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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班 2019 年 10 月 4 日 圣灵带领的聚会 1  赖牧师 

第一部分 00：00-00:30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 

九月份我们跟着周牧师《跟随圣灵》的课程很热烈地学习，每一堂都是属灵的盛宴，这

个课程越带越进入高峰，教导我们怎样在生活中跟随圣灵。 

亲爱的同学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要学习在生活中跟随圣灵。 

接着十月份周牧师给我这个题目来上《如何跟随圣灵带领聚会》，实在说如果没有跟随

圣灵的生活，就不会有跟随圣灵带领的聚会。所以，在我们进入这个课程的时候，我还是要

提醒大家，要把九月份周牧师所教导的在生活中来应用。 

现在我们进入这个课之前，我们先唱一首短歌来与主连结。这首短歌我想大家很熟悉，

叫《主，我相信》它的歌词很短只有四句话「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祢就在我里面，主我相

信。」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往里面去，或者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提醒大家往里

面去，主就在里面，要与祂连结。 

唱诗 《主，我相信》 

闭上眼睛，享受主在我们里面，祂同在中的甘甜、宁静、平安。轻轻的谢谢祂。我们在

祂的同在中安静片刻，享受与主连结的安宁时刻，让一天工作的沉劳、纷扰都融化在祂同在

的光中。 



2019JMI 秋季班 圣灵带领的聚会  赖牧师 

Page 2 of 16 

 

我在思想，我这两周的课，紧接着周牧师跟随圣灵的后面，接着他教导我们如何在生活

中跟随圣灵，好像是九月份课程的实际操练应用。同时因为秋季班只有两个月，等十月的课

程结束之后，就进入小组。 

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在上课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听课，那叫着课室；等课程结束了，

大家继续在神的同在中跟随圣灵聚会，那叫做内在生活小组，所以先说明课室跟小组的区别。

课室因为一起上课有信息作为主要的内容还容易，当我们进入小组以后，就需要学习怎样的

跟随圣灵来运作，才是一个实质上的内在生活小组，因此我们需要有这个课程来学习如何跟

随圣灵带领聚会。 

为什么需要跟随圣灵带领聚会？首先，我们要再强调，圣灵会带领聚会，而且祂带的比

任何灵带的更好。而圣灵带领的聚会，祂会让祂的每一只羊都得到喂养，每一只羊都得草吃，

因为圣灵带领的聚会，都把聚会带进来跟随圣灵的水流。 

什么是圣灵的水流？我打一个比喻，在海洋里面有洋流，这些洋流里面养分特别的高，

会培养很多鱼类的食物养分。就类似这样，一个圣灵带领聚会，祂总是把聚会带进去圣灵的

水流。比如说，当祂带聚会进入一个敬拜的水流，这个敬拜的水流就会浸透在圣灵里，而成

为一个圣灵带领进入很热烈的敬拜，在这里面会很有恩膏；过一会，圣灵可能带领我们进入

一个安静的水流，在这个安静的水里，有很大的神的同在，在安静中有恩膏。所以，或是热

烈的敬拜，或是安静的等候神，只要跟随圣灵的水流都在神的同在中，也就在祂的恩膏里，

每一只羊都得到喂养，圣灵都能够按他所需要的来牧养他。 

所以圣灵带领的聚会是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吃的饱足，一个很丰富的喂养。而这个带领的

人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不是他带领，乃是圣灵在带领。圣灵才是真正聚会的主人；圣灵

才是真正带领聚会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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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首先我们要认识圣灵祂很会带领聚会，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祂。这样一个圣灵带领

