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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班  2019 年 10 月 5 日  如何跟随圣灵带领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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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跟随圣灵带领聚会”的最后一

堂课了。先稍微提一提上一堂课的重点：我们谈到 JMI 的异象,《哈巴谷书》二

章 14 节，你还记得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洋

海。”（参哈 2:14）这个异象就是:一个意义就是内在生活的信息，要全地遍传；

第二个意义，内在生活的小组要如雨后春笋充满遍地,来传递内在生活。而为了

实现这个异象呢，内在生活的小组需要跟随圣灵来带领。那这个代领人的根基

就很重要啦，要天天等候神、常读圣经，并且要在生活中跟随圣灵。 

上个礼拜我们很强调，要在生活中跟随圣灵,不知道你开始了没有？你是不

是已经开始这样学习这个很有趣的功课？在生活中跟随圣灵呢？你已经开始学

习的请你举手，你让我看一看。感谢主!我自己也是，我跟着小组，这样开始跟

随圣灵以后，我发现了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了，日子也过得越来越轻省了，

而且圣灵带领我是照着圣经：‘一日的难处一日当，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

（参太 6:34）。过去呢我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如果我要做饭了，我干脆就多做

一点，这样呢，我冰箱里头放满了食物，我可以一阵子不用做饭，因为基本上

呢，我不是一个很喜欢作家事的人。可是现在呢，去市场发觉就不一样了，圣

灵引导我买菜只买今天的，祂会在心里放一句话告诉我说：这样今天的分量够

了。然后接下来就一句圣经的话，“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明天自有明天的难

处。”（参：太六章 34 节）然后让我想起来，摩西率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每

一天只拾取一天的分量的吗哪，祂就给我喊“今天到这里为止”。我发觉呢，

我这样的买菜、做饭我都非常的轻松，而且是新鲜的食物。 

跟随圣灵的日子非常的有趣，大家继续学习就会对圣灵越来越敏锐。为你

们已经开始，给大家一个鼓励，爱的掌声！赞美主耶稣！求主继续引导这个功

课的学习。 

今天我们要谈到进入主题。上个礼拜讲：预备根基，天天等候神，在生活

中跟随圣灵。今天我们要讲，那怎么开始一个内在生活小组呢？你预备好了没

有呢？但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会用这本手册来引导，这真的是内在生活小组

的手册，操作手册，把每一个细节写得非常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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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进入这个手册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短歌，来亲近主与主连结。打

开诗歌本第 42 首，《祂是一切最亲》——这是周牧师常常带我们唱的、我们

很熟悉的诗歌，我想大家跟着周牧师唱的很熟了，不需要 PPT 了。 

唱诗《祂是一切最亲》。 

我们来祷告：感谢主耶稣！祂是宇宙至宝、全世界的门，与我们同住，成

为我们每天生活中最亲密的良朋密友、最亲密的老师、最佳的指导教练。我们

来感谢祂！赞美祂！ 

为了不打扰你的祷告，我先把把麦克风暂时关掉。主，谢谢祢！天上宇宙

的至宝，竟然与我们同居，把生命中万金买不到的平安、喜乐、健康、天上的

赐福带给我们。主啊！我为此向祢献上感谢与赞美!谢谢祢每天与我们同住、同

行，是我们无穷喜乐的原因，成为我们生命中一口香喷喷的活水泉。主，谢谢

祢！赞美祢！我们也要将爱归给祢，将我们的心献给祢，谢谢祢！赞美主！这

样的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们！ 

现在我们拿起手册，就像一本汽车手册，祂告诉你，你引擎坏了，可能是

什么毛病，从哪里去检查；冷气坏了，你从哪里去检查，找到毛病。这本操作

手册写得清清楚楚，今天提纲挈领，来大家走一趟，那下了课之后，还巴望你

亲自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在神的同在中，自己根据这些重点，再走一趟，我相

信神会很清楚给你更多的话语。 

所以，现在我问你，你预备好要开始一个内在生活小组了没有？你预备好

了没有？现在你觉得还没有预备好的请举手！让我看看，感谢主！我们要为你

知道自己还没有预备好来感谢赞美主耶稣，因为现在，就是预备的时刻；现在

就是预备的时刻。那么怎么预备呢？你要天天等候神，天天在生活中来跟随主，

而且用心读圣经，这就是根基的预备。很好，现在就开始预备好，那你如果你

觉得你已经预备好的呢，我要恭喜你！也为你感谢赞美主耶稣，就请你跟你的

小组长谈谈，请他为你要开始带这个小组祷告，请他也跟你一起求主耶稣把渴

慕的人带来，那么，人来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了。那你仍然要回到原来的小组，

也就是说你一边学习带自己新的小组，你一边还是要回来原来你的母小组，那

是你的遮盖，而你的小组长也是你的遮盖。这一条路需要有属灵同伴，也需要

有属灵的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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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怎么知道你预备好了没有呢？“我怎么知道我预备好了没有？”这

