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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班 2019 年 10 月 11 日 跟随圣灵带领聚会 2 赖牧师 

第一部分 00:00-00:30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 

这是我们《如何跟随圣灵带领的聚会》的第二堂课。上一堂我们谈到 JMI

的异象:《哈巴谷书》第二章 14 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如同

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这个课程“如何跟随圣灵带领聚会”，是针对课程结束（11

月)，各地的课室期待都能够进入小组聚会。因此，这个 JMI 的异象，从另外一

个角度来看，是说宣告：神要在各地兴起许多内在生活的小组，如同雨后春笋一

般。而这个异象的实现，就跟我们所要谈的“跟随圣灵带领聚会”有关系，这是

上一节我们讲的。 

关于内在生活小组的特点： 

第一个没有固定的流程和形式 

是圣灵的恩膏带领的聚会，要放下所有一切人的设计、操作，因此要对圣灵

敏锐。 

还有讲到很重要的，这个小组带领人的根基在哪里呢？温习一下： 

1、 我们要天天等候神、读圣经 

2、 要学习在生活中跟随圣灵 

亲爱的弟兄姐妹，上一堂我们用了很多时间在谈，在生活中跟随圣灵，不知

道你这样开始了没有呢？如果你已经开始了，可不可以请你轻轻的举手，让我明

白一下呢？哈利路亚！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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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小组会一直这样的学习下去，我也是这样在学习发觉自己在生活中

跟随圣灵这件事情上，有许多盲点是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当我这样常常去学习仰

望心里的平安或不平安；或者仰望神的话语，去跟祂的时候，我发觉我的生活就

变得越来越简单，而且充满了乐趣。这就是周牧师讲的“我们若是跟随圣灵，祂

会把我们带的越来越单纯，越来越轻省。”这是总结上个礼拜所讲的。 

那么在进入今天的话语之前，我们先用一首短歌来亲近主，跟主耶稣连结,

就是《祂是一切最亲》，在 JMI 小诗歌本第 42 首。我想这首短歌，大家跟着周

牧师唱的很熟悉。没有 POP 也可以跟得来。 

唱诗《祂是一切最亲》 

往里面去，与主联结，归回安息，来进入那活水泉源，洗尽一天工作的尘劳，

安歇在可安息的溪水边，享受在主耶稣的爱里。哈利路亚！爱慕祂，赞美主。哈

利路亚！ 

主，谢谢祢，膏抹我们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谢谢祢，祢是为膏我们

的主，行走在我们中间，求祢一一按手分施祢的恩膏，充满每一位祢所爱的孩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晚我们就要讲，怎样开始一个内在生活小组？有些已经

开始的，你也可以跟我们要讲的，即我现在所讲的这一本《小组手册》作为一个

核对，看在什么地方有需要改进的。 

这个《小组手册》，它真正是一本操作手册，写得很清楚。就好像一个汽车

修理的手册, 就是教你怎样修理汽车。每一个步骤写的很清楚，这本手册也是这

样的。但在我们进入怎样开始一个小组之前，我要先问你：你预备好了没有？你

觉得你预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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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预备好，现在就是预备的时候, 现在就是预备的

时候。怎么预备呢？就是我们上一堂讲的：天天等候神；在生活中跟随圣灵；还

要读圣经才能够分辨对、错。上一堂我们讲预备小组的带领人。所以，如果你觉

得你尚未预备好，我就告诉你，现在就是预备的时候，每一天都是预备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预备好了，请跟你的小组长谈谈，告诉他，你觉得你预备好了，

请他为你祷告，在灵里有个印证，这就是属灵的祝福，并且你要祷告主：“主，

我预备好了，我等祢把渴慕主的人带来。”你也请你的小组长跟小组为你祷告，

等神把人带来，你就可以开始一个小组。 

但你虽然开始一个小组，你还是要回到你原来的小组保持一个连结。我期待

今晚我讲的都是重点，你可以记下来。 

那么我预备好了没有呢？我怎么知道我预备好了没有呢？请翻开《手册》我

们来读《手册》的第 17 页到第 19 页。你读完从 17 页到 19 页慢慢的读完，神

会放一个答案在你心里，让你明白“我预备好了没有？”因此，在读以前，你可

以先跟主做个祷告：“主啊，求祢在我阅读 17 到 19 页的时候，祢亲自在我的

心里放下一个确据来告诉我，我预备好了没有？” 好，现在我们就打开《手册》

的第 17 页。感谢主！ 

第一个，第 17 页就是这本《手册》的第三章“小组聚会带领人的条件。”

