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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晨 2019 年 10 月 5 日 圣灵带领的聚会 1 赖牧师 

第一部分 00:00-00:30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是早安，那里正是黄昏的时候。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今天要来

一起谈‘如何跟随圣灵带领聚会’，这是周牧师给我的题目，我想我们就跟随圣灵一步一步的

引导。 

昨天晚上其实主让我讲到在生活中跟随圣灵、跟等候神的重要，就是培养根基。也就是说，

我上完昨天晚上的那个课，觉得这个课应该是做热身运动的，预备大家的心的，还没有正式的

进入讲如何跟随圣灵带领聚会，但是能够让我们看到跟随圣灵的重要而起来跟着周牧师九月的

教导——跟随圣灵。我们来遵行，来学习，来从我们当中兴起许许多多祂所喜悦的跟随圣灵

的器皿。 

就让我想到说亲爱的线上的各位同学们，你们都是神从万国震动来的珍宝。来网校不只是

上课，受装备，更是要被栽培，预备有一天神会使用你、差遣你，成为祂合用的器皿。因此我

对这个课就不怀抱任何的期望，没有任何的进度，我就跟着主，看祂让我们讲到哪里，明白祂

的心意，我们就跟着学习。我们现在在进入课程之前呢，我们先来与主耶稣联结，唱一首短歌

《祂是一切最亲》。这是我们的大家长周牧师常带我们唱的，如果你有诗歌本可以拿着诗歌本，

我想短歌就不需要大费周章用 PowerPoint。《祂是一切最亲》我们先来念一下第一段的歌词：

衪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人生平常所需，人生终久所赖；第二段：缺乏之时豫备 ，无

倚之时扶持，所有美时最美，无论何时信实 ；第三段：无穷喜乐原因，年日展开不改，祂是

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我们把我们的爱献给我们所最爱的主！往里面去与祂深深地联结。 

唱诗：《祂是一切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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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亚！主啊，谢谢祢把圣灵赐给我们，日日遮盖我们，四围环绕我们。主啊，谢谢祢

赐下圣经成为我们一生的倚靠，使我们都行走有光。主，谢谢祢赐下无穷的喜乐，使我们无论

在任何的光景往里面去，都可以找到那无穷喜乐的泉源。主耶稣啊，哈利路亚！求祢将祢那满

有荣光的喜乐，都厚厚的膏在我们的中间！耶稣，谢谢祢，赞美祢。清早起来，无论何时，我

们想到主就在我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住，这一天预备好我们的心要来与主同行，我

心何等快乐，要高声欢唱：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竞然爱我。（唱

诗《我真欢乐，因耶稣爱我》）。 

哈利路亚！最快乐的神就在我们的里面，预备我们一整天要来学习与祂同行，这世界上还

有什么比这个更快乐、更充满盼望的事情呢！喜乐乃是良药，无论你在任何光景，哈利路亚，

想到衪，触摸进入那喜乐的泉源，衪是我们生命中的良药。我们先安静片刻，往里面去与主深

深地联结同住，谢谢主。 

好奇妙哦，主要我跟大家分享 JMI 在礼拜三我们台湾有个网校的祷告会，是我带的，主

也要我分享 JMI 的异象，我没有想到这个异象一分享出来，很得到大家灵里头的回应，进入

热烈的祷告和回应。所以这个 JMI 的异象我听过周牧师讲过好几次，那是在可能是 JMI 的早

期，他有一天早晨醒来听到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好像是从天上来的，很大声的跟他说“那认识

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参哈 2:14））重复了几次，好像

衪的声音就进入了他的灵里，又借传述进入了我的灵里。 

我非常的清楚，我领受跟周牧师相同的《哈巴谷书》2 章 14 节这个异象，后来我更清楚

了：一个异象要通过不断的宣达、宣告传达，成为这个团体 JMI 大家灵里头共同领受的异象，

那么这个异象就成为一个活泼的生命，在引导整个团队往前进。所以现在请大家打开圣经《哈

巴谷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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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请

刘红你打开你的麦克，带我们再朗读一次，“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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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洋海一般。”阿们！我们再请 Monica，请你也打开麦克风，再带我们朗读，“认识耶和华荣