本手册可写得很清楚。 

现在请翻到手册 17 页到 19 页，那 17 页第 3 章，标题就写得很清楚：小

组聚会带领人的条件。讲的又具体又清楚。 

第一个是什么呢？神的呼召人的回应。就是要有神的呼召，也就是要有神

的话，告诉你说“孩子你可以开始带一个小组了。”我们作的一切事情都要从

祷告，求主的话，作一切事情都从耶稣基督的话开始，祂说的话算数，因为祂

用祂的话语安定在天，祂也用祂的话语安定这个小组的事工。所以每一个事工

的开始都要从祷告，有耶稣的话，祂是首先的，祂是Ω祂是我们一切事工的开

始。 

我讲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记下重点，哈利路亚！所以，怎么开始一个小

组？你要有神的呼召，要有神的话。那 17-19 页你好好的读下来，我相信主会

跟你说话的。 

我们翻过来到 28 页在第 2 段讲到：教会小组化是这个时代的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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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讲课，我真的相信神会从网校我们同学们中间兴起许多跟随圣灵

的小组长。因为我们网校也开始了三年了，看到各地许多很认真学习，认真跟

随的弟兄姐妹。他们成长的很快，因此这本手册也在这个时候就预备好了要来

陪伴大家。 

那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说小组聚会是神赐给教会在末世战胜仇敌的智慧呢？

其实真正的要深入的解决一个人的问题是在小组里，而不是在特会里。大概两

年前周牧师来台湾办特会之后，有许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就跟着我们回家了，

也有人就跟着我回台南住了几天，我就每一天陪他们聚会。我发现了在这样人

不多四五个人五六个人的小组里头，问题可以谈得非常的深入，而能够得到一

个很彻底的解决。这个现象让我确信这一句话：小组是在末世战胜仇敌神所赐

下的智慧。我在我自己的小组也是看到许多人的问题，在教会里头没有被处理

好的，但是他们来小组聚会中，透过一个圣灵自由运行的聚会，圣灵亲自牧养

他，亲自释放他，亲自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小组是在这末世神赐给基督徒的一

个策略、智慧，我们要珍惜。因此我深信主要从我们中间兴起许多合神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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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跟随圣灵来带领小组的。而这本手册的出版，它大概在一年前就预备好了，

我感谢主，正好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个每一个细节带大家很清楚的走一趟。 

下面第二个：一个小组带领人需要有什么条件呢？要有内在生活的异象。

那么内在生活的异象是什么呢？最后，18 页最后一行写的很清楚，就是耶稣基

督活在我们里面。因此这个小组的带领人他必须要有很清楚的“基督在我里面

活着”的异象，也就是说他要跟主有非常清楚的连结，并且是一个受圣灵管治、

被圣灵管理的人。哈利路亚！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他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 

下面看 19 页的第 2 段，我们来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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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基督是他所爱的，除基督以外没

有别的跟随。这一点非常重要。请你用横线画好几个星，表示它非常重要。还

要相信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因此无论是他遇到了问题，组员遇到了问题，

都自己来到神面前求问、祷告、等候；小组组员遇到了问题也是这样的，祷告、

等候主来回答，主在聚会中来作工。也就是说他不是把人带来寻求恩赐或者知

识，他相信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有的问题来祷告、等候、读圣经都能够

从主得着满足的喂养和释放。这样他有了这个条件，他就能把人带到基督面前，

而不是把人带到别处，比如说带去追求恩赐，带去跟随某一个有名牧师的特会，

或者是带去跟随许多世上的知识。这叫作内在生活的异象。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因此我们读第 2 段后面的这几行：小组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祂自己，能

以把人引到耶稣跟前，而不是把人带到耶稣以外去追求恩赐和知识，这一点非

常重要。如果把人带去追求恩赐和知识，那就偏离中心了，这中心就是耶稣基

督。耶稣基督是等候神小组等候的中心、对象。 

我相信你有周牧师《安静等候神》这本书，可以打开这本书第五章一开始，

就讲到等候神这指的个人祷告神这三个大前题。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

等候的对象；第二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等候神中一切思想的中心；第三个，我

们等候神是需要被改变，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因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等候神的

中心，不要偏离。在等候神小组或者内在生活小组，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等候跟

追求的中心。所以 JMI 的异象就是要追求更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要追求“认识

耶稣基督那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样。”（参哈巴谷书 2：

14 节）所以我们不是追求恩赐，也不是追求知识——这一点要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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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我们台湾大概有一二十个人（正确数目我忘记了），跟着我带去参

