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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周五班：住在主里  

 

这两个礼拜我们要讲：住在主里这个信息。首先我们先来与主连

结，唱一首短歌《主，我相信》。它的歌词很简单，“主，我相信。主，

我相信。祢就在我的里面。主，我相信。”我们跟着一起唱，你也可

以把你的双手放在你的胸前。 

在我裡面的主是我安稳的居所  

主啊，祢住在我里面，成为我的居所。真好！是我生命中安稳的

避风港，也是我每一天安息的所在。主，我真爱祢，这隐密处的安静，

生命的港湾。我的心要时时回到这里面，与祢同住。谢谢主！主啊，

我爱祢。哈利路亚！谢谢祢为我们预备这安稳的居所。 

《诗篇》九十篇第 1节摩西说：“神啊，祢世世代代作我们

的居所。”连摩西与神面对面的神人，他都要说“神啊，祢世世

代代作我们的居所。”神是他安居的所在，更何况我们这样一个

平常的基督徒呢？我们岂不是更要来寻找，住在主里面，神作

我们的居所。所以盖恩夫人年轻的时候，她在外面寻求神，就遇到

一个修士告诉她说：“夫人，你为什么在外面寻找那在你里面的神呢？”

盖恩夫人恍然大悟，她从此往里面找到她所渴慕的主。而今天我们透

过圣灵，我们与主连结，我们都可以有这福分，可以住在主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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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于神”就是住在主里  

住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它最简单的意义就是扎根于神，扎根

于神就是与神连结。一棵树如果根在土壤里扎得很深，强风来袭的时

候，它仍然可以屹立不动摇；如果扎得不够深，台风一来，它就连根

拔起。在台湾，每年七八月间常有台风来袭。台湾有很多高山，在高

山上有许多的松树、柏树、桧木，它们能够屹立在高山上，经得起每

年七八月，甚至到九月之间的一个接一个的从轻台、中台到强台（风）

的袭击，它们的根要扎得很深。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跟神的关系

也是这样的。你根扎得很深，风吹雨打总不动摇；你根扎得不够深，

风吹雨打那房子就倒塌,甚至倒塌得很大。(参太 7：27；路 6：49)所

以“扎根于神”就是住在主里，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生追求的上好的

福分。 

我现在跟大家来分享一首诗歌《住在主里》。我想藉这首诗歌的

歌词来谈“住在主里”的意义跟它的福气。 

住在主里面，无上的福气， 

常与主交通，甜美的经历。 

住在主里面，主与我联合， 

常与主交通，与主无间隔。 

所以住在主里面，就得着无上的福气，就是可以常与主交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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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美的经历。住在主里面，就是与神联合，渐渐地进入一个与主无间

隔、与主很亲密，如同摩西可以跟耶和华面对面谈话，好像密友良朋

那样的关系。（参出 33：11上） 

常常跟主耶稣之间保持不间断的交通  

今天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祂的身体为我们打破，在

那一瞬间，圣殿的幔子裂开了，圣所到至圣所之间的幔子裂开了，祂

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参太 27：51；可 15：38；路 23;45；

来 10：20）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主的面前，住在祂的里面，与祂很亲

密地连结，得以进入这与主常交通的甜美经历。唱诗《住在主里》。 

住在主里面无上的福气 

常与主交通甜美的经历 

住在主里面主与我联合 

常与主交通与主无间隔 

住在主里面恩膏必运行 

常与主交通圣灵必引领 

顺服主恩膏得享主肥甘 

跟随主圣灵必作主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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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首诗歌的每一段歌词都提到，住在主里面，常与主交通，甜