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阿们！我们一起宣告这句话：“认识耶和华荣

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句话它的意思:认识神，内在生活所追求的

就是更认识耶稣基督，更经历祂的荣耀。意思就是：内在生活的信息要传遍全地，这个内在生

活的信息以及整个内在生活，是藉着小组在各地一起追求；另外一个层面这句话的意义就是：

内在生活的小组要如雨后春笋充满遍地，在各地的内在生活的小组，要充满认识耶稣基督及衪

的荣耀，因为这些都跟随圣灵运行而聚会。所以我感谢主，当周牧师他每一次宣告这话，我的

灵里就有回应，我们相信当我们在圣灵里宣告这话，那我们每一个都会有回应，就成为 JMI

整个身体的异象，哈利路亚！ 

所以这个异象跟我今天要讲的‘如何带领聚会’是有关系的，我首先要谈的是：为什么要

跟随圣灵带领聚会呢？跟随圣灵带领聚会，跟一般的传统教会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好，首先跟

随圣灵带领的聚会呢，它没有程序、没有流程的。因为这些程序流程是人所设立的，这正好可

以限制圣灵的作为，所以一个没有流程、没有程序，完全让圣灵做主掌权，让圣灵的来带领的

聚会，祂可以随己意分施恩膏，随己意分施恩赐，祂可以随己意来牧养祂的羊，叫每一只羊都

得到牧养，叫每一只羊都得到造就，叫他们都能在主的灵里头得到直接的牧养。说真的，没有

哪一个牧师能够这么有效率的牧养衪群羊的问题，来的人都带着问题，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一

样。只有我们的好牧人，祂知道怎样藉着圣灵主运行，来触摸每一只羊，来牧养他们，按着他

们所需要的给予：需要爱的衪就用爱牧养他们；缺乏信心呢，衪就用信心牧养他们；心灵在低

谷里头的，衪知道怎样扶持他，再把他的心激起来。而这个带领的人很轻松，他只要做一件事

情就可以了：好好的等候神，让自己藏在神的同在里头，在聚会中完全的跟随圣灵，让圣灵随

己意运行，随祂的旨意来牧养衪自己的羊。 

我们要记得这里的每一只羊都是主的，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被召来与衪同工而已。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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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羊的问题是非常的大，那真是超出一个人所能够做的，因此我们在聚会下就是要紧紧的跟

随圣灵，而放下任何人的作为、放下流程、放下设计、放下轮流，因为只有圣灵知道怎样把人

带进去圣灵的水流。而所谓圣灵的水流呢？我打个比喻：就好像海洋有洋流，洋流带来丰富的

养分，洋流里边可以蕴含丰富的海洋生物，哈利路亚！所以进入洋流那里就是丰盛、丰富。同

样的圣灵知道怎样带领祂的羊进入丰富的生命，叫他目前所有的问题，渐渐的在一次一次衪自

己的牧羊里头，得到他所需要的营养。好，所以我们需要跟随圣灵，因为圣灵祂最会带领聚会

了，祂带的比任何人都好，说真的我是越来越欣赏祂。 

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我教会来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真是听起来就让人伤脑筋，因为在这

个家庭里头有一个走偏差的孩子，他的父母已经是走投无路了。有一天这个父亲第一次来到教

会，当他们来的时候，我其实那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不在台南，因为我儿子回来跟我们相聚，

我们在台中相聚。当那时候我发现他们夫妻一起来了，其实我对这个家庭的问题是从我们的一

个姐妹听说也不甚了了。但是那一天，主让我们讲的信息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用《诗篇》六十

五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祂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真是只有主

知道人的需要是什么！这话就进入他们的心里头了，他们明白了神同在大概的意义之后，这正

是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所需要的。 

就在那一天聚会以后，这对父母决志信耶稣，我还不敢相信，这个爸爸我想，这个妈妈来

过几次。我们信息之后，有一段简短的诗歌《以马内利》来带领大家等候的时候，哈利路亚！

这个母亲举手说：“那个时间她就已经邀请耶稣进来了。”那这下子我们都要好好的跟他解释福

音的真理，我请这个爸爸稍等。因为他第一次没有，没有想到这个爸自己举手说要跟他的太太

一起信耶稣。说真的主的灵，我的小心，都是属于神的作为。这后来呢他的爸爸和我们在厨房

谈他的儿子，原来他那个爸爸是要来警告教会，不要相信他儿子的话，他的儿子是一个混蛋。

那之后电话里头跟我谈很长很长，我就才知道这个父母真的已经走头无路了。所以那一天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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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诗篇》46 篇第 1 节：“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

助，”就进入他的心里，这样的事情只有神能作！因此我们要跟随圣灵聚会，使羊都得牧养。

我们常常，他们刚来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底。但是要相信神知道，我们要相信“神的意念，高过