那么我们读这一本就是要向主求一个确据，我预备好这个条件了没有？ 

（一）、神的呼召，人的回应，就是要有神的呼召。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对带领小组有这个负担，你也觉得你自己预备

好了，你还要祷告：“主，这是不是祢要我作的？” 求主给你呼召，也就是要

有主的话来开始一个小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是起先、首先的，祂是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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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嘎，祂是一切事物的开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开始一个事工，小组也是一个

事工，何况这又是一个生命的事工，从主的话开始。祂告诉你说：你可以，你来

预备带一个小组，就是要有主的呼召。 

我们要留意还没有主的呼召，我们就继续等候和继续预备。如今是“庄稼成

熟”的时候，主呼召收割的工人，但我们还是要按照主的意，求主的话。 

我们翻过来到 18 页，我们来看第三段：“教会小组化是神赐给教会在末世

战胜仇敌的智慧，神正在各地兴起许多跟随圣灵的小组长，与主同工。”  

我相信，而且凡是进入网校的, 就是来受这个跟随圣灵带小组的装备，你自

己会在这里面越来越懂得怎么跟随主。我告诉你，我的成长就是跟着我的小组一

起成长。今天我可以很自由的跟随圣灵带领聚会，是在我的小组里面跟着弟兄姐

妹一起成长，一起跟随主作出来的。所以，在这个一起学习的过程得到益处最大

的就是这个带领人。哈利路亚！ 

周牧师常告诉我们，他不轻易用小组长这个名称，宁愿用小组的带领人，免

得他加上了一个 “长” 好像就头戴冠冕，头上长角就抬高自己了。事实上，这

个小组长是神呼召，也是圣灵在小组里头训练培养，圣灵亲自显明的。我们一步

一步看下去： 

（二）、这个带领人要有内在生活的异象 

什么叫做要有内在生活的异象呢？首先，他必须是一个与主连结，基督活在

我里面的人，并且在生活中，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他接受认同：唯有基督、认

定基督、活出基督，就是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

面活着。”（参加 2:20 上）这意思就是说: 他是认定耶稣基督是他的一切，因

此是一个凡事仰望主、凡事求问主，认定耶稣基督是他一切问题的答案。他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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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问题就是来到耶稣面前，来向祂求问，知道在主那里有智慧的答案来解决

他一切的问题。这样他才能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而不是再去寻求恩赐，或是再

去寻求人的，寻求或是别的，是世界的寻求，那就更不用谈了。 

所以，像 19 页的第二节这里写的很清楚，“小组带领人需要有内在生活的

异象，这异象就是：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惟有基督是他（她）所爱，除了基

督以外，无所跟随。” 

也就是说，这样他（她）也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分辨什么是知识和恩赐？什么

是生命？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免得他（她）把人带去追求恩赐，或者追求知识，

或是跟随其他的牧师，而是要把人带到耶稣的跟前来。“小组所追求的目标就是

耶稣基督祂自己。这样有内在生活异象的带领人, 就能把人引到耶稣跟前，而不

是把人引到耶稣以外去追求恩赐或者知识。”这句话太重要了，“那就偏离了中

心——耶稣基督！”哈利路亚！ 

所以，即使你已经在家里有小组聚会的，盼望这本《手册》你常常地拿起来，

好像作一个核对:我有没有偏离中心——耶稣，我有没有岔出去了。 

几年前，当我们开始在台南的小组一段时间，我们第一年, 06 年去达拉斯受

内在生活训练的，周牧师吩咐我们回来要开始带等候神小组。于是我们从南到北，

我们就跟着这个圣灵的推动，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个北部的小组带领人，他跟我说:“淑芳牧师，我

请你到台北我的小组，来帮我看看，我总不敢确定我走的对不对，你来帮我看看。”

我跟他交通，我问他:“你觉得什么地方让你觉得有可能岔出去了呢？”他说他

觉得怎么好像越来越忙，整个小组越来越忙碌。我心里就想那这可能真的是有问

题了。因为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同在里，我们是得着安息，我们会越来越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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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轻省。所以如果越来越忙碌，觉得有重担，那真的是要留意了。我就去了，

我就凭着我灵里头，还有圣灵给我的开启引导，这个小组真的是岔出去了，岔到

哪里去了？追求恩赐去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这个带领人他追求，他除了

跟随 JMI 的水流，他还跟随不少其他的水流。在台湾的特会是很多的，他带他

们去参加，常常参加很多的特会，以至于他们追求恩赐、追求能力、追求事工去

了。所以，整个小组就偏离了中心——耶稣基督。我去一趟，圣灵是我们最大

的医师，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我就跟随祂，祂会知道怎样保证他们，祂也会

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我去了，真的，主亲自保证他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偏离中心——耶稣基督。我们路子走对了，

