等候神时最需要培养的心态，有了这个基本心态，我们无论作什么

都是对的。因为我们是安静在神面前，与神同在，与神相交。 
    同时，这样安静的时刻，也就变成神圣而荣耀的时刻了。有了这个心态，安

静等候神的起步就对了。同时，我们还需要有信心，要相信圣经所说：「你们亲

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就是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也就是神亲近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因此，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因为圣洁

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这样相信，一点都不怀疑，否则，当我们没有感觉神

与我们同在时，我们就会觉得无聊，好像得不着什么，那样安静等候神就毫无意

义了。所以，信心—相信神与我们同在—非常重要。(读到此处停止) 
 
    读到这里，我的心里轻轻的在唱一首短歌，「以马内利」，我们相信这是圣灵

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三个人嘴就唱「以马内利」，我们也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

同唱：『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祂名称为以马内利； 神同在，彰显荣光，祂名称

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祂名称为以马内利； 神同在，彰显荣光，

祂名称为以马内利。』进入一段敬拜的时光，谢谢主！赞美祢！这样一段一段带

我们进入安静等候，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跟随圣灵的引导，开始安静等候，在安静

中如果有圣经的话出来，我们就打开圣经来读和分享，在分享的时候，要一直连

结于主，不要落在讨论、谈论、辩论里，最好的方式，我们常用的方式，是为了

避免落在太多的话语里，我们都用祷告来回应这段经文，若有诗歌，我们就唱，

或者有感动就祷告，这样就进入一个两三个人的等候神小组里了，今天我们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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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到这里，谢谢林牧师跟淑华老师，下面我们来听林牧师的见证分享~关于他带

的小组，林牧师，请。 
 
    我要分享是当时我们开始小组的时候，是怎么开始的？说实在，刚刚赖牧师

带着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都已经是我们怎么开始的一些内容了，所以我只能再

跳开周牧师写的课本来谈，因为自己去带，我就必须跳开周牧师所写的安静等候

神的第五章，实在说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带小组，以我的例子来说，如果我不去带

小组，我看周牧师的书是可以明白，但是要领悟到一条主怎么带的路？还是要我

一边走一边带，一边走ㄧ边才明白周牧师这本书里面所写的意义，才能体会出来。

首先我们当时开始的时候，因为都是牧师、牧者，所以我们在信心上应该比较好

一点，知道安静等候神是来朝见神，是来享受神，也是来跟随圣灵，跟随圣灵就

不是用我们的理性去说：「哎呀！今天神有同在，上个礼拜神好像也是同在。」这

不是理性的，因为这是信心里面的，我们当时有一段蛮长的时间，每一个牧者分

享说，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却有一个信心，就是神在这里，神圣灵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坚持的走下来了，那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什么