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参 《赛》55 章第 9 节）我们要承认我是不行，

我是不能的。哈利路亚！ 

因此在跟随圣灵带领聚会时，需要我们作一件事情，承认：“主啊！我是无有、无能的、

我不能作什么！”因此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来等候主，跟随主，虽然祂需要我们付出学习操

练的代价。可是，祂真是物超所值，让你终身受益，而且我们越学习越跟随，越习练的心窍通

达，我们就越轻省了，哈利路亚！ 

有一天这个父亲就在聚会中抓住《圣经》的话。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

主耶稣知道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爸爸要如何牧养他？我真的是不知道的，哈利路亚！

后来，我从他非常敞开的分享，知道他就抓住了主日信息里面的话语，以后他读《圣经》，这

些话语教导他，他心被改变了。有一次他抓着一句话，《马太福音》耶稣说：“ 你们要爱你们

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  。”（参太 5:44）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入了他的心。他在调整

他对他儿子控告的态度，哈利路亚！所以自从他来以后，我经讲的不多，讲很多的故事，原来

这个刚到教会来的爸爸，他需要从这些故事里面去学习，去改变他自己。 

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跟我谈了很久。之后在电话里跟我说：“嗯，牧师，我今天晚上呢要

跟我儿子吃饭。”我一听我心里就很开心了，“那你有没有什么要给我写的呢？”我往里面去深

呼吸一下：哦，有，《约翰福音》21 章：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祂三

次给彼得托付，问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牧羊我的小羊。彼得，你爱我吗？你牧羊我的羊 ，”

这样三次给彼得托付。当耶稣被逮捕之后，彼得跟着众人来到大祭司雅该法雅的院子里头拷火。

他的口音被大祭司的仆人听出来了，他就煽动说：“你就是祂的跟从者，”他三次否认主。当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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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前，与祂同在的门徒，只有一个人“约翰”，这彼得不知道哪里去了，

也许回去打魚了。哈利路亚！ 但是耶稣复活，在向问徒显现，彼得也在其中的时候，祂并没

有责备他，也没有责问他：你到那里去了？上十字架时候你在那里？祂一点没有责备，一点没

有责问！祂真正就是照着《哥林多前书》爱的篇： “不记算人的恶 ，”把祂的羊托付给他牧

养，这是爱、接纳和信心！一点没有责问，一点没有责备！ 

我就把这一段话给这位，我为他祷告。隔天主日，我就问：“哎，那你昨天晚上跟你儿子

吃饭吃的怎么样啊？”他满脸笑容，他说：“很好，很快乐，但是我的儿子还想要陪我。”可

是到了礼拜二我们一群人陪他初信造就的时候，他真的是满脸喜乐，他又跟大家说：“或许又

有一天我儿子会再回到教会来，那是他自己愿意回来的，那我先保留一点，我要看他是不是真

的，因为我的改变，他也被改变了，”他保留一点。 我告诉你哦！ 这个家庭听到了人头皮都

发麻，那真是只有主耶稣能作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在主让我们进入谈论如何学习跟随圣灵，那需要付代价的，好，

之前先让大家明白付这个代价值不值得，绝对是物超所值。 我简单的讲来，就是要在生活中

跟随圣灵， 以及要天天等候神， 我们才能够向己死，才能够放下。哈利路亚！ 我们跟主的

关系够了，够敏锐了，那你一定不会再想要作什么安排。哈利路亚！ 你会发现，祂真是至宝，

而全新的信任祂，跟随祂，你会看到自己所作的真是微不足道！ 要这样你愿意这样去学习，

去放下自己，来经历祂、认识祂，你会认识祂实在太伟大、太美丽、太可爱了，你会倾心爱祂，

跟随祂，而不想自己作什么了。 因为看到自己的微不足道，没有什么可说的。 

哈利路亚！ 我们有一个同工跟我说：啊！ 主耶稣作的太棒了！ 他们第一天来呢，就进

入这个信息，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话语的喂养，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想他们也承认自己教育

孩子有失败的地方，需要被改变，他们就接受耶稣，以后让耶稣跟《圣经》的话自己来带他们

就好了，我们多轻松啊！ 他跟我说：“啊！ 你们都没有经过破冰，没有经过玩游戏，省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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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间。”如果这一对父母已经走投无路了，他们去到一个教会，还要进入幸福小组，还要作

这些，玩许多的游戏的话，他们恐怕也会感到这不是他们所需要的。 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清