美的经历，无上的福气。常与主交通，常常跟主耶稣之间保持不间断

的交通。好像《创世记》，耶和华起初造人的时候，跟他吹一口气亚

当就成了第一个有灵的活人。（参创 2：7）他是一个活人，意思就是，

他的灵跟神的灵是相通的，是可以无间隔地交通的。今天藉着耶稣为

我们受死，圣殿的幔子已经裂开了，祂给我们开了一条救恩的道路，

我们可以循着这一条救恩的道路，再得回跟主耶稣之间没有间隔的交

通，恢复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真的是多么大的福气呢！ 

周牧师常常告诉我们，网校的宗旨就是要带人来与神连结；还有

与圣经连结；还有与肢体、与圣灵相连结。他说三个连结就是：与圣

灵连结，与圣经连结，与肢体相连结。所以我实在要恭喜你们。

我们要再一次地宣告：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已经进入这无上的福气。

在一个追往这条路要进入甜美的经历，甚至来网校学习多年的学妹，

有不少人她们已经进入这甜美的经历，尝到这主恩的滋味。 

当我们渐渐地与主连结，会感受到：主啊，袮与我同在。有时候

会感受到祂跟我们轻微的触摸；或者祂跟我们诉说着祂心中的喜悦、

平安；或者祂跟我们有所提醒；或者透过读经我们会聆听祂透过经文

跟我说话、对我有所指示有所训诲；甚至有时候渐渐地我们的眼睛被

打开了。 

渐渐地我们的生活够经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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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听周牧师讲圣灵更深的经历，圣灵更深的进入，与圣灵

的连结，慢慢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主把一个敬畏的心赐给我们。圣经

说：能看的眼，能听的耳都是耶和华所赐的。（参箴 20：12）我们跟

着网校这样一年一年地往前进，慢慢我们的眼睛、耳朵被打开，我们

能渐渐地可以听见，渐渐地可以看见，渐渐地我们的生活也能够经历

神。就好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 1 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

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今天，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四十天之后祂回到天上，留下一句话

说：祂会再回来。但是祂留下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藉着圣灵我们能

以与神连结，我们能够恢复到神创造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

渐渐地能够感知，能够明白，好像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位复活的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跟我

们有这样片刻不离的关系。我们能够听见祂，我们能够看见祂的作为。

我们能够经历祂，就好像祂是我们亲手摸过，亲眼看见，亲所听见的。

祂离我们这么近，跟我们这么亲密。  

因此我们可以有机会就跟人家传扬，把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

给我们的朋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小组的人，甚至一些慕道

友听，我们在讲这位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如此的自然又传神，以至

于他们会对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吸引，而进入与我们一同进入神的同在

里。如同第 3 节所说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

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祂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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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大家一同融入在神的同在中，生命与主相交，也肢体彼此相交，

一片喜乐融融，这是何等有福的生命，是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的，这

是住在主里的福气，也是住在主里的意义之一。哈利路亚！ 

随着这样的学习，我们渐渐地学会观看耶稣的作为，也渐渐地学

会聆听祂的意念、祂的话，渐渐地可以进入一个常常与神同在，时时

看见耶稣、处处看见耶稣的有福的生活。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各位

同学，我要恭喜你，你是在这条有福的道路上。哈利路亚！ 

让我们更加留意要常常回到我们里面心的居首。 

住在主里就是一直跟神连结，一直跟神绑在一起  

住在主里的另一方面的意义，就是一直跟神连结，一直跟神绑在

一起。也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 4第 5节的意义，就是：“枝子

一直连结于葡萄树。”《约翰福音》十五章第 4-5 节，祂说：“你们要

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的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

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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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就不能作什么。”所以平日我们留意与主连结，常住在主的

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多结果子，好叫主得荣耀。 

有没有跟主连结好？有没有在主的里面住好了？或者是你跑出

去啦？好像盖恩夫人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寻求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神

呢？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第一步要留意、学习，要操练的，要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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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有没有跟主连接的好呢？或者我跑出去了呢？我每天有没有像