这个小组带领我们进入圣灵的水流，我们会进入越来越深的安息，越来越深的平

安。在安息中，有神的智慧、能力轻省，会看到许许多多的见证。哈利路亚！请

划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在周牧师《安静等候神》这本书的第五章，要常常拿起来作一个核对。一开

头就说:我们等候神的三个前提：一个中心是耶稣基督；目标也是耶稣基督。耶

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等候跟小组在一起等候唯一的目标与中心，要抓住这个中心，

不要偏离中心，个人等候神也是这样的。 

下面第三个，也就是第 9 页： 

（三）、小组聚会带领人的具体资格 

你要很仔细地读一读。我们一起来读:小组聚会是否能有成果，关键完全在

于带领人。因此，带领人须具备下列条件： 

    1、要有内在生活的异象，或认同内在生活的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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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渴慕爱主，被圣灵充满 

    3、灵命较为成熟，有心更多追求 

小组长带领人自己要很追求，很渴慕，自己不断的成长学习，他才能够带领

小组往前进。 

    4、圣经和诗歌较为熟悉，对圣灵较为敏感 

    5、有为父之心，关怀小组成员，为他们祷告 

就是一个小牧人了。 

6、谦卑顺服，愿意委身，乐意付出，效法基督 

我们跟弟兄姐妹在小组中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不求人的称赞，只求行在神的旨意中 

因此，凡事要有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你乐意去行，我告诉你:小组生活

是非常甜美、非常快乐，像我们喜欢唱的那一首《灵里的生活》那样。同时，众

圣徒在小组里头又长进又喜乐，欢欢乐乐地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小组是一个天

堂，天国在地上的显现。哈利路亚！被神的灵所充满，神掌权，圣灵自由运行的。

感谢主！ 

我讲到这里，稍停一下。主会在你读的时候，在你心里放下清楚的确据，让

你知道:“我预备好没有？”因为主知道万人的心。（参徒 1:24）这些文字是一个

核证。 

我非常感谢主，这一本《手册》是经过周牧师一个字一个字核对的，在他视

力不是很好的时候，他用他宝贵的视力跟时间，花很多时间，慢慢地一个字一个

字的核对。我感谢主！它也是我一个字一个字，一段一段地在等候神的时候领受

的。我非常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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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00:30-01:00 

（它也是我一个字一个字、）一段一段在等候神的时候领受的。我非常感谢

主！每一个字经过周牧师的修改、核对，因此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心

里充满确信：主会透过这本《手册》跟你说话的。 

那么你预备好了，或者等候神的时候祂把你预备好了，人也来了，那么我们

就来开始一个内在生活的小组。那么怎么开始呢？在后面的附录，有两个实例可

以给你参考。（37 页） 

附录一 

两个内在生活小组开始的实例。 

第一个实例 

就是我们在台南以琳小组，是这样来开始的：我们是用《安静等候神》那一

本书来祷读。我们小组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四个人，可是因为一开始就跟随圣

灵，用《内在生活》这本书来祷读跟随圣灵，那里面文字写的非常地清楚，盼望

你仔细的读。到现在呢？十几年了我们这个小组她成为一个泉源，好像也成为一

个母亲，来培育不少同工、传道人、还有牧师，我自己跟着这个小组成长。哈利

路亚！ 

因为跟随圣灵带领，我学习跟随圣灵带领聚会，就是在我这里以琳小组里面

学习的。因此今天或者过去，我跟着团队走到哪里，就知道跟着主去带领总没有

错。因此我鼓励各位已经预备好的，或者已经开始的，那这是主给你预备的一条

很快乐的学习跟成长的道路。 

请你翻到 39 页最后一段，好，我非常感谢主，周牧师加上了一些他的话，

说：“同时书中许多话语都是出自圣经，能帮助大家”这是指周牧师的《安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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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神》，因为我们是从用《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来祷读的。这本《等候神》“许多

的话语都是出自圣经,能帮助大家在祷读时与圣经连结，也与主连结。因此为初

学者来说，这样的开始是非常稳妥的。” 