楚，我们教会要跟随圣灵。 

聚会要跟随圣灵的第一个好处：祂会带聚会进入圣灵的水流，无论敬拜，也有丰富的恩膏，

神的同在，（待续） 

第二部分 00:30-1:00 

即使是两三个人也是如此丰富的供应，因为祂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

盛。”(参约 10:10 下)所以只要放手让祂带，那在敬拜中祂有丰富的喂养；在安静中祂也有丰

富的恩膏喂养；在等候、祷告中祂也能丰富的喂养。哈利路亚！ 

第二个：为什么要跟从圣灵带领聚会？圣灵带领的聚会，带领聚会进入神的旨意，成全神

的旨意，这是周牧师在跟随圣灵讲过的。圣灵永远照着神的旨意带领我们，并且带我们进入神

的旨意，神的旨意，使神能够按祂的旨意牧养这个小组，甚至你会更认识到这位伟大的神，祂

能够按祂的旨意使用这个小组来牧养这个城市，这个地区。又大又难的事情，就是要实现 JML

的异象，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遍地，如同海水充满洋海一般。 （参哈 2:14）因此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要竭力的来跟随。人的设计，人的安排，只会限止圣灵，让祂无法施展。

我讲到这里稍停一下，我想停下来让大家默想。哈利路亚！ 

安静时间 

愿圣灵亲自跟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成全祂自己的旨意，在你的课室，在你的小组，在你

的身上。 

接下来我们进入主题：如何跟随圣灵带领聚会呢？首先，我们要相信这个圣灵带领的聚会

不是人带的，是谁带的?那个恩膏在带的。所以，第一个：要对恩膏敏锐；再来，要顺服恩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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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个恩膏在你的心里运行的时候，你要有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那样的心志：“我岂

是讨人的喜悦吗？我还是讨神的喜悦呢？”（参加 1:10）当那个恩膏，比如说：一首诗歌在你

心里运行的时候，或是一段经文在你心里很清楚地运行的时候，就是你要顺服恩膏，只讨神的

喜悦，不讨人的喜悦的时候。这个有许多的讲究，等我们进入用《内在生活》这本书来谈的时

候，可以谈得比较细一点。 

今天我要抓住整个信息，跟随恩膏带领聚会，要对恩膏敏锐。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渴望

对恩膏敏锐，下面的问题就是：那我如何能够对恩膏敏锐呢?周牧师在他的三堂课讲的很清楚，

就是顺服圣灵！也就是顺服恩膏！每一次的顺服，每一次的敏锐度就增加，越顺服对圣灵越敏

锐。所以，有谁他对圣灵很敏锐，你要知道，他就是非常顺服，顺服越多越敏锐。阿门！我们

不能只看外表，要看里面的，你就知道他走过了十字架的道路，他走过了一些破碎的道路，他

靠着主一个一个的顺服过来了，我也要这样的跟随，哈利路亚！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乐意来顺服恩膏。甚至当下次你遇到一个让你顺服的情景，也许是主让

你放下，让你破碎的情景的时候，我想你心里会很高兴：噢，这是神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顺

服，来增加我对恩膏的敏锐度，你就不会再愁眉苦脸了！这个是主来祝福我，要带我更进入有

丰盛生命的时候，这是主给我要发属灵的财富的时候了，哈利路亚！你还心里迫不及待的：给

我更多的十字架的道路，主啊！给我更多的功课来学习，好让我更发属灵的财富，更有机会来

得到恩膏。你如果迫不及待的跟主耶稣要，凡祈求的就必得着，（参太 7:8 上）我想主也会迫

不及待的给你。感谢主，哈利路亚！ 

下一个问题，其实你不用跟主要，去哪里学习顺服恩膏呢？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学习，你不

用跟主要，每一天的日子摆在你面前，从早到晚就是一个圣灵学校的训练场所，六是我们的功

课了，阿门。在生活中学习！ 

当你在网校周牧师常带领我们领受圣灵充满，所以你都不用：怀疑我的恩膏够吗？我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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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读一段经文，祂会给你信心：绝对够用。请打开《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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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约一 2:27）你要相信，在你里

面的恩膏是真的！如果你说我感觉不到，那是你的感觉。你在网校，在这个聚会里你领受了很

多的恩膏，我们常跟着他领受圣灵充满，这恩膏是真的，不要被感觉欺骗了！哈利路亚！你这

样相信，往里面去，你可以摸到同在，不在感觉里，里面的信心里！ 

所以我们何等有福啊，我们可以每天一早起来很快乐：哦！主耶稣早安，祢就住在我的心

里。主啊，我这一天要来顺服祢的恩膏而行；这一天，我要来学习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于