的聚会，是没有人的安排，也没有人的作为。我想下面我慢慢跟着这本《内在生活小组手

册》，我想你来上这个课，都会准备这一本《内在生活小组手册》，我再慢慢地跟着说明。 

现在回到我们这个题目，为什么要跟随圣灵带领聚会？第二个原因是圣灵带领聚会，都

把聚会带进入神的旨意，来成全神的旨意。因为，在九月的课周牧师也讲过，跟随圣灵都把

我们带进神的旨意。所以跟随圣灵带领的聚会，把这个聚会带进去神的旨意，成全神的旨意，

使神按祂的旨意，来牧养这个小组。甚至更成熟一点的小组，可以使神按祂的旨意透过这个

小组来牧养这个城市。 

所以这个聚会如果我们用人的理性在规划、在运作，它所能够发挥的功能挺有限的。神

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参赛55:9）因此，当我们跟随主到了一个

程度，我们渐渐地会进入跟随圣灵来带领聚会，好看见神的旨意成全，使神能按祂的旨意来

牧养这个小组，甚至透过这个小组来祝福她四周的环境或者是牧养这个城市。 

我举个例子。我自己在台湾的台南带了一个小组，已经有十几年了。一个小组，还是一

个小组。但是，从这个小组培育出去的传道人、或者是等候神的小组长是有一些人。有一次

我奉主的命到我们隔壁的城市高雄，开始那里的小组聚会。第一次在聚会很长的安静中，因

为我们第一次见面，彼此都不熟悉。但是，那都没有关系，我们等候神，因为跟随圣灵带领

的聚会是跟随那个恩膏。所以我们从安静开始，在安静了一会之后，我心里出现了一个意念，

就是要为他们寻找属灵同伴。我起先也觉得奇怪，我还从来没有领受过这样的话语，我在心

里在求问等候，还是这个意念，要为这些弟兄姐妹寻找属灵的同伴。后来我心里笃定了确实

这是神的旨意，我就释放这个意念，让神按祂旨意来开始在这个城市的小组。结果话一出来，

渐渐地，起先他们也感到很疑惑，但是后来有人开始打破了这个沉静跟疑惑，他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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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这里就是来寻找属灵同伴的。”这一句话好像是从神口中所出的，就带动了全体十几

个弟兄姐妹，我就---开始寻找属灵同伴，于是他们就开始挪动位置，开始彼此认识，询问对

方“你住在哪个区域？”，“我住在哪条路上。”。他们真的在寻找属灵同伴，发现这是他

们来到这里内心真的需要。我坐在一旁，看着神的作为，内心实在赞叹祂的意念高过我们的

意念，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就这样在聚会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找好他们的同伴了，

已经交换彼此地址跟联络电话。在接下来的那一周的周间他们就开始拜访，开始就近聚会起

来了。以至于这个城市到现在，他们有五、六个小家是在家庭里聚会，从一开始就这样分散

在这个城市的不同的区域。而在这个城市里，在各个不同区域的人都可以找到有小组，可以

在家里来聚会，认识内在生活，学习内在生活，并且共同承担工作上、家庭上的问题。他们

非常地彼此亲密、非常地彼此相爱。我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这就是圣灵带领聚会进入神

的旨意，成全神的旨意，让神按祂为这个城市所定的定义来牧养这个城市，真是要将一切荣

耀归给神。 

回到我们的主题---为什么要跟随圣灵带领聚会？ 

第一个圣灵把聚会带进去，圣灵的水流让每一个羊都得到喂养。在敬拜、在祷告、在安

静、在读经中只要在水流里都满有丰富的恩膏，都可以从敬拜、从祷告、从话语里得着丰富

地喂养。 

第二个成全神的旨意，使神按祂的旨意来牧养这个社区、或者这个城市。 

第三个要跟随圣灵带领聚会，一个必要性是异象的实现。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谈到 JMI 的

异象。 

今天早晨我起来等会的时候，主也告诉我要传递 JMI 的异象。礼拜三晚上，在台湾网校

的祷告会，主也这样告诉我要传递 JMI 的异象。领受这个异象的就是周牧师---JMI 的大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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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常听周牧师讲：多年前，他有一个早晨起来的时候，听到有极大的声音，我想那声

音好像从天上传来的众水之声，告诉他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

满洋海一般。”这句话是写在《哈巴谷书》第二章14节。所以，我现在就请你打开圣经《哈

巴谷书》二章14节。好，我们一起来朗读《哈巴谷书》二章14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再来朗读一次，“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

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好，再来复诵一次，“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

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你知道内在生活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认识基督。哈利路亚！认识祂的荣耀，