我教很多人用这样最简单的方法来开始等候神小组。同时，我们的小组跟随

《安静等候神》这本书跟随了两次，慢慢的祷读、慢慢的跟，在圣灵里头来跟。

后来因为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我们就再跟一次。所以那本《安静等候神》的书，

就是成为我们等候神小组的根基。所以周牧师加上这句话，“因此对初学者来说，

这样的开始是非常稳妥的。”这是第一个实例。 

第二个实例 

第二个实例是林志斌牧师，他在中立的愿景教会，他的几个牧师朋友，他们

大概开始的时候是五、六个人。他们是从安静等候开始，没有作什么，就是在信

心里相信，在安静中神会向他们显现。 

再翻过来第 40 页第 2 段讲到：他们没有使用任何人的方法，乃是全然相信

主与他们同在，完全跟随圣灵的带领。他们只是亲近主，让圣灵自由的随己意而

行。然而大家渐渐的体会到：神真实的同在，以及神同在的甘甜。并且圣灵也触

摸了他们生命中最软弱的地方。这样在信心的等候中，开始了这个负责的小组。 

直到现在，这两个小组都走过十几年。哈利路亚！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进

入丰盛。 

你根据哪一个实例来开始呢？我们就应该去求问谁呢？我们的好牧人主耶

稣。祷告祂，凡事祷告、凡事求问，祂了解你的伙伴、组员的状况，祂会告诉你：

跟随祂是最好的。所以从一开始就跟随圣灵来开始。阿们！ 

我想这样，你同意的请你就举手。感谢主！一开始就凡事祷告，跟随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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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听人的介绍。感谢主！ 

我们要开始了，那怎么开始呢？ 

第一个会前等候神。 

现在请打开 23 页到 28 页，就是教你怎样开始一个内在生活小组。这真的

是一本操作手册，它每一个步骤写的很清楚。我们看 23 页第 1 行： 

以下只是一些建议，不是规条，乃是一些累积的经验，提供大家参考，这是

我带以琳小组十几年的经验。 

1、 会前在神面前至少安静等候神 30 分钟 

我感谢主，我一开始这个小组，周牧师就这样教我，他教我的每一件事情，

我把它当作宝贝谨守遵行。 

我告诉你非常的好用！直到现在，我聚会前一定好好的等候至少 30 分钟，

没有等候是不敢上线，也不敢上讲台，这样培养一个好习惯。你会发现会前有等

候跟没有等候差很多，差在哪里？多等候神，多有恩膏；没有等候就没有恩膏。

并且，对于一个初学的人，你在会前等候神，主祂很可能会给你一些今天祂要用

的诗歌，要唱的诗歌或者要读的经文，那你就把它存放在心里，这些诗歌跟经文

不是一开始就用的，怎么使用？请记下来——跟随圣灵使用。 

比如说我今天 7 点 20 分，我就坐在这里等候，我仰望主，我心里就唱起了

我们开始的那首《祂是一切最亲》，祂就告诉我要稍微跟大家温习上个礼拜我们

所谈的，那个次序就跟随圣灵的带领。所以第一个“会前等候。”来第二段我们

看： 

其实，聚会前最要的预备，乃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与圣灵的连结，及与圣经的

连结，在心灵里常保持与主的交通。我们建议在聚会开始以前，至少要有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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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等候神，进入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说带小组要天天等候神，要在生活中跟随圣灵，这是根基。还要

多读圣经。 

我也感谢主，十几年来我这样谨守“会前等候”，包括我教会的主日聚会不

用讲了，清早就起来等候、领受恩膏，让你的羊得到主充足的喂养。 

2、 初学带领者每次先从安静开始聚会 

你是初学的从安静等候神开始聚会，是比较稳妥的，比较保险也比较安全。 

因为等候神小组是跟随恩膏带领，一开始就从安静等到恩膏下来、等到恩膏

的教训下来告诉你该怎么作，这样你顺随恩膏或恩膏的教训。比如说，一群人坐

在那里安静一会，你心里开始唱起了一首诗歌，唉，这首诗歌你要求问主“这首

诗歌祢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唱的吗？”好，你就唱，出于主的，主的羊会听主的话；

出于主的，主的羊会跟随，他们会回应，大家就跟着这诗歌，这诗歌里就会有恩

膏的牧养，就是跟随圣灵的水流。所以，从安静等候神来开始，对初学者是最妥

当的。 

等到你时间的累积，不断地顺服恩膏的带领、不断地跟随主，对圣灵越来越

敏锐、对恩膏越来越敏感了，那个时候，你可以随时按照恩膏的引导开始聚会，

就不一定是从等候神开始了。可是这是对一个已经习练的心窍通达的，聚会就没

有一定的流程，没有一定的程序。 

但是对于个初学者，还没有这么老练，不能这么熟悉、对恩膏还不是这么敏

锐的时候，我建议你从安静等候神开始，我们一群人就来坐下安静，在安静的当

中渐渐进入神的同在。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来的不是很熟悉神的同在，你可

以常常宣告：“主啊，祢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或者有时就宣告圣经的话：“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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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祢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参诗 46:1）