是，你要仰望主！主啊，我这一天该做什么？你就常常这样仰望，学习常常求问主。哈利路亚！ 

这二十几年来，我就在这个恩膏的引导之下，每天早晨起来，我往里面仰望，祂就是呼唤

我、吸引我来等候祂，所以顺着这个恩膏而行，一切都是很轻松不在律法之下。哈利路亚！我

要去买菜了，主啊！今天我们吃什么？一路走一路求问，祂这恩膏引导你，让你做什么事情都

很有效率，更重要是让你经历神同在的惊喜，我不需要去买一些我不需要的东西。有一天我跟

我先生要走向一家清洲小菜店，我们要去吃清州小菜。这一阵子走过一个蛋糕店，我一向非常

喜欢闻糕饼店的香气，我就跟我先生说：“哦，我去买，这一家烘培的蛋糕非常好吃，我们去

买一些带回家。”我先生就泼我一盆冷水说：“我不吃。”我想我自己一个人吃，我说:“我也买

一块小小的，”我先生就跟我说：“等一下吃过饭我们绕过去，”但是我心里急着我想要过马路，

可是那个时候车辆很多，也是一个圣灵的禁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圣灵就在心里告诉我“你

岂真的要那个蛋糕不可吗？”因为我要小心谨慎，不要吃太多的甜食，会胖的很快，所以祂就

提醒我说:“你可以回家吃水果啊！你不是在控制体重吗？你还真的要吃那个蛋糕吗？”祂就

有办法让我自己打消意念了，我就对我先生说:“唉！那蛋糕我们不买了，”就这样在生活中去

跟随祂。阿门！这样的日子非常的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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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学习与圣灵同住，与圣灵同行，所以我先生有时候他养成一个习惯，当有时候我有

一些莫名其妙的念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去祷告。”我祷告一求问主，祂给我泼一盆冷水，

让我明白我们的神非常尊重我们的丈夫，祂的确设立他做家庭里头的头，在婚姻里他是做头！

主也让我不太改规矩，好好的敬重他，我们的婚姻在祂服侍里就是这样蒙神保守的。 

圣灵所做的，祂所做的，都是来成全“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参罗 12:2 下）

所以跟随圣灵，在生活中跟随是好处多多，是充满乐趣，我们得到一个让基督的平安一整天都

在心里作主的福分。《歌罗西书》岂不是说吗？“要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作主，”（参西 3:15 上）

这样一个完全的平安，从早到晚的平安，这祝福就是在生活中跟随主，常常来求问祂，并顺服

那恩膏而行。跟着周牧师九月的课，我每一个信息都听很多次，即使我认识他已经有二十年了，

我每次听他的信息都是新鲜的，我都在那里面听到我顺服的，我需要增强、我需要学习的。这

一次我就特别留意到在生活中跟随圣灵，以及如何增加那恩膏的敏锐度一一是顺服。去哪里找

到顺服呢？不需要去跟主要十字架，乃是每一天从早到晚过一个在恩膏中与主同行，常常求问，

凡事让基督的平安作主。 

所以周牧师有讲到，最起初要开始学习是什么呢？一一平安或者不平安，要往里面去，去

摸到感觉那个平安不平安。也就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你要给圣灵留有一个空间，往里面去仰

望祂，求问祂，去摸摸祂的感受，对这件事情的感受一一有平安吗？我们就这样去学、去走。

如果没有平安，要接受祂的禁止，“顺服”从这里来开始。你天天这样学习，真的你练的心窍

通达，还要多读圣经。他又教导在学习跟随圣灵还要多读圣经，才能够分辨是非对错好歹，慢

慢的圣经的话会出来了。如果你开始学习，就从平安或者不平安开始。 

当我们在小组里头，我随着周牧师的课听课，我意识到这个在生活中跟随圣灵太重要了，

我不能够次次只是这样学习，我一定要来好好带领我小组里面有一些跟着我已经有一段时间的

人，他们走了、他们有的一直在原地打转，我不能让他们这样浪费生命了。那我就开始，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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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开始第一次的操练，之后我有用一番心思，对一些人私底下的造就，我的造就呢，是非常火

辣的。所以我感谢主，我就收到一个姐妹，她其实是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同工，她来告诉我：

如果有人给她特会的消息，她就作衡量自己时间可以，这个特会也不错是她需要的，她问我说:

“这样合乎跟随圣灵吗？”我一看，我心里想:“哎，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来，这下子机会来

了。”我本来可以用一段录音就回答她，但是我就特意要跟她约，我们在电头谈一谈，我准备

要给她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很快的就回应过来了，我非常的感谢主，帮她纠正了一个不自

