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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 年 4 月 7 日 
主讲人：赖淑芳牧师 
讲题：如何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 
内容： 
    大家晚安！在美洲的早安！一个很强的敬拜的灵已经临到我们中间了，我看

到很多弟兄姊妹举起手来在敬拜，我们也就跟着敬拜的流，举起手来敬拜，用这

首简单的诗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3。自由敬拜~

「喔主！我敬拜祢，献上我最真诚的爱归于祢，主啊！愿祢宝座上流下膏油充满

众课室，主啊！我把我的心举起，仰望祢，愿爱戴、尊荣、感谢、赞美都归于我

主。」这样把我们的眼目专注在耶稣基督，一直注视祂的荣面，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四月小组训练课程周六班的第一堂课，我看到很多

熟悉的面孔，好高兴！好像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想念你们呦！很多的新同学加

入，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学习，如何开始一个小组？我们这里讲的小组是指安静

等候神的小组，跟一般教会里 G12 小组、细胞小组，有分成 4W、5W 的小组是

不一样的，两个地方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一个等候神小组是让圣灵自由运行，

自由掌权，同时也是圣灵按祂自己的旨意来牧养，按时分粮，在神的同在中聚会，

我们或祷告、或读经或敬拜赞美，都在祂的同在里，带下恩膏，在我们灵里头，

充充足足的得到饱足的喂养，并且照着我们所需要的，需要信心的，圣灵就分赐

信心给他，需要爱的，就分赐爱给祂的儿女，需要医治释放的，祂就医治释放，

祂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因此，这样一个等候神小组，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牧

养我们的小组，同时又是一群很快乐的人，一起追求，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地

方，等候神小组是一个最快乐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圣灵充满，神掌权。 

 

    在我们没有进入主题之前，我要谈到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小组训练课程，大概

在八年前，2010 年我在香港有带过一连串的小组长培训特会，那个录音还留在

JMI 的网站上，那为什么还要有今天的小组训练课程呢？我一直在问主，一直在

仰望主，我需要知道我这个服事的意义，我需要摸着祢的心意，渐渐的我知道了，

这个课程是天上来的启示，主给我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来说明祂的心意，祂说：

「因为祂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话我放在这里

思想，但是前几天主就透过环境亲自来印证，这话也透过在国内信仰界极大的震

荡，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等候神小组聚会是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分享，

这些已经开始等候一段时间的，我们小组里的同工，我们必须要来跟大家分享小

组的重要，以及如何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 

 

    首先我要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保罗的话，来鼓励跟安慰国内的所有弟兄

姐妹，愿那赐平安的神，祂赐下在一个逼迫困难的环境里，赐下百般的忍耐跟信

心来坚固我们的心，并且使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代祷。我们讲到等候神小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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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这个课程是因应整个形势，第二个需要是网校的课结束了，那课室如何

牧养呢？在网校上课的时候叫做「课室」，网校的课结束了之后，继续要在小组

里牧养，就叫做「小组」。因此各课室需要装备，知道怎样靠着圣灵成为等候神

小组，而继续在课室里自己牧养，我说自己牧养是靠着圣灵，祂亲自来按时分粮。

因此这个小组聚会，现在看起来是时机成熟了，也是环境上见证它有必要了，然

后一个最重要的是神在这个时代的心意，我们看到整个大环境震荡不已，我们会

知道这是末世中的末世，耶稣基督好像就站在门口，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了，在主

回来之前，教会有两个使命：一个是福音遍传，另一个是为基督预备新妇，而

等候神小组，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传递生命，并且不断地借着圣灵的大能跟内住，

把我们所有的组员，在每一次快乐的聚会中，一次一次的把我们磨塑的越来越有

耶稣基督的生命，且渐渐的成熟，满有基督新妇的生命。所以，等候神小组是一

个为基督预备新妇，一个最美的环境，这也是主在末世的心意，因此我相信祂要

借着四月份这个课程，我们待会儿会带大家示范，如何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我

相信主要把这个信息，借着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听了道，就要确实去行的那份信

心，而使小组遍满全地，如同海水充满洋海一样，愿主赐福我们都有能听的耳，

跟实在去行的信心，能使小组在各地如同雨后春笋兴起，不管环境再如何的变动

跟困难，神的道永远不能被捆绑，也永远不能被阻隔，这就是主赐下这个课程的

心意。 

 