这样来提醒大家神同在。小组聚会一直在神的同在中进行。请记下，这一点很重

要。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翻到 24 页： 

3、 在聚会中一路跟随圣灵 

紧紧地跟随圣灵。我现在跟你们讲话，我的灵紧紧地跟随圣灵。我没有紧紧

地跟随祂，恐怕我岔出去了；恐怕我讲的不是主让我讲的。所以，每次聚会前主

给我的话就是“你的心要紧紧地跟随我。”赞美主。 

4、 我们就要一直定睛在耶稣身上，一直仰望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属灵功课要跟大家分享：你要

学习一边跟人讲话，一边在心里仰望耶稣，跟主仰望祂。哈利路亚。你现在你如

果还没有开始，或者你过去没有听过，今天我要告诉你，你这样操练你真的会很

蒙福，很轻省。一边跟人说话，一边在心里仰望耶稣。 

我这是从我信主二十几年前我非常渴慕主，主给我一个很渴慕祂的恩典。那

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周牧师。我一信主，到教会的第一天，我领受圣灵的洗，

被圣灵浇灌，我就开始等候神。所以，我就在家里自己等候了多年，我等候了七

年，我才遇见了周牧师。 

我现在要讲的这个学习是我还没有认识周牧师之前，我没有一个属灵的长辈，

因此，书本就是我的老师。盖恩夫人的书、罗炳森师母的书她们都是我的老师，

我在台湾还有一个老师，就是台湾锡安堂的荣教师是我初信的老师。我读她的书，

我觉得这个好，我要，我就捡起来。比如说我读到可能是倪柝声牧师问她说：“你

开始为你渴慕神祷告了没有？”那个时候，荣教师可能是在山东的宣教士，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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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也没有人教我，也没有听说过。”但她就开始这样学习，神真的把极

大的渴慕赐给她，以至于这恩典走向内在生活。我非常地羡慕，就开始为我的渴

慕神祷告。 

有一天，我在荣教师的一本书可能是《请差遣我》这本书，我读到她渴慕神

到一个地步，她不愿与神有片刻的分离，因此她在跟人谈话的时候，她也不愿意

因为跟人谈话而失去跟主的连结，所以她就需要操练一边跟人谈话，一边跟主连

结；然后，她过马路的时候，她也不愿意因着过马路要很专心看整个交通状况而

失去与耶稣的连结，所以她在过马路的时候也一边留意交通路况，一边在心里保

持跟主的连结与交通。我一看，噢，这个我要！我就开始这样学习。 

所以我们在带聚会的时候，你看 24 页跟 25 页，“在聚会中一路跟随圣灵。”

在里面跟，定睛在耶稣身上，一直仰望耶稣。一边主要我们分享，我们就分享；

主要我们带诗歌，我们就带诗歌；或分享或读经或带诗歌，我们里面也要一直紧

紧的跟随耶稣，一直仰望耶稣，这样聚会就一直跟随圣灵聚会。聚会就一直跟着

一个又一个的水流进行，这样就是让主的羊在每一个水流里头，都得到饱足的喂

养，这样的聚会带领人很轻松！ 

你不需要多作什么，你只要好好的等候，会前等候，一直维持神的同在，好

好的跟随主，在心里一直紧紧的连结主耶稣，这就是一个带领人所要作的，而圣

灵就能把聚会带领进入圣灵的水流里。 

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这个操练带给我无比的祝福。特别是我

在牧会，主带来各式各样的人，我需要跟他们谈话，牧养他们，了解他们的问题，

我倾听他们的问题，我已经培养习惯了，求主保守我一生不偏不离开这个好习惯。

我跟他们谈话我心里就也在仰望，我听他们谈话我就在祷告了，我听他们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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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要听弟兄姐妹的谈话，我心里就开始祷告“主啊，求祢给我智慧的引导，