觉的习惯：就是如果当有人邀请你来做什么，那你觉得这个事情，我很做得来啊，而且还是我

的专长，而他做不来，那我可以帮助他。她就会迫不及待的，顾念对方的需要，就答应接受了

这个工作，但她每次都做的很好。她真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同工，一个非常宝贵的姐妹，可是她

们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她工作，她搞得的很忙，好像她就一直在作着这样的事情里头。

她问题是忙到是不是主要她作的，很多事情她都不知道是不是主要她做的。那我非常的感谢主，

她终于自己说出了她作事情的方式来了。 

我在她的谈话中，就找到了第一个下手处，我就告诉她说:“你不要回答得太快。”这也是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一不要一下子就答应，不要一下子就冲出去，你这样没有给圣灵有空

间，你要给圣灵有空间，你要给圣灵有余地，所以你要留一个空间自己往里面去摸摸，仰望主，

摸摸主的意念如何。她就问我：那我怎么办？我说：那我就献身说法，我也跟大家扶阻着，我

不会一下子就做一个决定，或者就做一个承诺，以后发誓只要我作的，我要再来修改，那就麻

烦多多，这个苦头我早期也吃了很多。所以我就趁早学习，我跟人家说:“让我想一想，让我

想一想看，再让我想一想，”让我想想看的时候，我其实是去祷告，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其实

去祷告！隔天早晨起来等候的时候，主会告诉我这事情好不好，这事情可不可以。没有主的话，

我绝对不会走在主的前头就做一个决定，我只会跟人家说：“让我想想看。” 

然后我就老实不客气的问她：“你这是讨人的喜悦？还是讨神的喜悦呢？”这句话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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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辣的打到她的心里，但是让她同时有一个悔改，她懂得缓下来慢下来仰望主、求问主，她懂

得分辨这是己悦呢？我岂是讨神的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她懂得放下自己的习惯性，讨神的

喜悦。这对我们在生活中跟随神的路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缓一缓，慢一点，让我想想看，

讲完去祷告，去触摸心里的感觉。一些小事可以按着平安或不平安，比较有长时间的事情，就

不要这么随便，要有主衪说可不可，像大卫那样的求问主。《诗篇》119 篇，大卫的话岂不是

说：“神啊，祢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参诗 119：105）吗？灯光要放在脚的前

面呢，神的话要走在你脚的前面，在你脚没有走之前，要让神的话在前面。太急了，走在神话

的前面，哪有人走路，脚走在前面，灯光走在后面，那还是在黑暗里，摸来摸去呀！我也是经

过早期很多惨痛的失败，学会说话，都决定慢一点、慢一点，不要顺着自己喜欢的去做！ 

主也给我经历很惨痛的管教，让我有切心切身之痛，以至于我再也不做浪费生命的事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跟随圣灵，有这么丰富的意义，带我们进入丰盛的生命，

也叫“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参罗 12：2），可以临到我的生活！哈利路亚。我

们就愿意付代价，来跟随、来学习；我们就愿意付代价，来学功课，哈利路亚！有时候那惨痛

的代价，是让我们打从心里，给我们一个意志性的决定，我再也不要这样浪费生命了。 

我早期也是非常喜欢传福音，我教会有一个同工，来自台湾学校的得胜者，服侍青少年，

他们课后有笔记，他需要有人帮他分担改作业。这个我很有兴趣，我就跟他要了几份作业，我

也很想参与：我没有办法去学校，跟你一样的教课，那么我来分担你批改作业的事情，也廖尽

心意。结果我改了几次作业，有一次我还跟人家要了 9 本，有一次的 9 本作业就不知道怎么

丢了，糟了，哈利路亚！我怎么帮我的同工改作业簿，改到这 9 本作业簿丢了，实在是很丢脸

的事情。而且，按照得胜者的规定，如果我们改作业簿丢了，就准备一份礼物跟这个学生赔不

是送给他，还要写一封道歉的信跟他道歉。所以这下子我要准备 9 份礼物，还要写 9 封道歉

的信。哈，我也想不通，这 9 本作业簿怎么会丢的呢？但是我先收拾善后，还跟我同工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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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那 9 本作业簿，就一直都没有找到，到现在我实在不知道他是怎么丢的？但是事情过后，

有一天主很清晰的话临到告诉我说：“那 9 本作业簿是我把它藏起来了，因为你并没有问我，

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你就自己去做了，所以我给你这个教训。” 

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走在神话语的前头，我们所做的事情事后要花更不知道加几倍

的时间心力来收拾，这一次主真的让我学乖啦。所以慢一点，慢一点，要留给圣灵有空间来仰

望祂，不要随便做一个决定，不要随便做一个承诺，不要走在神的前头，让神的话做你“脚前

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要走在你脚踪的前头，“要让基督的平安，一整天停在我们心里做主。”