    在我们示范如何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之前，我要先跟大家确定几个观念： 

1.我们整个小组聚会的根据，是根据主耶稣的话，你有圣经请打开，这也是周牧

师上课中常常讲的一句经文，马太福音 18 章 20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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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小组真的小，神的国不

在乎人数，只在乎被圣灵充满，和圣灵能自由运行，只在乎神同在，主耶稣应许

无论在哪里，就是不受空间的限制，在教会，在家里，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区

域，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就是在神的同在中聚会，主耶稣就在我们中

间，这是祂应许与小组聚会同在，并且主与小组聚会同在，祂是亲自来牧养聚会，

祂亲自来按时分粮，哥林多前书 12 章 12~13 节，保罗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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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于一位圣灵，就是同被一个圣灵所牧养，所以马太福音 18 章

20 节主应许，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主在我们中间，乃是祂借

着圣灵亲自来牧养。小组的组员同饮于一位圣灵，不分宗派，不分教会，所以不

拘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我们同领受一个圣灵的洗，同被一个圣灵来牧养，

祂亲自来按时分粮，有软弱的，祂扶持，有困苦的，祂亲自来释放，有信心软弱

的，祂亲自来坚固，所以，每一次在聚会中，每一次被扶持，并且每一次被圣灵

充满，这是讲到小组聚会一个基本观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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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来待会儿我们示范，你会看到我们在读「安静等候神」这本书，但是我要提

醒大家，那肉眼看不见的。我们三位老师，就是我跟林牧师，还有淑华老师，今

天晚上我们来服事大家，我们看不见的是我们在谈话，在读这本「安静等候神」

的书，示范的时候，我们的心都跟主紧紧的连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

晚上我们示范给你看的，不是一个方法，而是你要注意到里面的生命，就是先跟

主紧紧的连结，紧紧的跟随主耶稣，哈利路亚！现在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一

边跟你说话，我的心一边与主连结，在仰望、在等候，在聆听，主一步一步的带

领我，所以，我们示范，用这本「安静等候神」的书来示范给大家看的时候，亲

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留意我们的灵紧紧连结，等到你要操练、学习的时候，最重

要的就是在灵里来读，在灵里跟随主，我们的灵要与主耶稣紧紧的连结，正是约

翰福音 15 章第 5 节，主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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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在一

个等候神小组里，从头到末了，我们的心都要如同枝子紧紧连结于葡萄树，那样

紧紧的跟随主，紧紧的与主耶稣连结。 

 

3.再来小组怎么开始呢？小组开始于问主耶稣，你知道刚才约翰福音 15 章第 5

节已经讲了，因为我们离了主，就什么都不能做，小组聚会的整个生命，就是主

应许与小组同在，所以这个小组的创始者是主耶稣，它的带领者是主耶稣，它真

正的小组长是主耶稣，祂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中，祂是起初，是首先，是居首位

的，所以小组怎么开始？开始以前要问主耶稣四个问题： 

(1)第一个问题：「主，我可以开始一个等候神的小组了吗？主啊！我看到环境的

需要，我看到人的需要，主啊！我心里也有这个负担跟感动，主啊！这个时候我

可以不可以来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了？」这个口气，正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上 23