事也没发生，身体有什么疾病，好像来等候神也没好⋯⋯等等的事情也没有解决，

我们那个时候只有说神在这里，我们亲近祂，渐渐的我们体会到神同在的甘甜，

而且我们也知道没有什么方法，刚刚周牧师的书里面就讲到圣灵是自由的随己意

而行，等候小组就是一个跟随圣灵，完全就是去跟随圣灵，亲近主，渐渐的我们

也有一些体会，就是在等候的时候，真的体会到神的同在，而且也体会到我们自

己的生命在等候中最柔软，生命最柔软，而常常来小组之后，我们听牧者彼此的

分享，很多是在家里跟师母闹别扭，吵了一架，然后爱来不来的，不得已就来了，

但是来了之后，他们就得着了，圣灵就对他们说话：刚刚对师母为什么讲话比较

粗气？刚刚师母一句话为什么就让你发那么大的脾气？就是在等候中被圣灵在

我们生命中调整，我想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圣灵是那样的自由随己意，我们人

的有限，没有办法用什么方法来规范小组要怎么作？特别是等候神小组，和一般

小组的不同，刚刚赖牧师有提了一些，确实一般的教会，不管是家庭小组、细胞

小组、G12、MG12、滚的小组、摊的小组…..，我们谈的一般小组，现在有很多，

主要就是坚固弟兄姊妹，并且能够让弟兄姊妹在小组中觉得很快乐，或者更重要

的，就是在小组中，你能够带领别人也来这个小组里面，共享一个快乐，这样的

教会会成长。 
 
    我们这几个牧师来到这样，开始的时候大家方向都不对，因为每一个牧师心

里都在想，今年有 10 个小组，看看明年能不能增加 20 个小组，那是一般的小组，

那就是教会的成长，但是来到这里的牧者都知道，我们来是跟随圣灵，不管有感

觉也好，没有感觉也好，在信心里面知道，主在这段时间，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安

息，每个牧师都有太多的工作，太多的服事，太多的计划，但是在这个时刻，很

多的牧者是真的享受到了真正的安息，这个小组就这样子渐渐的走出来，这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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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最大的不同，就是这是一个道路、真理、生命，能够走下去的。我们知道一般

小组的系统，都是会换，每个系统到了一个的程度，就要换另外一个系统，一直

换下来，就是让教会不住的能够在系统上扶持教会、坚固弟兄姊妹，让教会成长。

但是等候神小组却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如果我们仔细看，安静等候神中就知道，

我们是来认识神，来享受神，来学习跟随圣灵，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你在这个小

组里面，就不会有一个想法，是来想快乐的，好像来一个俱乐部一样，来一个同

乐会一样，那是真的是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选择那上好的福份，就是安静等候

在耶稣的面前。 
 
    所以，我想另外一个当然跟今天我要分享怎么开始，有一点离题，但是我觉

得这是我们走下来之后，发现到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跟随圣灵的水流，安静

等候神的水流很重要，因为你来等候神，你不是带着一个什么心态来，乃是来亲

近神的心态，你就要带着非常简单、很单纯，就像主告诉祂的门徒，要在内屋关

起门来，那个关起门来就是把你复杂的心思意念通通抛在外面，你在这个等候神

小组里面，能够很专注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如果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生

命就会成长，那这个小组就是一个可以走下去的一条道路、一个生命。这是一位

神学院的老师，他去纽约营地，提早一天回去的时候，在半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

聊，他告诉我的，他深深体会所有的小组总是会再变化的，只有等候神小组不会

变化，因为这个等候神小组是每个人都来到耶稣面前，连结在基督里面，这是一

条路，不会变化的路，他给我很大的启示。所以我刚刚提到水流的问题，有时候

我也听到有小组的人告诉我说，某某很有名气的牧者，他也是有等候神，他也在

等候神，但是我要坦白说，有等候神，但是他的服事内容，跟等候神都没有相关

性，他的内容都是偏颇的教导，是他另外领受的，所以这个水流，我个人的体会

是这个水流不一定是一样的，我们等候神就是真的在神面前，享受神，这样才会

继续走下去，生命才会不住的被改变，我想这是我一点的体会，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林牧师，非常感谢主，因为我们的分享都是按着主给的话，他是补充了

我刚才所讲的一些更重要的重点，没有错，我们都是因为带等候神或者教导等候

而对周牧师这本书有更深的体会，我们遇到不懂的，走不通的地方，我们就回来

翻这本安静等候神的书，还有我们的小组跟随着这本书，跟随了两遍，这本书会

很清楚的写到等候神，至终就像林牧师所讲的，带我们进入神的同在，进入安息，

而这个带等候神的人，我们叫他小组长，常常是主在训练他讲内在生活的信心，

这本书也常常都是我在学习，边学边作过程修正的，因为有时候如果不小心，也

会把人带向追求恩赐与事工，那就不是安静等候神了，所以这本书是我们，好像

是林牧师说它是一本教科书，也差不多了，同时也很像是我们等候神的一个指南

针。下面我们请淑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是如何开始一个小组的呢？我也是跟赖牧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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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 2006 年跟赖牧师一起去达拉斯，然后我们聚会以后，周牧师就要我们回

来带聚会，那我在想：啊！那就要回去带聚会，那人呢？从哪里来？所以我那时

候还特地去请教周牧师说，我们回去带聚会，那人呢？刚才赖牧师就有讲，我们

要祷告，还有「4 个问」，所以那时候周牧师就跟我说，妳可以祷告，然后神就

会把人给妳，如果说神还没有给妳人的时候，妳可以从家人开始，两个女儿。2006
年，我的女儿刚好都是升国中，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每天早上六点钟，我们准时都