（参西 3:15）停在这里，稍停片刻，圣灵也许祂有话跟你说。 

我因为跟着周牧师的信息，一遍又一遍的听，我越来越感受到，在生活中跟随圣灵的重要，

也因为我要预备，接下来如何带领一个跟随圣灵的聚会，我越来越意识到，如果我没有呼唤大

家很认真的在生活中来跟随圣灵，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入跟随圣灵带领的聚会的。因为要有跟随

圣灵带领的聚会，必须先有跟随圣灵的生活；要有服恩膏的聚会，必须先有顺服恩膏的生活。 

所以大概在周牧师讲到第二堂，我心里的负担已经忍不住了，我要先来训练我这些小组里

面的，必须先跟我一段时间，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在原地踏步的，我开始知道他们必然有什么结，

我需要去帮助他们突破的，不能再这样浪费时日。我就开始在小组里跟大家讲，我要来做这件

事情：好，我们也要来学习，在生活中跟随圣灵，每一个人都要来参与，然后回到小组来分享。

到这个礼拜一，是我们第三次的操练跟第三次的分享，我非常感谢，他们真的很认真。凡事要

有一个开始，现在不开始更待何时？JMI 网校已经有三年了，那不是真的没有话说，感谢那根

基要扎好，那根基就是要每天等候神，养成天天等候神的习惯；那根基就是要在生活中顺服恩

膏、跟随恩膏，这就是跟基。 

所以我很感谢昨天下课有一个很宝贵的同工，他给我一个回应，这个根基就是只要每天等

候神，跟在生活中从早到晚跟随圣灵。这根基如果没有打好，就来谈带等候神的小组，带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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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就带到自己跟带到形式里面去，而没有带到圣灵里去。所以我开始我也鼓励在家里有带小组

的，这样跟上这个圣灵的引导，让弟兄姐妹踏踏实实、扎扎实实的，在生活中从早到晚学习跟

随神圣灵。（待续） 

第三部分 1:00-结束 

然后当他们回来小组分享的时候，那是很棒的。他们的生命会互相激励，以生命影响生命。

我看到他们学习的热枕，一次比一次的高，对神的热情也越来，这不是我们巴不得的吗？主的

羊要对主充满了爱情，充满了热情的回应，在生活中去经历祂、跟随祂、去认识祂，他们就会

越来越爱主。主会带他们进入丰富之地，他们所分享的呢，我回来都很仔细的听，一个一个听，

记下他们分享的重点，以及记下我需要给他们有回应、有提醒的。哈利路亚！ 

圣灵渴望在我们中间培养一群人，每一个都在内，所以我们小组虽然人不少，分享的时候

一个也不会漏掉，一群顺服恩膏而行的人。祂渴望在这里培养一群在生活中与神同行，是自然

而然，会给你预备禾场，装备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 

因此，我们到 JMl 来我们是学习，也是来受神的装备，学会跟随祂。最后要提醒的：要

培养等候神的生活习惯，每天等候神的生活习惯！从现在开始，现在是开始的时候，凡事都有

个开始。我们有一句鼓励人的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听

我讲到这里，你有预备好要来天天等候神？在生活中从无来学习跟随圣灵吗？如果你有将心里

预备的，我也请你举起手来，回应一下让我明白。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

赞美主耶稣！ 

我告诉你，要让主耶稣把羊带来我们牧养的一个原则，祂的条件就是我们预备好了，神自

己会带人来，所以这是我们预备的时候。在我自己的教会也是一样的，现在来我们教会的，都

是我们没有传福音，他自己来的。因为他需要这样的一个环境，来了就被神吸引，被神的话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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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就会生在这里。慢慢周牧师给我讲过一句话，他在周一同工训练讲过一句话，“如果人预

备好了、教会预备好了、小组预备好了，神会把人带来。”所以这是预备我们自己的时候，主

正在呼召收割庄稼的工人，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祂是日日与我们同在同行的，等我们预备

好，祂会把人带来。哈利路亚！ 

因此，现在让我们来祷告，回应就行，哈利路亚！我们就同声，然后有感动的你可以打开

麦克风继续的祷告。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主赞美你！主赞美你！为了不打扰大家，

我先把我的麦克风关静音，免得我的祷告打扰到大家，那你有感动的，你一打开麦克风，或者

你举手刘红会帮助你。 

哦，感谢主！好激动，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我赞美祢，我赞美祢，谢谢你将 JMI