让我怎样切入一个话题。”很奇妙，常常会有启示性的话语下来，一句问话就切

入主题，那个问题马上就赤露剖开来了，你节省多少的时间啊，这就是跟随圣灵

服侍的好处。所以 25 页： 

6、在主耶稣面前，要不断的求问 

这就是内在生活的功夫，不断的仰望，不断的求问，你常常可以领受恩膏的

教训，就是主耶稣启示性的话语，整个聚会会很活泼，整个聚会会非常饱足。 

因此我们的聚会十几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又长进又喜乐，欢欢乐乐的前进。

到如今那个小组成为一个泉源涌流，也成为像一个母亲那样，可以培育主的工人。 

亲爱的各地的同工弟兄姐妹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何等的荣耀有那盼望异

象---JMI 的异象，就透过我们跟随圣灵带领的小组，祂亲自会来实现，会有主

的工人不断地从一个跟随圣灵的聚会中被培育出来。 

我讲到这里稍停一下，或许留个空间，或许主来触摸你的心跟你说话。 

我深信圣灵要从我们当中，在各地兴起可以跟随祂带领聚会的、可以跟随祂

服侍的许多在灵里的同工。 

上一堂我们讲过一个跟随圣灵带领的聚会，或是一个内在生活小组要放下人

的安排，要放下人的轮流、人的程序，因为这些安排正是限制圣灵的作为。 

因此我们要记得，真正的小组长不是我们，真正的小组长是谁？这位天上的

神---圣灵，祂是真正的带领人！要常常告诉自己：主啊，我是祢的同工，祢是

我们以琳小组的小组长，常常跪下来跟祂祷告。主啊，我把这个以琳小组交给祢，

宣告祢的主权，祢有绝对的主权。主啊，我是祢的同工，听候祢的吩咐。 

我小组因为我们家人追求十几年，说真的，常常很多传道人牧师来到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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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组，或者从我们中间培养出去的同工，他们成长，我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成长

而给他们轮流带，轮流安排，因为这是人的作为，我还是一直站在---我就是这

个小组长，是祂托付给我的，要很清楚主的托付，很勇敢很坚定的顺服，所以我

还是照着我领受什么话，该怎么做就怎么去带，但是很奇妙的，主给我小组这些

有追求多年的，一直都走在一起的组员，祂给他们开服侍的门，给他们在外头开

服侍的道路。（待续） 

第三部分 01:00-结束 

（接上文）他们的路都走得很宽广，他们的脚踪非常的美！因此我们不需要为圣

灵操心，祂自己会做的，祂做的比我们更美！哈利路亚！ 

我看到他们成长真的非常的高兴，他们都比我年轻很多，有一位还是我过去

在学校教书时候的学生。我看她真的常为她祝福，为每一个组员祝福，神会带领

她们的道路，她们会做得比我更丰盛。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小组长是圣灵，要常常这样子宣告。小组遇到

任何事情，不要去用人的方法来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跪下来祷告。祂是真正的

带领人，祂会负完全的责任，祂的智慧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样十几年来小组一

直走在神的旨意中。 

最近，就是跟着周牧师跟随圣灵的课程，我心里领受了一个很深的负担，要

带大家在生活中跟随圣灵，天天等候神，我已经提醒好多年了，他们大概有一半

的人都可以确实的做到。现在我要大家学习在生活中跟随圣灵。我有一个乐趣跟

信心，相信神会从小组这些人中兴起与神同行的人。哈利路亚！因为小组也要一

段一段的往前进，那这个往前进的关键就在于小组长这个带领人自己要满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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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小组长的生命追求。请翻到 30 页到 36 页： 

（七） 、小组长的生命追求 

小组长是跟着组员一起成长一起追求的，我们的路走对了，哈利路亚！在耶

稣基督里是无限的荣耀、无限的宽广、无限地成长。而我今天最快乐地是我看到

我的组员的成长，今天最快乐的事情，也就是去装备他们。哈利路亚！像保罗看

着腓利比教会他说：“你们是我头上的冠冕，是又长进又喜乐的，看着他们的成

长。”（参 1：25）那这种陪伴关心本身就是一个双方面的，在很愉快的生命的互

动里头，很自然的一起成长。 

1、培养安静等候神与读经的生活 

我想这个其实是最基本的，一直是根基，我们还是来念第 1 段： 

小组长必须要培养每天读经等候神的生活。要在神的同在中读圣经，并且在

读经中默想、仰望、祷告、等候圣灵的开启，藉着经文与主连结。在稳定的等候

神生活中，操练“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这一段很重要，小组长要能够自己牧养自己。谁来牧养一个小组长呢？神哪！

透过什么来牧养呢？圣经和圣灵。所以小组长自己要有很稳定的等候神生活，并

且在神的同在中，读圣经能够领受圣灵的精意，能够聆听主跟他说的话，那在灵

里头时常与主保持连结，自己每天要从读经里得到饱足的喂养，自己每天要从等

候神里得到满足的快乐和释放所有一切的问题。还要能够在等候与读经中来到主

耶稣的面前，解决他所有的一切问题，所以小组长要很稳定的等候神。等候神里

面内容丰富，很稳定的在圣灵里读圣经的生活，就是自己从主得到饱足的喂养，

他心中要常有圣经的话语，他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来领导祂的羊，能够明白神的旨

意。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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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下面第 2 节： 