所以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内在生活的信息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是那样的自然，因为是出于圣灵所作的，是神的旨意。在这末世藉着内在生活，预备耶稣基

督再回来。 

所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是内在生活的信息，要充满遍地，而内在生活的信息在 JMI 

是藉着在各地的课室、各地的小组传递。也就是说，神的心意要在遍地兴起小组，如同水充

满洋海一般，这是圣灵亲自的的作为。 

但我们领受这个异象，我们顺服这个异象，圣灵自己会作工。因此，我实在看到在这个

时代，神在各地兴起小组。所以我们所去的那个城市高雄的城市，她现在就有好多个小家，

就是在家中的小组。从周一到周五或者周六，他们都可以到这个家，或到那一个家聚会，在

每一个地区都有小家。我看到了这个现象，实在大大地赞美神跟敬畏神！这是出于神的旨意，

也是出于祂的旨意会向着这个旨意的实现的方向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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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也是看到神这几个月来，在我们所走过的脚踪，祂在各地要兴起内在生活的小组。

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同工说：“我们只要按照神的旨意，主叫我们出去，我们就出去，我看我

们多跑几趟，多出去，主耶稣多吩咐我们出去几趟，这里那里会多出一个小组来。” 

因为在内在生活这本书，周牧师也写到小组是神在末后这个时代的策略，也祂的心意，

也是祂给 JMI 的异现。而只有透过圣灵带领的聚会，圣灵会作我们意想不到的。但祂自己会

带聚会，祂会把聚会带的实现祂的异象，祂会带聚会进入祂的旨意中。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跟随圣灵带领聚会，而放下传统的观念，放下传统

的作法。那么，我刚才说我们要学习跟随圣灵带领聚会，要放下传统观念，放下传统的作法，

说的明白一点，放下人的操纵，放下人的安排。（待续） 

第二部分 00:30-01:00 

（接上文）除非这个小组还不够成熟，小组的带领人也还不够成熟，那么，我们真是要

再给他有时间。我们尽量在小组中减少人的操作、人的安排、人的带领。因为，圣灵的作为

常常在人的安排里被限制住了，没有机会显出来。固然那样的聚会也不错，但是，主有更高

的意念、有更高的异象要引导我们前去。我在这里稍微停下来，思想一下。 

我前阵子有跟一个小组长谈话，她非常宝贵，非常渴慕也追求多年，常跟我联络。我估

量她是有能力，有足够的生命可以带领一个跟随圣灵的聚会，我心里估量她要勇敢的尝试。

当我了解她的小组的运作的时候，原来她是自己一个人跟随圣灵，后来，大家渐渐地成长，

为了要让那些比较长进的弟兄姐妹有服事的机会，她就用安排的、轮流的。我一听，我心里

想：哦，你好像在开倒车了，你过去不是这样子，是一个对主很衷心的人，现在这是什么意

思呢？我慢慢想，我们对主衷心里面会有一个试探---就是不要讨人的喜悦。就像保罗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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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太书》一章10节所讲的，“我岂是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讨人的喜悦呢？”（参加1:10）我

跟她一讲，她马上就痛哭，后来哭的很伤心悔改、认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很清楚，主是把这个小组托付给你的，你要勇敢的承担起

来。凡事来问这个聚会的主人，就是圣灵，祂凡事就教导你。没有祂的带领可千万不要按照

自己的意思就安排轮流，那真是没有给圣灵有空间，没有给圣灵有余地。我实在要告诉大家，

这些人的安排、轮流、人的作为都把圣灵的作为限制住。这位姐妹非常的宝贵，当她经过了

一番省查以后，她知道她应该怎么做了。我非常感谢主。 

我们对神的忠心里包括要像大卫那样凡事求问耶和华，要以神的话为准则。不管人怎么

说，不管同工怎么说，我单单在意的就是“主啊，祢怎么说？”然后明白了，知道了主的意

思，领受主话语的恩膏，就要顺服这恩膏。只讨神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悦，在自己的呼召和