章第 2 节，当非利士人来攻打基伊拉，抢夺基伊拉禾场的时候，大卫依然求问耶

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所以，愿主耶稣把大卫那样紧

紧依靠神，并且住在圣殿里，就是在神的同在中，不断瞻仰祂，求问祂的生命，

也赐给我们。所以，第一问：「主啊！我可以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了吗？」如果

主的回答是可以，或者祂给你一个很深的平安，因为实在有环境跟人的需要的时

候。 

(2)第二个问题：「主，那什么时候开始呢？」把时间问清楚了。 

(3)第三个问题：「主，那我们在哪里开始小组聚会呢？」把地点也问清楚了，或

者你也可以再加上一个：「主啊，那小组的组员在哪里呢？主啊！求祢带人来。」 

(4)第四个问题：「主，那怎么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呢？」你最好跟主说：「主啊！

我有这个负担，我心里也有这个平安，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一个小组？」亲爱

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蒙神喜悦，蒙神赐下教导，亲自来教导我们，一个秘

诀就是谦卑在主面前，常向祂求问，如同戴维王一样，主最喜悦的祷告就是：「主

啊！这个我不会，这个我不懂，求主教我怎么开始一个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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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小组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今天晚上

求主赐给大家都有一个打破沙锅问到底，来求问主的信心，主必然回应你。我现

在讲到的，就是我们的小组在：「主啊！我这个不知道，那个不懂，主啊！怎么

办呢？请祢教我。」这样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情形下，得到圣灵亲自来教我们怎么

开始这个小组的。这是 2006 年周牧师第一次在达拉斯办内在生活特会，我从台

湾带了十几个人到达拉斯去参加特会，回来以后，我们同行的人，有牧师、有传

道、有弟兄姐妹，他们就跟我表示说：「我在美国特会的时候，可以很享受等候

神，但是我回到家里，没有那个环境，我就不知道怎么等候，好像静不下，也进

不去，妳来带我们，好不好？」但是我的困难是，我会自己等候主，而且非常的

享受，乐在其间；但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一起等候？如果万一有时候，我说要敬

拜，你说要祷告，那两个人牛头不对马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小组

来聚会呢？我也不知怎么带一个小组？怎么跟别人在一起聚会？所以我就来问

主：「主啊！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怎么能带他们呢？」主耶稣就鼓励我，告诉我

说：「妳带他们。」「可是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带他们，我不会做啊！我只会自己

等候，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做，万一我唱东，另外别人唱西，那东拉西扯的，这

怎么成为一个小组啊？主啊！如果祢觉得我该跟他们等候，那请祢教我要怎么

办？」祂就开始教我，告诉我说：「用周牧师这本『安静等候神』来带大家。」啊！

一本书，可以带几个人等候神啊？！一本书自己拿起来读，拿起来等候都可以，

几个人怎么用呀？！「主啊！这个我就有听没有懂了，求主教我。」祂再给我一句

话：「这本『安静等候神』的书，跟随圣灵使用。」啊！读一本书要跟随圣灵使用，

这对我也是很新鲜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但是你知道，我们爱主，就是有了祂

的话就遵守，这人就实在是爱主耶稣的，所以主这样说了，我就真的很勇敢的做

了。时间到了，召我的同伴，就这样拿着这本书来开始了，这本书跟随圣灵使用。 

 

    下面我就要跟林牧师和淑华老师一起示范给大家看，这本书如何跟随圣灵使

用？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里面跟随圣灵，是肉眼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