主应许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所需用的一切，主都要加给我们（参

太 6:33）。所以，在持续安静等候神的过程中，自己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教会

的问题就不知不觉地、渐渐地迎刃而解。这是圣灵的奇妙作为，我们看为稀奇。

阿们！ 

我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人，人都会制造问题。但是我一切的问题就是在自己的

等候与读经中从主得到解答、得到释放！哈利路亚！祂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自

己要先学会牧养自己，以及把弟兄姐妹的一切问题都带到神面前来，为他们祷告，

主给我话语再去牧养他们。所以我现在还带着一个教会，我外头也有很多的服侍，

我感谢主，如果我没有内在生活，没有常常与主连结，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 10：10）而且我告诉你，神祝福我的教会；哈利路亚！祝福我的家庭；祝

福我跟我先生的婚姻。我们都不是没有问题，但我知道我们的一切问题都在神的

保守看顾中，包括我先生的健康，因此在我心里没有忧虑。赞美主！这跟随圣灵

服侍来引导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所需要的都加给你。这是祂奇妙的

作为。 

再下一段： 

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学习耶稣的谦卑、柔和，隐藏。隐藏和谦卑是最蒙神喜

悦的；成熟的基督徒是谦卑的、隐藏的，切勿自以为有了。哈利路亚！ 

讲到这里我有一句话，你要知道，我讲的时候我一直在仰望主的，祂会把要

说的话给我，这是一条很蒙福的道路，但你真的要单纯，真的是要专一单单爱耶

稣。祂会让你经历在祂里面一切的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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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代有许多的这个水流那个水流，都没有错。哈利路亚！但你走这一条内

在生命道路，我告诉你，圣经也告诉你：这是上好的福分！我们真是要放下自以

为聪明，不是追求恩赐和知识，不是看这个好就往那里去，而是要凡事问主，凡

事有主耶稣的话。这二十几年来，我感谢主，周牧师遮盖我，这样单纯的跟随，

我的教会也是这样单纯的跟随。我真是想到他们，真的心里就好喜乐。哈利路亚！ 

我稍停一下，心里有一些感动，不知道是感动还是忧伤。 

主啊，求祢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每一位，遮盖我们的心，遮盖我们的眼目，哦，

主啊，叫我们回归像小孩子那样的单纯，单单要耶稣，单单爱耶稣，单单有祢的

话，相信祢的话。帮助我们一个一个去经历祢话语的真实性，跟祢同在的宝贵。

主啊，保守我们的心，不偏向恩赐，也不偏向知识，也不偏向某某人的话，单单

紧紧跟随主祢的话。主, 来除去我们中间的复杂性，帮助我们归回当初，一心跟

随祢的话，喜乐地住在祢的同在中。圣经也说，那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得着

什么（参雅 1:7）。哈利路亚！求主把迦勒的专心一意赏给我们。主啊，赐给我

们有迦勒跟约书亚那样的信心与专一的心志，祢必能带领我们每一位都进入那流

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感谢主！ 

我们这样单纯地在信心里专心一意的跟随，凡事祷告，在读经中自己能得着

主耶稣的话语，我告诉你一定会看见神的作为！一定进入神的同在！哈利路亚！

这一条路是确实的，是最宝贵的。 

来 31 页第 2 节： 

2、要培养在圣灵里读圣经 

这个很重要。那小组带领人小牧人自己要能够喂饱自己，自己的每一个问题，

在圣经的话语里，在圣灵里，恩膏的教训里，都有主的供应，那么我们整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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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站立在磐石上的，风吹雨打总不动摇。 

第 3 个翻过来，32 页： 

3、领受圣经跟圣灵要平衡 

这一次周牧师的课程他有提到，圣经与圣灵的领受要平衡。在一个小组聚会

中，带领人是一个跟神的同工、一个供应者。一个小组供应聚会也要这样，圣经

与圣灵要平衡。所以小组长要多花一点时间熟读圣经，每一个经历渐渐地要进入

与圣经的话连结。这个小组有圣灵的供应，也有神的圣经话语的供应，主的羊就

会被喂养得饱足。他们自己的问题就会在神的同在中，渐渐地他们自己的问题就

得到解决了；渐渐地他们也懂得来到神的面前，来处理自己的问题。你会越走越

轻松，他们不太会来找你，他们会变成你的好朋友，追求的同伴。你看得出他，

主会给你越来越敏锐的属灵的嗅觉，你听一下、喵一眼、看一下会知道，听他的

话语谈一下，会知道他的问题可能在哪里，你仰望主，一个启示性的话语下来，

你就很轻松地可以带你的小组。 

因此这一条路，你好好地跟随主，单纯地，求主赐给我们都有迦勒跟约书亚

那样单纯的信心与专一的心志，祂是让你越走越轻松，越走越快乐。 

4、在日常生活中跟随圣灵 

这一段我们也来读一读： 

小组带领人必须各自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跟随圣灵的功课，无人可以取代，

也无公式可依循，一切在于与主连结的关系。在聚会中学习跟随圣灵，该是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跟随圣灵的一部分，两者相辅相助，不可缺一。诚如一位属灵