加达拉斯第一届的特会，回来周牧师就嘱咐我们：“要开始带等候神小组。”

于是我们祷告以后，真的有了主的话，我们就从北到南这样开始了。有一个在

北部我很好的朋友，她有一天就告诉我说：“淑芳牧师你能不能够抽个时间，

到台北来看看我的小组，我好像感觉到有一些不对劲。”我问她：“那你觉得

怎么不对劲？”她说：“我怎么觉得好像越来越忙，越来越累，而没有像周牧

师讲的，等候神，进入安息呢？请你来看看吧。”我就去了，凭着我灵里的知

觉，我跟他们谈话带他们，圣灵会给我开启关于这个小组的毛病、问题、你在

哪里。果然是，原来这跟带领人有关。因为这个带领人把人带去追求恩赐、能

力。哈利路亚！因为她很喜欢参加各种特会，所以她也带着小组的人去参加这

样那样的特会，特别是一些有很多追求恩赐与能力的特会。所以呢，他们在聚

会中就有许多的掺杂恩赐跟能力的追求，这样，最后她把这一群人都带去事工

去了，他们就比先前更忙碌，不但没有归回安息，还越加的忙碌，这就偏离了

中心——耶稣基督。他们没有进到安息里而是被引到恩赐与事工去了。这个方

向就错误了。 

因此，周牧师的那本《安静等候神》你要再好好的读。等候神是把人带进

入安息，在安息中有神的同在，神的智慧、能力、神的恩典、恩惠都在那里面；

在安息中，耶稣基督所具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安息里面。（参歌罗

西书 2：9 节）因此你真的只要爱耶稣、单单要耶稣，认定基督是一切问题的

答案，而别无所爱慕，连恩赐也不爱慕。我告诉你，奇妙的事：你生命到了，

跟主的关系到了，主给你有事工要去作，祂自然而然把恩赐、把能力都给你，

不需要你追求。你只要爱耶稣追求生命。 

有一段时间我常常一个人呢，有主叫我去香港，我就去香港。带我走到哪

里我聚会到哪里。因为我深信，周牧师告诉我的一句话，‘聚会只要有主耶稣

就可以了’。所以我有了他的话，祂与我同行，我就一个人提了皮箱，就去了。

我走到哪里，神作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祂让我去服侍香港的教会，祂自己

就把恩赐能力给你。 

好，所以这是生命到了，你奉主的差遣去，主自然而然给你，他（恩赐能

力）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单单要主耶稣，要祂的同在，进入祂的安息。

这样你越等候越轻松，平安越深，安息越深，这就对了。祂差你去服侍，所需

要的一切恩赐能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积蓄着（参歌罗



2019JMI 秋季班  圣灵带领的聚会    赖牧师 

Page 6 of 16 

 

西书 2：9 节）那时候祂亲自释放给你。我们就是一个导管而已，因为那施恩

施能力的主，与我们同在。 

所以，切记！不要把人引到恩赐的追求，能力、知识和服侍（里），时间

到了，在追求的过程，祂自然会给我们。因为圣灵保惠师是我们最好的教师。 

周牧师他跟我们讲那么多课，他所有的一切圣经的知识，圣经的智慧都是

圣灵开启他的。我感谢主，那一次我的朋友（我去台北一次）我知道果然是真

的走偏了，问题出在她自己——带领人，带领大家去追求恩赐。那我也感谢主，

主亲自来调整他们。因为主耶稣——圣灵，就是小组真正的好牧人，圣灵是小

组的真正的带领人。所以祂的小组偏了，我们只要完全的顺服神，行在祂的旨

意中，祂自己会透过这样一个忠心的仆人，自己把它当调正回来。我们单单作

主的同工，作祂合用的仆人，作祂合用的器皿。祂是小组真正的牧养人。 

下面 19 页，第三个标题“小组聚会带领人的具体资格”，这里讲的很清

楚。我们一个一个来念，也愿主跟你说话。 

好，那我要先给大家讲，我是很感谢，我这一次讲这个手册具体而清楚，

我非常感谢，这本手册是我带领以琳小组十几年的经验，在圣灵领导下写的，

可是我写的时候周牧师跟我说，‘你会给我过目吧。’我说‘哦，一定会而且

不止过目，我要请你好好的给它修改，很仔细的修改，拜托你千万不要只是过

目而已！’我感谢主，他（周牧师）果然是很认真的修改，虽然那个时候，他

的体力跟视力都不是很好，可是我知道他花很多时间修改它，他用他过去在

《中国时报》社主编的文笔把文字很细心的修改的很简洁、很清楚，很具体，

因此现在我带大家在使用这本手册，讲来呢，我也是铿锵有力，信心满满。这

就是属灵的长辈，属灵的遮盖带给我们一个心里的信心和确据。他遮盖我们服

侍我们。 

我们来读“小组聚会带领人的具体资格”：小组聚会是否能有成果，关键

完全在于带领的人。因此，带领人须具备下列条件: 