的，因此我要跟大家讲，我们的重点是在里面，跟随主的生命，里面与主紧紧连

结的生命，待会儿我们要读的时候，这本书拿起来问主：「主啊！今天晚上我们

这个周六班，祢要我们从哪一章来示范呢？」我就打开第二章，读的时候我们三

位老师都会慢慢的读，慢的意义是什么？用灵来读，慢，才能确实知道我在每一

个字都跟主耶稣连结，慢，让我们的灵有时间可以跟主的灵相交，在什么地方我

们需要停下来祷告、响应呢？读到什么地方，有一首诗歌在我心里成形了，我们

要相信那诗歌是圣灵所放的，因为祂在引领，我们就一起唱，我们要留意读到哪

个地方或者我们祷告完有一段经文在我心里，好像不是很清楚，但是有它的片段

在我心里，这时候我就打开圣经，来跟我们的同伴一起读，或者祷告、回应，总

之，慢了，我们的心才能够实在紧紧的跟随主，所以我们不是在念一本书，而是

借着书中的文字在跟随主，这样，清楚吗？我这样讲，如果你清楚的，请你摇摇

手，给我一个响应，让我知道，感谢主！那我们就来开始了。我们三位老师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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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给大家看，要留意里面的、里面的。(三位老师轮流，都慢慢读，每一位读

到一个句点后就换下一位) 

 

    第二章 什么是安静等候神 

读经： 

1.「唯耶和华在祂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祂面前肃敬静默。」（哈 2:20） 

2.「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番 1：7） 

3.「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静默无声，因为祂兴起，从圣所出来了。」 

（亚 2:13） 

 

    以上三处经文都说到，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时，不要急促发言，乃要静默无声，

因为耶和华从祂的圣所出来了─意即祂要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向我们显现，向我们

说话。因此我们需要肃静静默，留心听祂说话。我们所信的神，是说话的神。新

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几乎全都是神所说或默示的话。神在哪里向我们说话呢？神

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向我们的心说话，在我们心里面有所默示。因此，我们需

要安静下来，就是心要静下来。这样，我们才能听到神要向我们说的话。 

 

    圣经所说的安静，不只是静默无声而已，圣经所说的静默无声，乃是人进到

神面前，带着一颗敬畏仰望神的心，期待从神那里有所得着，或听到神说什么。

因为人进到神面前来，就好比一个平民进到国王或总统跟前，立刻肃然起敬，不

敢冒失开口。圣经也是这样教导：「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

言。」（传 5：2）因此，每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安静等候祂时，第一要肃然起敬，

静默无声，这是安静等候神的基本心态。(读到此处停止) 

 

    我心里就有一个清楚的感动，我们读到这里稍停下来，祷告、响应这一段的

文字： 

赖牧师： 

「主啊！祢向我显现，主啊！这段文字说神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向我们的心说话。

主啊！我何等渴慕祢，求祢在我心深处常向我显现，常向我说话。」 

淑华老师： 

「主耶稣，赞美祢，喔！主耶稣，我的心渴慕祢，主，我的心敬畏祢，我渴慕听

到祢的声音，哈利路亚，主啊！我听到祢的声音，我这个人就要活过来了，主，

我求祢在我心灵的深处，向我的心说话，谢谢祢，我等候祢。」 

林牧师： 

「主啊！我们渴慕在祢面前的安静，因为知道主祢爱我们，祢要向我们在灵里面

显现，祢要向我们指示祢自己，乃是让我们全人寂静，默默的安静在祢脚前的时

候，主啊！祢的灵正对我们说话。」 

赖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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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此刻我带着一颗敬畏、仰望祢的心，我期待从祢那里

有所得着，我听到祢跟我说些什么话？主啊！我的心单单等候祢，主啊！我的心

渴慕祢、仰望祢，哈利路亚！」 

淑华老师： 

「主啊！祢看不见，祢也摸不着，因此，主！有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么敏锐，能够

听到祢的声音，但是我们相信，我相信，祢是会说话的神，所以，主啊！来！祢

来向我显现祢说话的样式，让我的心里清楚，是祢在对我说话，哈利路亚！」 

林牧师： 

「主啊！愿祢常引领我们进入内室，不让我们在外面的世界飘荡无依，主！我们

的心深深被祢吸引，让我们的生命学习操练在一个安静的状态里，这是让我们有

一个常常知道来到主祢脚前的心态，让我们不住的领受祢的同在。」 

赖牧师：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的心多么的渴慕祢，如鹿切慕溪水。」 

淑华老师： 

「主啊！我们都还刚在学习，亲爱的主啊！赞美祢！我眼睛一闭上，就好像有许

多的事跟着来，主啊！祢教导我，学会收回那游荡的心思，祢帮助我可以安稳在

祢的里面，祢说：祢是神，我要休息，要知道祢是神，所以，主啊！我来，我要

来遇见祢，求祢向我的心说话，谢谢祢。」 

 