这样的内在生活的异像，我也愿意传承领受这个异像，这个异像在起初祢就感动孩子，一直在

寻找那神圣的爱，在寻找主祢自己。主啊，谢谢祢这二十多年来，装备带领孩子来到这里，更

让我们看到，主啊，唯有在生活中来跟随圣灵，祢才能真正的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我

在陕西我在这里来等候祢，主啊，我关于小组带领的资格，这七条刚才我把它抄下来。主啊，

我还没有完全的符合，这样的成熟度的生命，顺服、性格各方面都需要主祢更多的炼净，更多

的祝福。主啊，求祢祝福我们陕西，也祝福兴起能够带领内在生活的小组长，我也愿祢成全美

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求祢也预备好孩子，孩子愿意回应祢的呼召。庄稼都成熟

了，求祢差派我们这些人来收割祢的庄稼。看到那么多饥渴慕义的祢的羊，祢的孩子却不知道

如何的来成为来祝福他们。主啊，各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主啊，苦苦的寻找，主啊，确

是这样的简单：祢活着，活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教导内在生活，跟随圣灵的方法并祢的话语，

在圣经当中与圣灵连接，就是这样的简单。这样的信息需要更多的传讲，更多的教导。孩子祈

求祢赐给孩子更加顺服、更加认真、更加追求的心，渴慕爱祢！亲爱的主啊，我感谢祢赞美祢，

求祢也预备孩子的生命并环境，成熟的时候求祢也把人带来，服待祢的心意，活在祢的心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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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亲爱的主谢谢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还有谁有祷告？ 

天父！我们真是满心感谢祢的恩典，谢谢祢！跟祢连结是何等的重要，跟圣灵的连结是何

等的重要，跟圣经连结是何等的重要。谢谢祢把这样的恩膏的教训，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

知道，主啊，祢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跟着祢的教训而行，来过世上

的生活，主啊，让我们所行、所言的，主啊都能够受祢的教训，受祢的管制！主啊，谢谢祢，

主啊真的是祢宝贵我们的生命，好像祢宝贵祢自己眼中的瞳仁。主啊，求祢继续带领我们前面

的道路，让我们所行的、所言的，主啊，都能够分别为圣！主啊，都能够荣耀祢自己的名！主

啊，当祢自己的名被高举的时候，主啊，祢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祢！主啊，都是因祢国度的缘

故，主啊，因祢而喜悦我们的缘故。主啊，祢要转化这个时代，主啊，祢让我们从悖逆的心、

从黑暗的当中，进入祢光明的国度。主啊，求祢真是继续带领我们过内在生活！主啊，真的是

在生活上，主啊继续见证见证祢的荣耀，活出祢的荣耀来，谢谢祢祢活着，主啊，我们也要活

着！谢谢祢！祢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阿们！ 

跟随圣灵的内在生活小组是恩膏在运行，是顺服恩膏，恩膏在里面，都是里面、里面。因

此，现在我想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它说明了一个内在生活的小组，就是在

灵里面的生活：《灵里生活》，我们唱一段就好了。我们来念第一段的歌词：‘十字架上与主同

死同葬同复活，’这句话就说我们要放下自己，放下人的作为，而让复活的主籍着恩膏在小组

里头运行。‘如今一同升到天上，活着不再是我，’那恩膏就能够把聚会带到如同一个在天上的

聚会那样，进入神的同在，按着神的旨意来释放，而成全祂在这一群人中间，祂的心意与祂国

度的异象。好，下面，我们就开始唱第一段就好。 

唱诗《灵里生活》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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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求祢大大地恩膏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是祢的珍宝，求主的恩膏充满他

们。主啊，让这恩膏从今天开始，按着他们心里在祢面前所做的决定，引导他们，从早到晚，

让基督的平安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做主，在我们的生活，一举一动，每一个决定，每一个

转折之间都缓慢一点，留有空间给圣灵。求主耶稣，你必不吝啬向大家显现，主啊，祢必慷慷

慨慨地经常向每一个这样寻求祢，跟随祢的弟兄姐妹显现，叫每一个都心满意足，欢欢乐乐，

预备好我们自己，时间到了，求主祢亲自把人带来。愿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如同海洋充

满海水，遍满全地！（参哈 2：14）特别祝福在美东的聚会，祝福在美西跟美南的小组，主，

你要在美加地区兴起许多的小组，如同你要在亚洲地区所兴起的一样，甚至更多、更加倍！也

祝福即将来到的美东的聚会，主啊，或作或行，或走路，或散步，或吃或喝，主，都充满祢荣

耀的同在！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