1、要有内在生活异象，或认同内在生活异象。——刚才讲过了，以免把

人带偏离中心耶稣基督。 

2、渴慕爱主，被圣灵充满。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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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灵命较为成熟，有心更多追求。——带领人要跟着组员一起追求，甚

至要比他们还更热心追求，这样才能够带领小组欢欢乐乐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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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00:30-1:00  

好，其实小组长就是一个小牧人，很多的传道人都是从小组长出来的，小

组是训练好牧人能够跟随圣灵服侍的传道、牧师的好地方，所以恭喜各位！ 

 6、谦卑顺服，愿意委身，乐意付出，效法基督。  

在小组，因为要服侍弟兄姐妹，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小组长需要用

心来服侍弟兄姐妹，因为人到小组，学习内在生活，很多半不是一次来就能够

感受得到，因此你要关心他，在需要地方陪伴他，让他一直来，因着你爱他，

因着他里面也可慕神，加上你爱他、关心他、陪伴他，他就愿意一次又一次来，

直到哪一次他经历到了，他尝到了主恩的滋味，那时候你就可以把他交给主了，

他自己会跑来。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这个以琳领小组开始的时候，我跟我先生一起，聚会前，我们

是开着车子去这里那里，接这些朋友来聚会，聚会完送他们回去。那这样的陪

伴跟关心，在他还没有亲尝的主恩的滋味之前呢，会鼓励他一次一次的来，终

于到了某一次，他被神摸着了，他知道了，他会像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原理，那

样的大喊“啊！原来，主恩的滋味这么美好！原来进入安息是多么的甜美！原

来神的同在是多么的甘甜呢！”我们为了要让他有机会来亲尝主恩的滋味，常

常我们要服侍他，陪伴他。 

所以我们要谦卑作仆人的心肠，特别是在一个小组开始的时候。但是，你

只要跟随圣灵带领聚会，你会越来越轻松的，到后来呢你就很轻松，你只要带

大家在神的同在中，轻轻松松的跟随圣灵，圣灵会自己服侍他们，叫他们心满

意足，他们就不再需要人的服侍——当人亲身经历到圣灵的服侍以后，他就会

放下渴望人的服侍，而来就近主追求主。 

7、不求人的称赞，只求行在神的旨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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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到这里，我觉得要稍停一下，或许留给圣灵有跟你说话的空间，触摸

你心的空间。下线以后再把 17 页到 19 页，安安静静的读一次，我相信圣灵会

跟你讲更多的话，祂会让你知道，亲自告诉你，你预备好了没有。现在我们安

静片刻。 

我讲的时候也是要跟随圣灵，所以我觉得该停下来，就停下来。给祂——

圣灵有空间，祂要亲自作工。刚才安静中主提醒我：我要讲，我带的一个姐妹

的故事。 

因为前面讲到，我们个人等候神，或者等会神小组的中心都是谁？耶稣基

督。不要偏离中心；偏离中心，就进不了安息，达不到我们的标杆。哈利路亚。

也避免把人带去追求恩赐。因为我们有了、得着了施恩的主，就是一切都有了。

有了耶稣基督、与祂的亲密关系进入祂的安息，祂要我们作什么，要什么，有

什么。所以是追求这位施恩的主、祂的同在，而不是追求恩赐。 

但是因为恩赐很容易吸引人，恩赐的亮光，很容易比生命更容易吸引人。

人很容易被恩赐的亮光吸引。因此，实在现在这个信仰环境，也看起来，恩赐

的追求更重于生命的追求。那我在这里真的是语重心长的，要告诉大家——生

命重于恩赐！生命到，恩赐能力都有，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我教会呢，去年来了一个非常爱主的家庭，他们在寻找一个等候神的教会，