    这时候我心里唱起一首短歌，「我的灵真渴慕」，我们小组三个人，就灵里有

这首诗歌，有歌就唱，请弟兄姐妹一起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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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切切恳求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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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切切恳求你。』圣灵下来就帮助我们进入安静，在安静中我心里就有一段经文 ，

马太福音第 7 章 7~8 节：「7.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

你们开门。8.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主啊！求祢让我们明白这一段经文，祢要指示我们什么呢？主啊！我觉得就是

用这段经文，来为我们的渴慕来祷告，」下面就由三位老师分别用这段经文来祷

告。 

赖牧师： 

「主耶稣祢的话这样应许我们：凡我们祈求，就给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

就给我们开门。主啊！我真渴慕，能够进入等候神的小组，主啊！我真渴慕，进

入小组，祢可以常向我们显现，主啊！求祢帮助我、引导我，也帮助我的心能够

更专心的跟随祢。」 

淑华老师： 

「主啊！祢是信实的神，祢怎么说就是这么做的神，喔！哈利路亚！主啊！祢的

话安定在天，句句必要实现，所以，主啊！祢说：寻找的，必要寻见；主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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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寻求祢，我要来向祢叩门，主啊！赞美祢、赞美祢！祢说：亲近祢的，祢就

必亲近我们，所以，主啊！我来亲近祢，求祢也来就近我，谢谢祢，赞美祢，哈

利路亚！」 

林牧师： 

「主啊！从亘古以来，祢的话就是从？？的(40 分 17 秒)，当我们在灵里面渴望

祢、寻求祢，主啊！祢必让我们寻见，主啊！当我们有些人要开始寻求小组的时

候，也正是心灵再向主来叩门，主祢应许说，祢就为我们开门，祢说：寻找的，

必要让我们寻见；祢的话句句都是命定的，也是信实的，也是极宝贵的，让我们

心灵如此的来仰望祢、来寻求祢、来向主祢来叩门。」 

 

    我们三个组员就被圣灵带进入一个更深的安静里。 

「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 哈

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2。进入自由敬拜赞美的水流中~ 

 

    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小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地方，一群人一起快乐的成长，