一棵枝子跟葡萄树好好地连结，好好的吸取足够树的生命，就是耶稣

的生命。耶稣就是那一棵生命树 ,供应我们生命所需要的生命的

汁浆，供应我们所需要的平安喜乐，和平，温柔，谦让，包容，

忍耐。 

我的心是否安稳在神的同在中，或者他现在在这世界漂游，或者

在自己的肉体情欲里游荡呢？第一步求主赐下敏锐的灵来帮助我们

查觉，当我们与主连接地好好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像大卫在《诗篇》

一百三十一篇第 2 节，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平静安稳，

平安，当一个情境试炼来临的时候，你渐渐的不容易感到被冒犯。因

为你里面的根扎根于耶稣基督，祂是如何与谦卑。或者说，如果我们

跑出去了，没有跟主连结，或者说没有住在主里头，我们所流露出来

的就是一个人的肉体血气，烦躁，不耐烦，没有爱心，没有信心，甚

至没有平安，心里没有安稳，不知道要住在哪里才好，所以就跑这里，

跑那里,寻寻觅觅，作这个作那个，或者去跑这个特会、跑那个特会，

总没有找到心中的安稳。 

你的心是常住在主里的呢？还是常常跑出去的呢？  

亲爱的同学们,你的心是常住在主里的呢？还是常常跑出去的呢？

或者是坐一会儿，跑出去一会儿，来来回回的呢？你的心常常这样来

来回回的，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一个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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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句话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所以要恭喜你，我们都

有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来看大卫的生命，他是耶和华称赞为合神心意的人。来，看

《诗篇》二十二篇。大卫他经常在争战之中，他说：“我的神，我的

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哎哼的言语？我的神

啊，我白日呼求，祢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诗 22:1-2），

这两句话，好像他找不到他的神，好像他的神没有听到他的呼求，也

没有应允他的呼求，他白日黑夜、夜间不断地呼求，好像他的神并没

有听见，好像离弃他了。但是他并没有厌烦，他仍然白日黑夜不住地

呼求。第 3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他找

到了他的神，住在神的里面，在赞美神。 

这三句话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大道理，当我们察觉到：“哦，我

的心这样跑来跑去”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察觉：我的心是住在里

面还是跑出去的？第二个，我们要呼求主，祂必帮助我们回来，就像

大卫那样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白日

呼求，夜间呼求。”虽然神没有马上应允他，但他不住地呼求，终于

他的神回来了。其实他的神从来没有离开他，我们的神也从来没有离

开我们。我们是我们自己意识上、知觉上失去的“祂与我们的同在”，

可以藉着这样的呼求再找回来；或者将凤莲牧师教我们要呼求耶稣：

“耶稣啊，耶稣啊，求祢帮助我回来住在祢的里面。”因为《使徒行

传》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参徒 2:21）所以，圣



讲堂周五班：20190524	住在主里	赖淑芳	

经这里，教我们这个简单的方法，来保持常常地回来住在神的里面。 

学会呼求耶稣，留意在生活中，收回游荡的心思  

其实，这个说起来就在周牧师那本《安静等候神》书里头呢，他

的意思就是“收回游荡的心思”。我们在带人、教初学者安静等候神，

一定有一课会教他“要收回游荡的心思”。在等候神的时候，一察觉

到你的心思飞出去了，我们要思想耶稣，或者用一个简单的祷告：“主

啊，把我的思想带回来。”或者轻轻地呼求：“耶稣，耶稣，帮助我。”

圣灵会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再带回来，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大道理可以帮助我们收回游荡的心思，也

可以应用在追求住在主里面。这里，亲爱的同学们，我要告诉你们，

我们等候神，学习我们的心思要一直注视主耶稣，与主连接，不是只

有在安静等候神的安静时光。我们可以扩大，在生活中也这样操练，

收回游荡的心思，在生活中也这样保持一个思想耶稣、呼求耶稣的心

灵，像大卫这样：“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夜间呼求，并不住声。”

那么，我们越是这样操练学习的心窍通达，我们回来的时间就会缩短，

而减少我们的心思在外面游荡的时间。这个是学习住在主里，一个在

生活中大家可以应用的功课。 

我要跟你们谈一个小小的经历。我跟周牧师团队去上海一个培训

中心服侍回来，在飞机上一直有句话跟着我，而且我回到台湾，我走

到哪里这句话一直跟着我，好像我背包里带着一句话回来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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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呢？“收回游荡的心思。”我回来安顿好以后，我就好好地问

主：“这句话跟我从上海回到家里来，主啊，你要告诉我什么啊？”