就这样神把他们带到我们这个小教会来。他们找着了他们所需要的，在这里得

着‘内在生活’跟‘等候神’的牧养。所以他们整个家族都跟我们很奇妙的在

灵里合一。那我对每一个新来的家庭，我都要陪伴他们一段时间，让我们彼此

更加的认识。所以，大概在春季班，我邀请他们到我家来聚会，甚至之前我邀

请他们来我家等候神。哈利路亚。有一天，在我们家客厅等候神，那我就问这

个妹妹，问大家：“这段时间呢，你们有什么经历，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哥

哥跟嫂嫂呢谈的很好。这个这个妹妹呢，哎？她谈的眉飞色舞，她告诉我说

‘今天主耶稣来带我去哪一个花园玩，然后祂又带我到另外一个（哪一个）花

园去玩，然后祂又带我去哪里玩’，她讲的眉飞色舞，好像觉得她很有得着，

不像她的哥哥跟嫂嫂就是一个很深的平安跟连结。还有一点，觉得自己很有得

着。我一听啊，我就对她说：“那你在等候神的时候，是不是很忙啊？好像在

看彩色电视，这里玩那里玩。”她说：“是啊。”我又问她：“你又有没有被

某个灵恩的牧师按手祷告？”她说：“有。”通常这种情形。那我已经明白了，



2019JMI 秋季班  圣灵带领的聚会    赖牧师 

Page 9 of 16 

 

我跟她说：“那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你可能认为这是主给你的一个恩赐，你愿

不愿意把这个恩赐交给主耶稣？因为我们主要是主的同在，我不鼓励你进入恩

赐的追求里面。你愿不愿意把这个恩赐交出来？”她跟我说‘她愿意’，于是

我请她自己祷告，我也为她祷告。好！把这个恩赐交给主，“主单单要你的同

在，我单单的更加渴慕爱你。进入你同在更深的安息。主，我单单要你的同

在。”下个礼拜，他们又到我家来，我就问这个妹妹：“个礼拜等候神怎么样

啊？还看彩色电视吗？”她很开心说：“没有了！没有了！而且牧师，我进入

了，我才知道，真正的进入安息了。”接着她进步很快——路子对了，进步很

快；路子不对了，就往另一个方向叉出去了。赞美主！现在他们一家人有非常

美的服侍，带下很美的恩膏跟生命服侍，祝福我们的教会。 

所以生命重于恩赐，是追求主的同在。哈利路亚！不是追求恩赐。我们信

主、传福音，自己带领信主耶稣，从一开始信主就带来的圣灵充满进入等候神。

路子对了，我很感谢看到弟兄姐妹就在教会，进步很快。神与他们同在！哈利

路亚！ 

好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你预备好了，你读这本手册，这本手册也清

楚的告诉你，你可以开始了，有主的话了；你找你的小组长谈，请他给你祷告

祝福、作你的遮盖，你就可以开始内在生活小组。那怎么开始呢？怎么开始聚

会呢？现在翻到附录 1。在 37 页附录，这里有两个实例给你参考。这两个实例

只是给你参考。也许最重要是你要跟随圣灵问主你怎么开始。有时候圣灵往往

给你第三个答案，所以这两个实例只是给你参考。 

第一个实例是我们台南以琳小组的开始。那个时候我们有三四个人，开始

我们是用周牧师《内在生活》这本书来导读。37 页，文字写的很清楚，第一段：

小组带领人开始决定使用《安静等候神》一书带领大家，随着圣灵的感动轮流

导读。我们不是读的，用轮流导读。那是因为等候神小组，是恩膏引导的，所

以轮流导读到恩膏出来了，感动出来了，就跟着恩膏的带领，或敬拜、或祷告、

或读经。38 页，文字写得很清楚。请我们大家仔细的读，那我们现在一起读

38 页最后一段。他们经历到（就是我们这个小组起初开始的时候），他们经历

到《安静等候神》这本书里，每句话都带着很深的安静恩膏，把人的心带向深

处，与主的灵相连接；并且叫人把眼目转向耶稣，提醒自己的心要归向主；同

时书中许多话语都是出字圣经，能帮助大家在导读时与圣经连结也与主连结。

因此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样的开始是非常稳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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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教很多人用这种方式来开始等候神小组，这的确对初学者是非常稳

妥的一个开始。 

第 2 个实例是在林志彬牧师他们教会有一个牧者小组，他们开始的时候是

有五六个人的。39 页，读第 2 段：因为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牧师，所以有比较

美好的信德。大家都知道，安静等候神，是来朝见神、享受神的同在，也是学

习如何在聚会中跟随圣灵。开始的时候，他们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没有什

么特别的感觉，但就是相信主与他们同在，神的圣灵在他们当中，他们就这样

坚持走下去。尽管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圣灵彰显的事情。（跳到下一段）

他们并没有使用任何人的方法。乃是相信主与他们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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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你要问主：“怎么开始这个小组？”因为内在生活小组是要跟随