托付上要站稳了。 

在我自己的以琳小组，十几年来只有一个小组，可是我感谢主耶稣，我没有敢违背祂的

托付。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主，从我们这个小组出去的传道人、带领人、甚至现在跟我们一

起聚会的，他们有好些的人是在自己的教会带小组，或者带他的同事聚会。所以，我们要忠

心顺服主，主会作，祂知道怎样带领这些有追求的人，祂自己牧养他们，祂也会自己给他们

开门，给他们有机会，甚至他们都有被邀请到各地的教会去传讲内在生活的信息。我真以他

们为荣。 

我好想觉得讲到这要稍停一下，我们就静默，如果主有要作什么，就让主有空间来作。 

现在我想请你打开这本《内在生活小组聚会手册》的第9页。 

小组聚会的特点：第一个（我来念第9页这里。） 



2019JMI 秋季班 圣灵带领的聚会  赖牧师 

Page 8 of 16 

 

·内在生活小组有许多优点。它与一般教会小组不同，主要差异在下列几方面： 

1、 没有固定流程和形式 

这样的小组聚会，不是人在主导，乃是圣灵亲自来带领和掌管，没有人为的安排和

流程。整个聚会让给圣灵来带领、来主导，主权完全交给圣灵。聚会随着圣灵的感动而

进行，与会者在聚会中学习随着圣灵的运行而有所活动，如读经、祷告、赞美、见证分

享等等，或什么都不作，只是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不要怕“冷场”，因为人安静在神

面前的时候，神往往就在人里面作工。 

所以这本手册主要引导大家学习的就是，一个没有固定流程和形式的聚会，是跟随圣灵

带领的聚会。我刚才讲过，你设计一个流程，设计一个形式，或者设计一个同工轮流等等，

你就把圣灵的作为在这里面限制住了。 

因为这是在小组里，如果在教会里因为还有教会的权柄，那你是另外一回事。 

下面我们就谈如何跟随圣灵带领聚会呢？第一点就是要对恩膏敏锐。第二点要顺服恩膏，

因为是恩膏在带领聚会。 

刚才讲过了，内在生活小组聚会要放下人的作为跟操作。所以没有人的指导，是圣灵亲

自引导。（刚才那段话） 

圣灵怎么引导？透过祂的恩膏，透过一个顺服的器皿---这个带领人。所以带领人顺服恩

膏，这个恩膏自己会带领聚会，进入神所要的方向，进入神的旨意。让恩膏带领聚会，顺服

恩膏。 

我举一个例子。我到一个别的城市去，因为我跟那里的弟兄姐妹都不熟悉，因此心里满

有陌生感。我去的原因是只需要去跟他们认识而已，打破彼此的陌生感。我一进去聚会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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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平时在我们小组，在教会习惯了神的同在。我记得，我一走进去，

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冷漠，好像有很多的墙。但是我是奉主的名来跟他们聚会，他们也非常地

宝贵相约来聚会。我就按照我心里所能够讲的，讲一些我为什么要来到这里，话都讲完了之

后，没有话讲了，我就问：我们可以来谈一谈学习内在生活的见证，好像有一点在找话，因

为心里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觉得我要来跟大家认识，所以，我们好象好朋友认识一样

地，要有一些寒喧、打招呼，谈一谈我们的见证。还是没有人出来，后来有两个同工他们出

来分享，当一个同工分享的非常的热烈，很棒，在内在生活里头每天得着非常大的喜乐。可

是我里面的圣灵在赞美了，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为难，因为跟他们彼此不熟，我不知道他们