祂要留意收回游荡的心思。我本来以为好像我的心思都蛮跟主连结的，

主这一提醒，我就好好地留意，我才发现我错了，我的心思也跟你们

一样，常常这样：住下来又出去；住下来，有个什么事情来打岔，又

出去。这个发现对我来讲，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我很高兴，圣灵这

样地光照我、提醒我，并且带我进入一个我先前没有察觉到、没有开

放给神的隐秘，就是我的每一个最细微的心思意念、我的分分秒秒、

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呼吸之间，都要开放给神，都要住在主里面，这

样神的心意才满足。我就开始这样留意，这样学习。渐渐的我们与主

的关系会往前进一步。 

因此，今天讲到这里，我就跟大家分享在日常生活中留意我的心

在哪里？学会呼求耶稣，收回游荡的心思意念，回来，住在主里。哈

利路亚！ 

我寻找他，却寻不见  

《雅歌》书三章 1-3 节，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

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

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

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 ”这位渴慕神

的基督徒，他有时候失去了住在主里，他在寻找在主里祂同在那甜美

的经历。因此，他起来寻找。他显然不知道主就在他的里面，也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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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今日只要呼求耶稣就可以回来。他出去外面，四处寻找‘我心所爱

的’。他到处寻找，他寻不到，他就继续在外面寻找。他起来在城中，

在街市上，就是在热闹处，在人多，在宽阔处，在热闹的各样，比如

说各样的聚会、特会里头，他在寻找心所爱的主，寻找那一份神同在

中的安稳安息，却寻不见。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晚上，我来提醒大家

一个简单的大道理，那位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而藉着一个圣经所启示

给我们的呼求主名，求告耶稣的名，像大卫那样呼喊：“我的耶稣啊，

我的神啊，祢在哪里？我寻找祢，求祢把我带回来，住在祢的隐密处。”

哈利路亚！留意在生活中，收回游荡的心思。 

所以，我们不要像《雅歌》书中的那位女子，在外面寻找，在热

闹处，在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在人多的特会里，寻找心所爱

的。你要到哪里来寻找祂？你要来，进入内室，祂在你的里面，里面，

里面。你的心要相信祂住在你的里面，往里面去，关起门来。哈利路

亚！ 

唱诗《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祢住在我里面。

主，我相信。 

我最近从一位姐妹来到我家中。她是为着拿播放器来的。她第一

次是约好要到我家来拿播放器的，可是她一走进我家客厅，她又一直

喊着:“哦，我好渴望等候神！我好渴望等候神！我都找不到人教我，

我今天一定不要空手回去，淑芳牧师你一定要教我怎样等候神？我寻

找这个，我寻找很久了，我的心好渴，好渴慕。”她就告诉我她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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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渴慕神，所以她来上网校，她上了网校以后，她更加渴慕。但是她

总是觉得里面没有被满足，所以她用什么方式来满足她里面的对神的

饥渴呢？她除了很认真的上网校，这样还不够，她跑去参加灵恩堂很

多的特会，还有很多的装备课程。她上这个课程，上那个课程，跑这

个特会，跑那个特会。哦，这是不是很像《雅歌》书中这个女子，她

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参歌

3:2）后来她听了从非洲来的一个戴琳牧师的信息，她恍然大悟，她

讲的与神面对面就是我们网校所上的安静等候神，她为什么还这里处

处寻找呢？ 

我听她这么一讲，我心里会很高兴：我遇到了一个热切要主，而

且肯付出行动，虽然她是跑到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在特

会里头，到处寻找。她是一个有行动的姐妹，我就抓住机会跟她约好:

“你什么时候，你跟我约时间，带着周牧师那本《安静等候神》的书

来，我教你。” 

大概两天前，她真的付代价，她有一天请假来我们周一小组聚会，

正好看到了在小组聚会中，圣灵，我们小组的这一群人一起与圣灵同

工在释放一个被捆绑的，多年很辛苦的姐妹。我想她看到了——“安

静中有大能”这个事实。她回去以后，很快就跟我联络，大概两天前，

她又跑来了，她下课以后就飞奔到我家来，带着《安静等候神》的书。

我开始可以很从容的，很足够的跟她教。我心里有一个感动：是不是

我们当中有些新的同学，也需要有人教他如何进入个人安静等候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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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的，有这个需要的，请你举手，让我明白。哦，好！感谢主！ 