圣灵，一开始就跟随圣灵，一开始就要问主：“主啊，我怎么开始？这两个实

例，你要用哪一个吗？或者你给我第三个。”从一开始就来求问主、跟随主。 

现在我们回到 29 页。那么，怎么开始一个内在生活小组呢？回到 23 页。

23 页第一行，我们来念：以下只是一些建议，不是规条。乃是一些累积的经验，

供大家参考。以下是我带以琳小组十几年的经验。 

第一个，会前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神，至少三十分钟。这是我从周牧师得到

的经验。他这样教我，他这样作效果很好。我就跟着这样学习，果然效果非常

的好。所有我凡有聚会，包括教会的主日学聚会、周间聚会，会前的聚会，一

定要等候神，没有等候神至少三十分钟，我是不敢带聚会的。为什么呢？多等

候多有恩高；少等候，少有恩高；不等候就没有恩膏。 

我去带一个没有恩膏的聚会很枯燥乏味。所以我一定在聚会前等候神，让

这个聚会非常的丰富，让这个聚会很有恩膏来祝福每一个人。再来，主常常会

在会前等候中给你诗歌、给你经文、提醒你要注意的地方，这都很宝贵。 

像今天在聚会前，大概二十分钟，我里面就开始唱这首诗歌，《祂是一切

最亲》。我就很清楚这是我们祂要带我们来亲近祂的诗歌。所以会前等候神领

受的诗歌、经文，在聚会中跟随圣灵使用，这是非常棒的经验。我从周牧师手

中传承而来的，那十几年来很祝福我的大大小小各样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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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第二个，初学者、带领聚会者每次先从安静开始聚会。初学者从安静

等候神开始聚会，对于初学习的非常重要，因为你还不熟悉，就跟大家一起等

候、一起安静，直到那恩膏下来带领，或者恩膏的教训下来告诉你我们来作什

么。但是在开始呢，安静的时间你要常常提醒大家神的同在：比如说，你可以

宣告：“主啊！祢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噢，主耶稣，祢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或者宣告圣经的话：“耶和华啊，祢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

避难所。耶和华啊，祢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随时的帮助。”这样

宣告神的话，提醒大家神的同在。等候神聚会，从开始到结束都在神的同在里

进行，很好！ 

那你就这样一路跟随恩膏。翻过来 24 页第 3 点，一路跟随圣灵，祂带你

一段有诗歌就唱，如果有圣经的话就打开圣经，看主要怎么使用，或者用这一

段经文祷告，或者有一段。 

我开始带等候神小组没有多久，主常常给我经文，要我根据这段经文讲一

个内在生活的信息，这是祂训练我。祂训练小组长讲内在生活的信息。哈利路

亚！所以，一段一段的跟随圣灵，一段一段的跟随那个恩膏，因此这个小组的

带领人要一直定睛在耶稣身上。 

我下面 4、5、6 一直讲下去。要一直跟随主，一直仰望主，要不断的求问

主。比如说，好，你带诗歌敬拜，你觉得这个诗歌敬拜这个水流好像快要结束

的时候你就开始仰望主：“主啊，那接下要作什么呢？”求问主！也就是说这

个带领人，你一边要带小组，带大家敬拜或是跟大家分享话语，可是你心里要

一直仰望主，连结于主。 

如果你是第一次有听到这样的学习呢，我要恭喜你，我们可以操练一边跟

人说话，一边跟神说话；一边在带聚会，一边心里仰望耶稣。啊，我就是这样

的。我里面的动作你看不见。可是，这是内在生活的操练。所以，我们带领聚

会的人哪，你要留意看你小组组员的表情反应如何，来也是印证自己这样领受

对不对。一边呢你要求问主、仰望主。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内在功夫。 

这个主日是我们教会的等候神聚会的主日。那这个等候的恩膏很强，那我

们安静了一会儿，我觉得好像我领受我要起来作点什么，可是当我站起来走出

去，我看到我的弟兄姐妹他们陶醉在主的爱，他们很深的沉醉在主的安息里。

我判断我领受错误，我就收回自己坐下来。仰望主，在心里不断地求问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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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作什么吗？你要我作什么吗？主耶稣回答我：“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