是不是可以接受我这个角色，因为我们就像保罗说的，不是人给我们安立，乃是圣灵自己差

我来到这里的。但是我里面一直在赞美，我没有办法立即的顺服，我还继续在那里等候，因

为我们的同工分享的很精彩，但是里面继续在赞美，最后我终于决定我要顺服主，就站起来

走出去站在他的旁边告诉大家说：“我们来领受一个极大的赞美的恩膏好不好？”我就把在

我心里唱了一段时间的《荣耀归于真神》的副歌，大家唱出来，司琴马上弹起来。一个欢乐

的灵马上临到，圣灵的恩膏很快就膏下来。圣灵自己带聚会就是这样。我这个人只是顺服恩

膏，恩膏自己会带，到后来他们统统到前面来围成一圈很热烈的敬拜赞美，一首接着一首，

恩膏一直地浇灌下来，有一些跟我同去的代祷同工，他们非常非常地感动。 

哈利路亚！圣灵的恩膏在打破那些冷漠的墙，把聚会带到最高峰，圣灵最会带领聚会了。

哈利路亚！说真的，所有的人都满心欢喜快乐，在讲台四周围成一圈，手拉手，神在作融合

的工作。哈利路亚！神点燃了那种追求的热情，这是一个人是作不来的。藉着在小组里，神

心意喜悦我们在小组里面追求。这一群人是非常宝贵，非常棒的，他们对恩膏非常的敏锐。

他们很热烈地祷告，彼此手拉手。后来，他们跟我要求“你能不能再上来？我们也想要去你

那里？”那热情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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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聚会要顺服恩膏，是恩膏在带领那个聚会。我们就是作一个“小驴驹”给主耶稣骑。

当祂走进来，整个聚会都不一样了，神就有出路了。 

现在我非常感谢主，在那个城市里有了一个小组，他们每个周末快乐的一起听课、一起

分享、一起交通、一起做见证。而有一些让我挂心的姐妹，我也是释放了，因为在那个城市

里面有一个小组了，他们会与她一同承担。我想，这只是神祝福那个城市的一个开端。 

这个例子让我更清楚的经历到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跟随圣灵带领聚会呢？对恩膏敏锐，顺

服恩膏。只讨神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悦，神自己会成就祂旨意中的事情，让众人都欢欢乐乐

的，让这个城市从此有了一个小组，这还只是一个开头，叫神的心喜悦。 

谈到如何能对恩膏敏锐？周牧师在他的课里面有教导，怎样能对圣灵敏锐？就是要顺服

恩膏的教训，要顺服恩膏的引导，每一次的顺服，每一次的敏锐度就增加。说真的，像我刚

才讲的，我面对一群陌生的人，我心里也没有把握他们是不是会很接纳我呢？因为我们在 

JMI 的服事是没有人的按立也没有人的差遣，只有圣灵的差遣，自己勇敢地前去了。 

但是圣灵这样地训练我们，我们里面的顺服，每一次的顺服，每一次的敏锐度就增加。

当我们一次一次的顺服，大家会看见神的作为，他们会知道你是谁，都不用人来给你按立，

也不需要有人为你作什么见证，圣灵自己为你作见证。 

所以如何跟随圣灵带领的聚会呢？如何能够对恩膏敏锐呢？顺服。每一次的顺服，每一

次敏锐度增加；每一次的顺服，每一次得到一个新的恩膏。那恩膏是真的，是不会离开的。

一次一次的顺服，就在我们的生命中累计一次一次的恩膏。 

接下来的问题，那么去哪里学习顺服恩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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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组聚会里带领人只有一个，我们到小组要顺服带领人；在教会里面顺服教会的权柄；

每天等候神顺服恩膏、跟随恩膏。但是我们等候神有时候，有一定的时间啊，我们大部分的

时间在生活里、在职场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去哪里学习顺服这个恩膏呢？就是在

生活中学习。 

在生活中学习。我先来带大家读两段圣经的经文，来告诉我们这恩膏是每日与我们同住

同行的。请打开《希伯来书》八章10-11节：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

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

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这恩膏在生活中教我们认识神，这恩膏在我们里面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翻到《约翰

一书》二章27节说：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

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当我们接受耶稣又接受圣灵充满，（待续） 

第三部分 01:00-结束 

（当我们接受耶稣又接受圣灵充满，）来到 JMI 周牧师常带我们圣灵充满，我们自己从 

JMI 的教导，周牧师的生命，从圣经的话语，《以弗所书》教我们说“乃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慢慢地学会跟随圣灵读圣经、跟随圣灵敬拜、跟随圣灵祷告。我们每一天在自己家里就

可以被圣灵充满，在读经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等候的时候、在上网校的时候。因此那