一起快乐的追求，跟着我们用这个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笨的方法，我们的小组

走出一条路，而且这个很简单的方法，帮助了很多的小组，走出一条等候神小组

的路。这样十几年了，小组聚会非常的快乐，一群人起来唱歌、跳舞，小组聚会

我们一起学习，主常常给我们一段经文，我们在圣灵里读圣经，祂亲自来给我们

调整、教导，让我们认识耶稣的智慧，小组是一个充满神大能的地方。我们示范

时间到这里，谢谢林牧师和淑华老师的示范，下面我们要听林牧师和淑华老师在

小组里的见证分享： 

林牧师分享： 

    我是在 2006 年认识周牧师，我们在达拉斯参加聚会，来年 2007 年有一位徐

家正牧师也跟我们一起去达拉斯参加特会，回到台湾之后，就很有感动，认为

我们应该不只是去聚会，聚会中若没有真实的来等候神这就不实际，后来我们

就有感动，有几位牧师便开始等候神，我们除了周牧师的「安静等候

神」？？？….(45 分 19 秒)，那时候我们这二本书真的是蛮认真的看，也没有像

以前看别的属灵书，就看过就好，这两本书无法看得快，总是要慢慢的看，才

能实际操练，印证周牧师在等候神小组所说的。我们这几个牧师以前在教会，

都有很多小组，有很多的家庭小组、细胞小组、G12、MG12…等等，我们很多

牧师都从国外学这些小组，主要目的是看教会能不能成长？人数能不能增加？

但对安静等候神小组，我们真的是完全没有概念，但是我们很确定一件事，就

是等候神小组是跟随圣灵的聚会，不是跟随我们设计一些的内容、活动、流程，

我们这几个人也不知道怎么来等候？怎么来开始？因为我们这几位都是牧师、

师母，所以对神有一个信念，就是信心，不管怎样要坚持，就是周牧师常讲，

刚刚赖牧师也说过的马太福音第 18 章 20 节的经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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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个牧师就是凭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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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坚持聚会，我们有时候来了，什么事也没发生；后来我们在聚会中，有身

体得医治的，有一些问题在等候中得着答案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事

情发生，大家就等候，最起码一个小时，刚开始我们是半个小时，也拿起圣经

读读，你分享、我分享，后来我们渐渐知道半个小时的等候时间是不够的，所

以大家就都蛮有默契的，我不开口，别人也不会开口，我们就一个小时以上的

等候，这样的操练下来，我们就真实的学习到周牧师「安静等候神」这本书里

面所写的，我们就开始去经历，但是我们开始并不是从书来等候神；赖牧师带

我们的方法，真的是很棒，可以从这本书开始来等候神，我们这几个摸不着头

也摸不着尾的人，也不知道可以用这个方法，我们是先等候，后来就印证这本

书里面周牧师所讲的，虽然周牧师没有告诉你等候神，第一要怎样，第二要怎

样，第三要怎样，什么都没有讲，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丈二金刚摸不着

头绪，因为圣灵是很自由的，我们不知道圣灵运行的方向是怎样？所以我们就

是凭着信心坚持，我们这几个牧师就是坚持，知道这是一条路，可以到永恒的

路，我们就那样坚持下来，我们这个小组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去摸索圣灵，

去寻找圣灵，去体会圣灵，渐渐的我们就敏锐，渐渐的我们就能够很快速的知

道圣灵的感动，要我们怎么走；有时候是一段方言，有时候是一段经文，我们

这个小组到现在最美的时刻，是后来每次等候，浸泡在里面时，常会有一些话

语的分享，然后自由交通，生命交流，那些生命交流，我们有一些录音，每个

牧师分享的内容，都离不开安静等候神或内在生活，重新得力，每个牧师的分

享是美的，非常的美，常常彼此都很受激励，后来我们这个小组也慢慢的开放

给非牧者，现在有很多非牧者也来，他们都很喜欢安静，也能够进入，有话语，

有诗歌的时候都能享受，这个聚会真的是叫人来享受主。 

 

淑华老师分享：〈淑华老师跟赖牧师在周一小组已经快 12 年了，同时她自己也带

小组，并多次受邀到外面去教导等候神〉 

     牧师、各位弟兄姊妹，晚安、早安，我们这个小组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

也是一样，我跟赖牧师是 2006 年，我们一起去达拉斯参加第一届安静等候神的

研习，聚会结束以后周牧师就告诉我们回去要带小组，我就在想：我怎么带呀？

那人从哪里来呀？这样回去就要带了，是不是带的恐惧战兢？所以我就私下又

去找周牧师，问说：「牧师！要带小组，那人在哪里？谁会来参加？」牧师就告

诉我说，妳去祷告，神就会把人给妳，如果说还没有，妳就可以从家里开始，

所以，从家里开始就很简单，那时候我的孩子都刚好升国中，我们就是每天早

上六点钟，准时在我们家的客厅等候神，或有时候读一些神的话，六点半我们

就结束，各自上班、上学。 

      