神。我没有要你作什么。”所以在聚会中要不断地仰望耶稣，不断地求问耶稣。

我们足足安静了一个小时，很甜美的安息。所以，第 6 个，在主耶稣面前，要

不断地求问。然后第 7 个，有了主的话，就照着去行，勇敢坚定的顺服。即使，

周牧师常教我们，其实顺服错了也没有关系，主也看到我们里面有一颗顺服的

心。哈利路亚！ 

我觉得我要多讲一下我刚才讲的这个非常使我们有帮助的功课就是：一边

跟人说话，一边在里面跟神说话或者跟神连结。我觉得主要我多讲一点。好，

那我们带聚会在里面要紧紧的跟随耶稣，我才会知道主要我讲的重点在哪里。

我不能够一直哇啦哇啦一味的讲，那样就没有跟随圣灵带领聚会。我下面要跟

你讲的这个一边与人交谈，一边可以在心里与神交谈或者仰望神与神连结的。

我这个功课呢，是从台湾的荣教士学来的。我初信呢就非常的渴慕，主也非常

有恩典的，我一到教会就圣灵充满我，就第一天到教会就领受圣灵的洗，一下

子就把我带进等候神内在生活这一条路。但是我经过七年以后我才遇见周牧师，

在这七年间呢，我就是跟随圣灵，所以我明白跟随错了也没有关系。哈利路亚！

但是我就是紧紧的跟随圣灵，因为我没有牧师，没有别的人可跟。那时候我的

老师就是书本。盖恩夫人的书是我的老师，罗炳森师母《荣耀的光辉》是我的

老师，在台湾的荣教士她的书更是我的老师。我可能有一天我读了她的一本书

大概是《谁肯差遣我》吧，大概是这本书。(参《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

里面读到：荣教士呢她为渴慕神祷告，到一个地步，主把一个很深的渴慕赐给

她。噢！这个也是我要的，所以我读到我就开始为我要渴慕神来祷告。我继续

读下去更好的东西在后头：她渴慕神到一个地步，当她过马路的时候，她需要

很专心的注意交通状况，可是她不愿意在过马路的这段时间，因为专心注意交

通状况而没有与神连结，连这一点时间她也不愿意失去。所以她就学习在过马

路的时候也要一边留意交通状况，一边在心里与主耶稣连结，不断地告诉主耶

稣：主，我爱祢。那她也不愿意在跟人谈话的时候，因为太专心跟人谈话，而

失去了跟主耶稣的交通与连结。所以呢，圣灵就教她一边跟人谈话，一边跟神

在里面交通；一边跟人讲话，一边跟主在里面连结，一边不住的在里面“主耶

稣我爱祢”，这就是交通，这就是连结。我看啊，噢，这个太美妙了，这个我

要，我就开始操练。它果然，太好用了。 

第三部分 01:00-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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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呢，我教会常常会有新朋友来新信主的人来，那你知道呢一个初信的

人都带着很多问题，甚至是很大的问题，甚至那些问题是叫人听了发麻的，那

只有主能够能处理，我是不可能的。哈利路亚！所以呢我在跟他聊天谈话的时

候，我的心里就在祷告了：“主啊，求祢给我智慧，怎样来回答他。主，求祢

给我智慧怎样引导他。主，求祢给我智慧的话语怎样为这个谈话打开一个窗

口。”常常我在心里这样，我满脸喜笑在跟人聊天，我里面在跟主耶稣打电报，

很奇妙的，主耶稣启示性的话语就下来了。我常常一句话出去，就打开了僵局。

那个路就开了，问题很快的就显出来迎刃而解。所以这是很蒙福的。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到，愿你今天就开使这样的学习。所以直到现在，一

边带领聚会，一边里面在仰望主，在跟主耶稣交通，因此祂就能够让我提醒我

在什么地方我要等下。哈利路亚！这就是跟随圣灵带领聚会，在灵里紧紧的跟

随。阿们！ 

你听了我今天这样分享，你有兴趣就开始这样学习的请你举手。赞美主！

哈利路亚！ 

祂让我在教会的辅导变得很省力，在教会的牧养节省很多的时间。哈利路

亚！有段时间我跟我们城市里一个精神科医师合作。那个时候神还没有开门，

我还专心在教会的服事。他把他的病人介绍给我，他的病人有很多，有些是重

度忧郁症的，很严重的病人。那这个医生呢把病人带来介绍我们认识之后，他

就离开啦。接下来就是我要跟他面对面的谈话，那我就是这样笑嘻嘻的跟他聊

天。哈利路亚！聊一些有的没有的，我心里在打电报：“主啊，求祢启示我，

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谈话从哪里开始可以进入切口呢？”当然，这是在心

里无声之言。好！常常我这样笑嘻嘻的跟他谈话，圣灵启示性的话语下来啦，

我会把我的谈话转一个弯，带进去圣灵跟我开启的方向。常常，他一下子“哇”

就大哭出来啦，从这个地方谈话开始进入果效，这样的辅导很轻省。 

好，而今天呢，这一份内在生命呢我就用来带聚会。带任何聚会都这样，

你越学习就会越习练的心窍通达。所以，我们教会常有慕道友来，我们跟他谈

话，跟他传针对他的问题。我告诉你，有神同在那效果很快。信主时候我们要

牧养他，因为他们生命中有很大的问题，只有耶稣来牧养，只有主的智慧。我

这个小牧师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所依靠的就像《撒迦利亚书》的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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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方能成事。”（参亚 3:6 下）