下一堂课我们学，这一堂课我讲住在主里的重要，它的意义，以

及去发现“我的心住在主里了还是跑出去了？”很会学会收回游荡的

心思，收回来。这是我们这一堂课的重点，还有一点功课。 

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实际的讲：怎样住在主里？我们的神丰丰富富

的给我们这本《圣经》跟给我们这位圣灵来教导我们许多属灵的产业，

我们何等的富足啊！那下个礼拜，除了《圣经》以外，请你再多带一

本书来，就是周牧师的《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来。我就把我怎样带我

们这位姐妹，她心满意足地回去的那一份，希望也让所有的新的同学

也心满意足地得着。 

祂针对我们个人的需要给我们话语、来教训我们，叫恩膏

的教训，或叫作 Rhema 

请翻开到《约翰一书》，好，《约翰一书》这卷书讲的，从一开始

就讲住在主里的好处，他也藉很多层面教我们如何住在主里。好，现

在我们来读《约翰一书》二章 27节，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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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朗读一次:“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我们把“你

们”改成“我们”，来：“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我们心里，并不

用人教训我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这恩膏是真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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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假的，我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恩膏的教训，就是圣

灵跟我们讲的“Rhema”，除了写在圣经里面（的“logos”以外，）圣

灵针对我们个人的需要，特别的某一个阶段，有特别的需要，是我们

个人需要的，祂针对我们个人的需要给我们话语、来教训我们，这叫

恩膏的教训，或者我们叫作 Rhema。这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的教训，

也就是父神给我们的功课，要我们学习的。 

这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给我们的话，要我们学的功课，那我们要

留心听，并且要遵守。这恩膏的教训是真的，他真的，因为祂是来自

真理的圣灵。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实在去遵行、实在去作的，他就把

我们带进耶稣，住在耶稣的里面，享受那无尚的福气，使我们能够常

常听见耶稣，常常看见耶稣的作为，常常看祂行走在我们中间，而常

常与我们相交，也与众人相交。过一个喜乐满溢、住在神爱里头的生

命。这是真理的圣灵，是真的，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里面。 

这恩膏的教训是圣灵为你量身定做的  

所以说这恩膏的教训是真的，这恩膏的教训能把我们引到住在主

里，所以我们要按照恩膏教训住在主里。这恩膏的教训就是在每一个

阶段，引导我们一步一步走向“住在主里”。何等的宝贵，要留意。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恩膏的教训是圣灵为你量身定做的，是每一个人

都不一样。因为祂知道我们，晓得我们，祂了解我们的光景，祂了解

我们在什么地方需要被引导，回来走向正路，住在主里。你要留意这

恩膏的教训，你要留意圣灵给你的提醒，即使是最微小的提醒，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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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留意，要留心听。这就是你要常将你的心归向神，要尽心、尽意、

尽力来爱主耶稣，常常留心在听，并且留意祂的话，听了就留意去遵

行，去遵守。祂所给你的是生命的功课，必然叫你在生命上得着长进，

必然叫你的生活与生命、服侍、工作都因此得福。哈利路亚！ 

我好多年前从上海服侍回来，我背包里就带了一句话挥之不去的，

这句话在提醒我：“要收回游荡的心思。”我本来以为我等候神多年了，

我的心一直都住在主里，可是我留意去体察，我才发现我错了，因此，

我发现我生命中有一片是要让神进来帮助我成长的。我们多么有福气

啊，有这么一位圣灵，祂帮助我们终身学习，终身成长。我就在生活

中去留意、去察觉，发觉我的心思真的常常漂离，虽然不是常常，偶

尔的漂离，我就立马把它收回来。哈利路亚！这就是恩膏的教训。 

后来接着我这样操练了一段时间，到了纽约，有一年纽约特会，

我又回来的时候，圣灵给我一个功课，就是回来操练就是：“你要一

直注视耶稣。”就知道我注视耶稣不够，所以祂要我回来学习：“你要

一直注视耶稣。”这里就是恩膏的教训，祂一步一步引导我，以至于

今天我可以在里面有不住地敬拜，不住地赞美，不住地感谢，不住地

爱慕。 

要留意，主给你最轻微话语、最轻微的感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恩膏的教训你要留意，祂是在每一个阶