     但是我也同时在祷告主：「主啊！如果是牧师要我们开始带聚会，那祢要把

人给我呀！」祷告后神就给我两个姊妹的名字，我就要印证看看，我就去咨询她

们，她们对于安静等候神有兴趣吗？她们两个很高兴的告诉我说，她们为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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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子的聚会，已经祷告了一年多，哎呀！太棒了！这个就是印证之一。刚才牧

师说还要问去哪里聚会呢？那时神就启示我，因为这两个姊妹有亲戚关系，神

就感动我去其中一个姊妹的家，因为她们家里有长辈，出来不方便，所以我们

就在一个姊妹家，开始了等候聚会。 

      

     我们的成员跟林牧师不太一样，林牧师的组员都是牧师，我们的组员有人

是初信主的，有人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是女儿渴慕就希望妈妈也能够来，有的

是有等候神，经历了，有的是都没有，所以我们的成员比较参差不齐，那要怎

么办呢？圣灵总是有办法的，因为那时候周牧师就跟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出去

带等候神的聚会，带领者自己都要先在神面前预备，至少都要在主的面前预备

30 分钟。我觉得我是一个蛮乖的学生，我都会先预备，神常常会在我安静的时

候给我诗歌，诗歌里面神就会启示我当天的讯息要做什么？教导他们什么？每

一次聚会，因为大家都是开始，我也是开始，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可是牧师每

次都说，用神的话说：「我们在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神就在我们中

间。」我就是捉住这个 Key，所以每次都要跟我的组员讲，我们现在不只是彼此

坐着、彼此同在，我们跟神是一同坐席的，然后我们要相信神，神的话说：「来

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就是这样，常常借着

这样，帮助他们收回游荡的心思，也帮助我自己收回游荡的心思，就是这样的

话，经年累月。我们小组也是零六年就开始的，也是很多年了，我们可以从中

看到神在其中的改变，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在学习，组员也在学习，所以有时候

我们该安静时，有人就突然打岔，来一个祷告，或是一个什么的，我就赶快往

里面问：主啊！现在该怎么办？有时候神就及时的给了一首短歌，我们就唱短

歌，然后就让他们跟进来，这样就让组员再一次把中心回到主面前，因为我们

聚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来遇见神，唯一的中心目标就是要来遇见神，所以如

果有打岔出去了，我们一定要当一个守门员把他们再截回来，我就发现在这样

几年的追求过程里面，我看到了组员很大的成长。 

 

     我们其中有一位施爸爸，七十几岁了，有一次他发烧，生病住院挂急诊，

我听到以后就立马赶到急诊室去，我去到他那里的时候就告诉他：「施爸爸，你

看喔！你周围那些躺在床上的病人，他们的两眼都是无神的，可是我们是有神

的，我们现在是神因着你发烧，让你来这边休息的，所以你躺着不是在这边惊

恐，因为躺着时要知道我们是来等候神的，神说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因为那个

时候都是他的儿子在旁边照顾他)，所以等一下如果我离开了，你的儿子、你，

还有耶稣，就有三个人了，然后你们就可以在这边等候神。」所以很奇妙。施爸

爸是一个非常安静内向的人，可是那一次他因着操练了等候神，所以他去医院

就随时随地在等候神，我们本来以为他很快就会出院，但是那一次他住院住了

将近一个月，甚至还被隔离，因为后来发现他的肺部有问题，可是你知道吗？

当我再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变了一个人，他告诉我说神怎么用异象启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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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去医院找不到他，我吓到了，原来他到各个病房去传福音，叫人家来

信耶稣，性情完全被神改变，从一个木纳内向然后变成一个对福音很火热的人，

一直到现在，他每天都是五点钟就起来读经、祷告、等候神，没有间断，所以

我就发现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然后施妈妈也是一样，他的女儿每次看见我都紧紧的抱住我，她说：淑华

姐，我真的很感谢妳。其实是要感谢神，因为她说，她以前只要有事情告诉妈

妈的时候，妈妈都会先责备她，所以她都不喜欢跟妈妈说事情，可是她说这些

年来，她看见妈妈的改变，她现在有什么事情，第一个最想跟妈妈说，因为妈

妈马上会为她祷告，很神奇。 

 