感谢主！ 

上个礼拜我不知道在哪一个时段有谈到，我教会来了一个慕道家庭。那个

爸爸是第一次来教会，那他对圣经的话喜，那他们有一个儿子呢，那个问题是

真的叫听见的人都发麻，可是跟随圣灵来牧养他们。哈利路亚！他们夫妻两个

第一次来教会，聚会完就说他们要信耶稣。现在我开始带着同工给他们初信造

就，而他们这个让人头皮发麻的孩子问题，我告诉你，很快得峰回路转，我们

想都想不到。因为这个爸爸信耶稣以后，他读经听道，圣经的话他抓住了感动

他的心，改变这个爸爸，这个爸爸的改变，他对儿子的态度，改变他这个儿子，

整个家庭的氛围转变很快。我们真是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这个没有哪一个

牧师能作，只有主耶稣我们的好牧人祂能作这样子很诚实的事情。 

因此我们聚会要跟随圣灵。得到造就最大的就是这个小组长，这个带领人。

主耶稣塑造他有一个可以随时可以跟主连结，可以跟随圣灵，常常可以领受启

示性话语的服侍，他会很轻省并且他看见神荣耀的作为。 

讲到这里，一个小组长他要不断地追求，就能够带领这个小组不断地往前

去。 

所以我们翻到 30 页，来看“小组长的生命追求”，是在 30-36 页，看小

组长的生命追求，我讲一些重点。 

这个小组长他因为要带领小组，那他必须要自己能够被神好好地牧养，他

里面才会有力量和生命可以带领小组、牧养组员。所以这样小组长，一，培养

安静等候神和读经的生活，这是根基。 

第二个，要培养在圣灵里读圣经，这也是根基。  

好，小组长自己要能够在读经等候中释放自己的问题，得着主的话来牧养

小组。所以，他要学会在圣灵里读圣经，让自己得到饱足的喂养。 

翻过来，第四点，在日常生活中跟谁圣灵。这都是根基。哈利路亚！小组

长要不断地追求，哈利路亚！要不断地渴慕，自己每天要有良好的，服侍的传

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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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位亲爱的，我相信主要从我们中间兴起许多爱祂、跟随祂的小组

长，我们要，就像《马太福音》说的，把根基磐石上，风吹雨打，总不动摇。

一个小组成长的路会面临挑战，而这个挑战惟有来到主耶稣面前，因为耶稣是

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圣灵是小组真正的带领人。哈利路亚！小组长要在神的

话和圣灵的根基上站稳了，站稳了他就有能力带领这个小组越过每一个的挑战，

而来领这个小组跟主耶稣也道一段一段地往前成长，这个小组会成为一个供应

的泉源，也可以成为一下像一个母亲一样为主耶稣培育牧师传道小组长的一个

泉源。我相信，主要从我们当中兴起这样合神心意的器皿来。 

今天，我的话到此。最后，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灵里的生活》。是在诗歌

本第一集 64 首。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因为它正是我们小组生活一个真实的

写照，多么的甜美。 

好我们一起来唱。 

唱诗《灵里生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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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里面动工。 

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里面长大。 

主住里面变化一切，爱主所爱乐主所乐， 

忧主所忧负主所负，主心我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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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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不与世人同负一轭，乐在主内同工。 

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也爱彼此建立。 

主住里面联络一切，同心合意恒切祷告， 

灵里合一爱里同工，主内一家。 

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在这末后的时代兴起内在生活小组，哈利路亚！

你的同在，主啊，你亲自来牧养，主啊，你亲自来作医治释放作教导，你亲自

来照你的旨意，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可以遍满全地，让小组继续不断地传

递内在生活的信息，以为你培养许多合神心意能跟随主，在神的手中他的心如

陇沟的水随意流转的你忠心的仆人。你要在我们这些同学里面兴起你许许多多

的小组长来，兴起许多的小组带领人来。 

主啊，我们呼求你，把那份恩膏厚厚地浇灌下来，圣灵厚厚地膏抹在每一

个同学的身上。哦主耶稣，赞美你，让他们领受这荣耀的恩膏，哈利路亚，在

生活中紧紧跟随，在聚会中也紧紧跟随，主，求你常向他们显现，常把你的话

语都赐给他们，充满他们，充满你所拣选所呼召的神的仆人，装备他们一个一

个都成为合神心意的同工。 

哈利路亚！ 

有了主的呼召，主的话，勇敢坚定地顺服、跟随，祂必赐福你。哈利路亚，

让你每次的小组聚会一次比一次的荣耀，有喜乐欢欢乐乐地向着锡安大道，向

着圣城新耶路撒冷异象前进，神祝福你们！我期待、相信会收到你们许多的好

消息。好，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