长者所说：“若要有圣灵带领的聚会，就必须要过圣灵带领的生活。”这是一个活

泼有趣的生活。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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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合神心意的服事心态 

1、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 

主呼召你来带领小组，求主也把牧者的心肠赐给你。慢慢地祂会开你的眼睛，

让你越来越有属灵的分辨力。像我刚才讲的，你大概简单的听几句话，瞄一眼会

知道他程度在哪里，会知道他在哪个地方出错了，唤他回来。34 页第 3 行写到： 

实际上，小组带领人有可能就是未来的牧羊人。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我因为带领这个以琳小组十几年了，很祝福我带领我自己的教会，哈利路亚。 

第 3 点非常重要，35 页请画好几个星号： 

3、要懂得让位给圣灵 

什么叫让位给圣灵？我刚才讲过小组真正的牧羊人是圣灵，祂是真正的小组

长。祂藉着我们一起同工，藉着祂恩膏的教训，帮助我们把大家带进这个圣灵的

水流。如果大家都跟上来了，跟上圣灵了，与圣灵连接，你会看到一个小组让圣

灵带领的聚会是越来越热烈的，到最后大家都跟上圣灵了，那我这个小组长就要

退下来了，让圣灵来作，叫作让位给圣灵。你看到圣灵在作了，我们就不要插手，

让位给圣灵，哈利路亚。 

比如说：在我们小组带敬拜，他们会带得很热烈，到最后没有人再带了，我

们还一直在敬拜，一直在敬拜，一直在拍掌，已经没有人在带了，但我们在一个

合一的节拍里，合一的嗓音里一直在敬拜，我们就知道那就是圣灵在带了。你就

让圣灵自己在带，而且这个时候祂会选择祂要使用的人。我们要容让圣灵祂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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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可以在什么时候使用祂所要使用的人，这也是让位给圣灵，祂知道怎样

培育一个小组，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最后第四个： 

3、 坚持不懈、弃而不舍、跟随到底 

这是一条有福的道路，赞美主。越走越充满祂喜乐，这些小组人最后就是我

们属灵的好朋友，属灵的同伴，赞美主。 

今天我话语到这里。我们来唱《灵里的生活》，我想今天我们来唱第 3 段，

念第 3 段歌词： 

不是自己想作什么，只愿主旨成就； 

不是自己奢望什么，只愿主话成全。 

主住里面实现一切，听主所许信主所许； 

爱主所许望主所许，主话必成。 

一切都是圣灵在作的。 

唱诗《灵里生活》 

哈利路亚！我们举起手来，领受恩膏： 

哈利路亚，主，赞美祢，祢是为我们施浸的，祢是分赐恩膏给我们的主耶稣，

主啊，这小组是祢的心意；这小组也是（哈利路亚！）在祢的同在、在祢的恩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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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进行。求主耶稣祢大大的膏抹所有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祢亲自用这

本《手册》跟他们说话，让每一个人知道我预备好了没有？也用这本《手册》的

话，主啊，如同一面镜子，祢亲自在灵里头来帮助他们省察调整。主啊，哈利路

亚！愿祢圣灵充满每一位！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大大地充满！大大地浇灌！

让大家都领受这个恩膏。十一月主啊，课程结束，小组聚会开始，每个小组都在

恩膏里开始。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方言祷告）哈利路亚。主，我深信祢要

从中间兴起许多领受恩膏、跟随恩膏来带领等候神小组祢的仆人，求主祢给他们

清楚的话语，给他们清楚的呼召，求主祢大大地恩膏他们。哈利路亚！坚定他们

的信心，并赐给他们像迦勒跟约书亚那样单纯的信心和坚定跟随、专一跟随，除

主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所爱。哈利路亚！甚至愿意放下恩赐跟知识来顺服圣灵，主

啊祢必大大地让他们得着报赏。耶稣谢谢祢。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们！ 

我们的课到这里，祝福各地的小组。赞美主。你有领受主的话，不要犹豫，

也不要三心二意，但你需要有属灵的遮盖，去找你的小组长，或者找你的督导这

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