恩膏在你我每一位同学的里面是真的。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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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恩膏从一早起来就引导我们，所以，去哪里学习顺服恩膏？在生活中学习，每日一早

起来就顺服恩膏而行。每天一早起来，就往里面去仰望主，摸摸主的心意，告诉祂：“谢谢

祢在我里面，谢谢祢今天祢住在我里面，我要学习与你同行，顺随祢的引导从早到晚。”那

你就要常常留给圣灵有空间，常常往里面去仰望主，摸摸主的心意，你就要学习常常求问主。 

周牧师有教我们一个人如何在生活中学习顺服圣灵呢？如何在生活中跟随恩膏跟随圣灵

呢？他有教我们起初从平安、或者不平安来作起。 

主啊，今天我要让基督的平安一整天在我的心里作主。因此，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或

者你要作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往里面去仰望主，得到平安或者不平安的信号这是初步的作

法。所以《歌罗西书》教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主。（参3:15） 

因此我们可以一早起来，“主谢谢祢就在我里面，与我同住，主耶稣这一天我要学习顺

服恩膏而行。主这一天我要学习过一个合神心意的日子，主这一天我要常常来仰望祢、求问

祢，好让基督的平安这一整天从早到晚都在我心里作主。主凡事祢在我心里放下不平安的意

念，主啊，我都接受祢的禁止而不去行，我只跟随你平安的意念，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 

所以，要有跟随圣灵带领的聚会，就必须先有跟随圣灵的生活。我自从周牧师跟随圣灵

的课讲到第二堂课的时候，让我感受到那种带弟兄姐妹操练在生活中跟随圣灵是多么的重要。

培养他们对圣灵的敏锐，以便以后培养许多能够带领内在生活小组神宝贵贵重的器皿。所以

我就开始在小组就是听完周牧师第二堂课的信息之后，我就把我心里一个很沉重的负担跟大

家分享，然后得到他们的回应。然后开始要求训练他们，提醒他们在生活中学习跟随圣灵，

然后回到小组来分享。我们这样作到上个礼拜一，第三次的操作练分享。弟兄姐妹非常的认

真，也因为有这样的操练，再回到小组来分享，我看到他们对学习态度的认真，我很感动。

他们向着神的热忱，温度也提升了，我真的非常的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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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要这样子不断地把弟兄姐妹带往神要我们去的方向；不断地来提升他们向着神的

热情；不断的发现能够落实这个信仰在生活中；不断地去发现这个信仰宝贵，带给他越来越

大祝福。 

因为我很渴望为主耶稣培养许多能够带领内在生活，带领跟随圣灵小组聚会的宝贵的器

皿。所以我就先从我的小组自己开始作起，他们的认真跟他们的成长，我非常的感动。所以，

我们现在已经在带领小组的，我们自己要紧紧地跟随，同时我们也要带领组员我们的弟兄姐

妹，知道怎么样在生活中紧紧地跟随。 

我听到了许多很感人的生活的见证跟故事。哈利路亚！比如说，有一个姐妹，她中秋节

收到一盒礼盒，她就按手在这个礼盒上，她想“主啊，这个礼盒要送给谁呢？”因为家里已

经有了。主给她一个名字，她就把这个礼盒送给那一位姐妹。那位姐妹收到礼盒的时候非常

非常地感动，她跟我们在同一个小组。后来她也分享，收到礼物的就是她，她讲的时候，她

非常感动，她哭了，她很需要这个祝福，他向主耶稣求一个中秋节的祝福，所以她收到这个

礼物，她知道主答应她这个祷告，给她祝福。哈利路亚！她们两个，送的人很快乐，得到祝

福；接受的人领受到祷告的回应，感受到主的爱，也是很感动。 

有一位师母传道，过去跟她的牧师在一个乡下偏僻地方牧会，他们夫妻两个都同样的领

受要去买奶粉送给一个家庭。他们都觉得奇怪，这个家庭一向都是支持他们的，可是主叫他

们买奶粉这很普通的食物送给这个家庭，而且夫妻两个都被同一个灵所感，后来他们祷告以

后确定这实在是出于主，他们在当时用了不小的一笔钱，去买了几大袋的奶粉，两个人就悄

悄地送到这个家庭，也没有告诉他们是谁留下来的。这个收到的家庭就到处去问，都没有人

说是她送的。后来问到了她，她就只好说了。那个家庭痛哭流涕，才说其实他们家里本来都

够用的，他们家婴孩还在喝奶粉，他们都有留下足够用的钱，就是那个月先生家里有急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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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需要寄一笔钱回家去，就把孩子买奶粉的钱也寄回家了。所以孩子没有奶粉，对孩子是