段一步一步引导你，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那是祂在我那个阶段祂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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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现在我这个阶段，我有我这个阶段要学的功课，祂除了透过经

文、透过恩膏的教训给我。所以，你要留意，主给你最轻微话语、最

轻微的感动。我的留意就是每天把祂记下来，而且我用红笔记下来，

表示这很重要。大卫说：“你的话胜过千万的金银、财宝。”（参 诗

119:72）这个很重要，所以我都用红色的。有时候，我早期学习的时

候，我会贴在我的窗口，贴在我的书桌前，甚至贴到我儿子的书桌前，

到处贴；写在卡片上，我先生上班以前，送给他，插在他胸前的口袋

上。这样把祂的话放在心里，用心地学习。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属灵

的成长，跟主关系的成长，一步一步地住在主里更深。我们好有福气

哦，这恩膏的教训陪着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举个例子，我讲我早期刚信主的时候，我学的功课，跟现在是

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初信的时候，主给我恩膏的教训，跟我跟你讲

的六七年前不一样，跟现在都不一样。因此亲爱的同学们，你要留意，

现在主给你的恩膏的教训。 

我初信的时候，主教我：“你要敬重你的丈夫，如同敬重基督一

样。”这就是圣灵给我的功课，这就是祂在我那阶段恩膏的教训。因

为我对我的丈夫很不敬重，所以，祂才需要教我敬重丈夫，祂用这个

功课教我很多年。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还在上班，我们孩子都还小的

时候，出门前，有时候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周末我们要带孩子去哪里烤

肉、去哪里郊游呢？我意见很多。等我先生上班，我把门一关上——

我那时候工作是在黄昏的时候到晚上，我把门一关，我心里马上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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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圣灵在唤我：“来，你来。”我知道我要来作什么——跪下来，

自己反省、悔改，今天早上我在餐桌上我意见很多，没有敬重我的丈

夫。那我就自己好好地认罪悔改，因为祂教我：我要敬重我丈夫如同

敬重基督一样。这样祂才教我，我很怕祂不要教我，我就没有人教了。。

所以等我先生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就换了一个态度，我就变得很柔顺，

告诉他说：“哦，这个周末我们就照你早上说的，我们带孩子去哪里

哪里。”我的态度都不一样了，他常常跟人家说：我下班回来时候的

妻子，必他出门前的妻子都好太多了。他知道，是在这一天主耶稣把

他的太太好好地修剪修剪，因此我先生很快就信主了，很快跟我去教

会了。现在，他非常地支持我和帮助我。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你要留意恩膏的教训。阿们！祂

是一步一步带我们生命成长，帮助我们一步一步与主连结，帮

助我们有能力可以遵循主的道，帮助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活出

耶稣基督的荣美，从不能到一点一点的可以，以至于可以赢得我们

家人的心，也赢得整个教会整个氛围的改变。所以，祂是用恩膏的教

训在每个阶段一步一步引导我们一步一步住在主里，一步一步与神连

结更深的主。哈利路亚。  

留意恩膏的教训并且实在是遵守  

因此，你要留心圣灵的话，留意恩膏的教训并且实在是遵守，作

不到我们就诚实地悔改认罪，神喜悦内里诚实，祂是在爱里教导我们，

在爱里帮助我们成长，祂是来成全我们，在爱里建造我们的神，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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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律法来压着我们去行的。所以，其实我先生因为对我非常得好，

所以我作一个放肆的妻子很多年，即使信主之后也没能马上改过来，

主很有耐性的一步一步用祂恩膏的教训来帮助我们学习。哈利路亚！ 

我想今天我们的话语到这里，有功课了，有学习的内容了。下一

堂我们要讲如何住在主里。现在我们再回来唱这一首《住在主里》，

好，我们从第一段。 

我们今天有一个功课要学习的，就是如何去察觉我的心住在哪里

呢？还有，学会收回在外面游荡的心思，回来与主连结，住在主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