会在我们的客厅安静等候神，经过半小时，到了 6:30 以后我们就各自出门上班

或是上学。 
 
    从家里开始，但我也在仰望主，后来在等候的时候，神就给我两个名单，就

是我们教会有两个姊妹，我就跟主说，真是这两个吗？如果是这两个的话，我就

去问她们，看看她们有没有兴趣来参加安静等候神？没想到我去跟她们询问的时

候，她们竟然告诉我说，她们为了这样子的安静等候聚会，已经祷告了一年多，

哎呀！这个就是印证了，对不对？然后要去哪里聚会呢？那时候神就感动我去一

个姊妹的家，就是这两个姊妹其中一个的家，就是在我住的隔壁村庄，所以我们

就开始了一个等候聚会。我们的成员跟林牧师完全不一样，林牧师的成员全部都

是牧师，我们的成员有的不认识字的，有的是刚信主的，有的是还没有受洗的，

所以我们的就是比较参差不齐，但是这样子怎么带呢？因为我自己也没带过啊，

可是我觉得基本上我是一个蛮听话的学生，因为周牧师跟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去

带等候神聚会，带领者妳最好就是自己要先等候半个小时，我真的很乖，我就是

每一次要出去带聚会以前，我都会先在主的面前安静，至少半个小时，然后那个

时候神就会给我诗歌，神给每一个人的性质不一样，神常常会借着诗歌，告诉我

今天的讯息，所以我就会带着诗歌然后去，有时候会先唱诗歌，可是有时候也不

一定，不是去就唱诗歌，有时候我们就会先安静，就是看看那时候圣灵怎么带？

那你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圣灵要做什么？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假设

我现在想要唱诗歌，里面好像也有一首诗歌，然后就唱那首诗歌，如果没有，那

就安静，周牧师也常常教导我们说，聚会不要怕冷场，刚开始很怕冷场，刚开始

想怎么这么安静，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慢慢的听话，然后牧师就说，聚会不要

怕冷场，聚会一定要让位给圣灵，这个我都记起来，所以有时候真的很安静，很

安静，你就会发现到有一个极大的平安，那个就是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就尽情地

享受在那里，然后突然间有一首诗歌了，我们就来唱，就像刚才一样，那我们就

唱，聚会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带领者要小心：有时候有的组员，

我们在安静，他突然就来个祷告或是离题，我讲白一点就是他离题了，那这时候

怎么办呢？就像牧师刚才带一首短歌，然后就把大家再拉回来，把那个游荡的心

思再拉回来，这个很重要，拉回来了以后，我们就每一次都要提醒他们，我们现

在不只是一起聚会，我们是跟神一同作息，因为主的话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

祂的名聚会，祂就在我们当中。而且来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而且信祂赏赐那寻

求祂的人。」所以我们来就是要寻求主的，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寻求主，所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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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的，慢慢的，也就比较懂得怎么样去跟随圣灵。 
 