很不方便的。我想他们一定忍受孩子的哭声与争执。他们收到了这几袋奶粉，他们非常地惊

喜，告诉她说：“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当这位师母现在在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她好几次

哽咽讲不出来。在生活中学习跟随圣灵，让我们更认识圣灵，更认识祂的作为，祂所作所为

都是安慰、造就、劝勉、都是荣神益人。我们这个操练在生活中学习跟随圣灵的操练，然后

回到小组的分享，我们还会继续下去。哈利路亚！ 

所以，怎样培养能够跟随圣灵带领内在生活小组的人？从生活中跟随圣灵，大家来学习，

回到小组来分享，就更加的互相激励。看见神的荣光，充满整个小组聚会。 

最后不可少的是要培养每天等候神的生活，这是最基本的功夫，让我们学习跟随圣灵。

先在内室里培养等候神的生活，慢慢地走出了内室，还是内室，慢慢的学习整天都与神连结，

慢慢地可以进入在生活中来摸着神的心意，好或不好，平安或不平安，可或不可，就这样慢

慢的在生活中学习跟随神，每一次的顺服就带给你更加敏锐的灵觉。 

我今天，原来预备了下面是要讲小组带领人的条件，就是这本小组手册从17页到22页，

但是看来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原来我接到周牧师要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心里就估量了一下，今年秋季班我的课，

如果能够做到培养根基，我就很高兴与安慰；如果能够做到实实在在把信仰落实在生活中；

把跟随圣灵的知识落实在生活中跟随；并且能够培养天天等候神的生活。我真的就满心感谢

赞美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根基上继续来谈。 

我稍微停下来仰望主，我们是要继续谈小组带领人的条件呢？虽然只剩下5分钟的时间，

或者主让我们作什么？在这里稍微停下来，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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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让我们今天就讲到在生活中跟随圣灵。盼望大家好好的操练学习，也盼望在各地的小

组、课室这样一起学习、一起分享。 

下面我们来唱《灵里生活》这首先诗歌很能够表达小组生活的乐趣。我们先唱第一段的

歌词: 

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葬且同复活， 

如今一同升到天上，活着不再是我， 

主住里面占领一切，看主所看，说主所说， 

求主所求，作主所作，祂 是 我 主。 

在一个内在生活的小组里面，我们刚才讲过，是恩膏在带领，是恩膏在运行，一切都是

里面的恩膏所作的。哈利路亚！而要放下人的作为，因此我们人的意念是必须要放下的。所

以这里说“活着不再是我，主住里面占领一切。”要被圣灵管理、引导，祂是主，祂是真正

小组的带领人。 

好，我们来唱第一段。 

唱诗《灵里生活》 

哈利路亚！主求祢大大的恩膏我们每一位线上的同学，他们都是祢从各地震动来的珍宝，

祢把他们带到 JMI 来一边学习一边装备、一边差遣使用，使他们在这末世都能够带领人来跟

随主，主啊，祢使他们每一位都能够越来越能够跟随圣灵，在生活中紧紧地跟随。哈利路亚！

领受恩膏，天天被圣灵所充满。哈利路亚！赞美主，因此，愿祢那充满万有的大能也充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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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每一位亲爱的同学。谢谢主。（方言祷告）哈利路亚！主啊，大大的恩膏每一位，让他们

每天一早起来这膏就引导他们从早到晚，谢谢主。 

今晚的课到这里，相信圣灵祝福你、引导你，去遵行的时候大有喜乐。神祝福大家有甜

甜的睡眠。赞美主!哈利路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