     然后我们组员还有一个是没有读书不认识字的妈妈，她是最会把我们的信

仰用在生活上的，因为她不认识字，所以不会读圣经，但是她每次聚会都很认

真在听，比如有一回说我们讲到宝血的功效，她个子比较高，而乡下的房子比

较矮，有一次她就撞到冷气机的架子，当场血流如注，对面邻居看到她的人都

很惊吓，可是她就是一脸的安息，说：「没事，没事，主耶稣，我奉祢的宝血遮

盖，主耶稣，你的宝血洁净。」结果神就这样医治她。所以就可以常常看见她很

单纯的心，神一定看到她那么单纯的心，所以她怎么祷告，神就给她怎么成就，

因为她的祷告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越简单的信，就是信的越单纯，而

那个「纯」就会一直在圣灵里被扎根。我在这个小组快 12 年了，我自己得到很

大的成长，而且我发现最可贵的是，我们从开始很客气的弟兄姊妹关系，现在

我们真的像家人一样。尤其是有一次洪妈妈，她的儿子发生了意外身亡，她立

马第一个打电话的是打给我，然后我就赶快开着车载着她去警察局，去做笔录、

处理她孩子的后事，我那时候很感动，虽然陪伴的时候有一点累，可是你知道

她已经把你当家人了，这是很可贵的地方，我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学习，也

求神祝福我们在线的每一位家人，都有新一个的开始。 

 

     另外要强调一下，在我的小组，我每次都会派功课的，因为都开始学习，

所以一定要操练，你要扎根一定要操练的，如果这个礼拜神要我们操练的是常

常喜乐，那我们就要回去操练常常喜乐；如果这个礼拜神要我们操练的是饶恕，

那你就靠着神去饶恕，下个礼拜来就要分享：你在这个事上神怎么带领你？你

怎么越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进步很快的原因，感谢主！把荣耀归给神。 

 

     谢谢淑华老师，她分享的是在小组里面的祝福，我相信主也要在各地兴起

更多这样蒙福的小组跟蒙福的儿女，下一个礼拜第二堂课，我们会讲到小组的

成长，今天晚上我跟大家讲，我们用「安静等候神」这本书，用最笨的方法来

进入的，其实在我们小组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很认真的读过这本「内在生活

训练小组须知手册」，你可以上网去抓，这里面有关于小组聚会须知、小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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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如何进行，特别是如何分享话语，以至于让这个聚会不会流于太多谈话，而

能一直维持在圣灵的水流里。第二堂课我们讲小组成长的过程，会讲到如何进

入圣灵的水流？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今天晚上你听了我们的示范和两位老师的见证，分享

小组是这样子的蒙福，和快乐的一群人学习，你听了回去就要操练，所以今晚

我也给大家派一个功课，回去就操练，你可以照着我们怎么用这本书来带领，

或者你像林牧师那样在信心里去等候，总之，主应许有两三个人无论在哪里聚

会，祂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这样子讲是因应整个大环境的需要，也为基督预备

新妇，我相信主会在你里面赐下一个渴慕的灵来开始。所以今晚听了，我们就

实际来操练，两三个人成为一个同伴，你可以照着我们所示范的，这样的方式

来做，下礼拜六再回来的时候，轮到我要来听听大家学习的心得，操练的心得

了，这样好不好？都听清楚了吗？你都听清楚了，请给我挥挥手回应ㄧ下。感

谢主，哈利路亚。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ㄧ般」

主啊！我深信祢要在各地，如同雨后春笋兴起许多两三个人的小组。 

 

     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问问题，昨天我跟小静谈过，你可

以把你的问题都写在留言板上，胜秋会帮助大家把问题念出来，请大家在留言

板上写下你的问题，我们的同工胜秋姐妹会帮你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