    我记得有一次，那一次的小组是赖牧师不在，我现在跳脱到我们周一小组，

赖牧师不是不在，是她去美国那一年我没有去，然后我带聚会，那一天安静的时

候，我的里面就一直一句话：「陈年固疾、陈年固疾」，我就问主什么是陈年固疾

呀？我就想说好吧！我就跟弟兄姊妹分享说，我不知道神要做什么工作？可是我

的里面一直有四个字：「陈年固疾」，我的领受是不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在

你身上有很多年的疾病，然后都还没有好的，我们要不要在信心里面来领受看看，

你就按手在你病痛的地方，我们就来祷告。嘿！真的很神奇，那一次因着这样的

顺服，然后真的，我们聚完会后，弟兄姊妹都分享哪里得医治，哪里得医治，那

一次我对神非常的敬畏，我都觉得说即便里面只有一点点的感动，千万都不要消

灭圣灵的感动，顺服错了也没有关系，至少神知道我们在学习顺服。 
 
    我再回来我们这个小组，我们这个小组有人还没有受洗，她就很渴望受洗，

我们就跟她讲受洗的意义；有一个妈妈，就是那一个不认识字的妈妈，她很单纯，

她想要受洗，可是她受洗的话，她就不能再拜她的祖先了，那我们每一次要拆偶

像，有些人会说：你不要自己拆啦，你要叫你们的牧师来，不然会怎样怎样；可

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妈妈很单纯，比如明天她要受洗了，她当天晚上却睡不着

觉，睡不着觉，她就半夜起来，去到顶楼，去告诉她的祖先，说：「我现在找到

一个最棒的神了，我要去信靠祂，但是我以后就不能拜你们了，所以我想了想，

我们全家都去拜，来拜这个真神，所以我们全部都来信。」她就拿了一个麻布袋，

把家里所有的偶像都收好，隔天垃圾车来收走了，完全没事，她就是那么单纯，

所以我从这个妈妈的身上，我看到了她真的是在跟随圣灵的。而且我们这个小组

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我每次会派功课，如果今天神给我们的讯息是要常常喜乐，

那我在聚会结束以前，我就会跟他们说，我们这个礼拜就是要操练常常喜乐，你

碰到了什么事，然后你不喜乐，但神怎么样让你喜乐？或者是说饶恕，很难的饶

恕，那你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去经历神的饶恕，所以我在这个小组里面，其实受

益最大的是我，因为我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改变他们的生命，而且让神祂自己落实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很多人在这个世代都会去寻求什么内在医治，我跟你讲，最好的内在医治就

是坐在神的面前，神就最懂得我们里面，此时此刻最需要哪些医治，然后神就作

成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年来，带领弟兄姐妹这样子的经历神，我自己更加的敬

畏神，而且自己也更加学会了享受神。我们小组当中有一个伯伯，他们都是七十

岁以上的人，我算是比较年轻的，神也帮助我克服当年这样一个年轻人，要去带

领这些长辈，可是神很帮助我，我们这个长辈他每次都会拿着一个提袋，里面装

着圣经，然后他就要来聚会了，走过隔壁邻居，他们就会问他，要去做什么？他

说：我要去上课了，邻居问他要去上什课，他说：我上「保证班」。所以套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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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等候神最大的好处就是：保证生命越来越丰盛，保证生命越来越喜乐，保证你

的性情越来越温柔，这个叫做「保证班」。外面的保证班学费都是最高的，这个

保证班免费，而且是圣灵亲自来作，祂是我们的老师。所以简单的分享就是，我

们小组开始也是用「安静等候神」这本书，跟随神没有什么法则，就像牧师有一

本「小组长训练」，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手上这一本，非常的好，我觉得我

们带领者需要读这一本书，因为要带小组，我自己就多在这一方面认真，去揣摩，

我觉得我们认真，神就会对我们认真，也不是说我带得很好，而是说我们现在小

组的每一个人，都很享受神，即便现在我都不讲话，我们都可以两个小时都安静，

都 OK 喔！因为他们知道跟神连结，享受神，知道安静的时候是神在作工，是神

在对焦的时候，所以很多的认罪、悔改，也都在那个时候神作成，感谢主，这是

我的分享。 
 
    谢谢淑华老师，真实活泼的分享，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各位弟兄姐

妹听了我们三位老师这样的分享跟示范，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可能还可以接

受一两个同学的问题发问，就请你按举手。鼓励你，我们大概可以接受两个同学，

如果你有不太清楚，或者有什么疑惑的，你要问林牧师，问淑华老师，问我都可

以，就请你按举手。如果没有的话，今天晚上我就派一份作业，我过去到其他教

会教等候神，我跟淑华一样，我会派功课，请你们回去以后，照着我们三个老师

所分享的，或者照着我们所操练的、所示范的，就请你们两三个人，一个小组，

这样来操练，好吗？都听清楚了吗？好！都听到的请举手，好！感谢主！哈利路

亚，我相信等候神小组，要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而出，因着我们听了道就去行，主

啊！祢要加倍恩膏每一个课室，下一堂课来，我们求主留给我们一点时间，也可

以听听你们操练的心得和领受的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