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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班  住在主里 1  赖淑芳牧师  

唱詩與主連結  

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是【住在主里】。我们先来唱一首爱耶稣

的歌，来跟主耶稣连结，就是《主，愿我单属你》。唱的时候，我

们将我们的心归给主，把我们的爱慕、渴慕都归给衪。 

我们一起来唱：《主，愿我单属你》 

 我们跟主耶稣连上了。主，谢谢袮，住在我里面与我们同活、

同住、同心。主，谢谢祢，倾听我们的心。主，我爱祢，将我的心

归给祢。主啊，赞美祢！赞美祢！将祢宝贵的膏油厚厚的膏在每一

个课室，膏在祢每一个孩子们的头上。主啊，祢说：我们做父母的

尚且知道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孩子，何况天父，岂不把最宝贵的圣

灵给祂的孩子吗？（参路 11:13）谢谢主！愿祢恩膏厚厚的浇灌下来

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谢谢主！愿今夜，我们全身都是耳朵开

了，再来聆听袮向我们的心说的每一句恩言爱语。谢谢主！ 

与圣经连接、与圣灵连结、还要与肢体连结  

我们这两周的主题【住在主里】。住在主里是什么意思呢？简

单的来讲，就是扎根在神的里面，也就是与神连结的意思。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成长的有多深，有多高，他能够跟随

主被主使用到什么样的程度，完全在於他在主里面扎的有多深？就

是他在主里面住的有多深。 

我打个比喻，一棵树如果扎得够深的话，台风来袭的时候，它

挺得住。如果扎的不够深，那么一阵台风来可能风吹树倒。我们的

生命也像这样子，在这天路的旅程中，神允许我们遇到试炼，遇到

生命的熬炼，有时候仿如狂风暴雨。如果根扎的不深，在这个熬炼

的过程我们非常的辛苦，甚至像《马太福音》第七章说的那房子，

风吹雨打那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得很大。 

但如果我们的根扎的够深，跟主的关系连结的够深，住的够深，

风吹雨打，那房子总不倒塌，一阵风雨过后，它仍然屹立在阳光之

下。（参太 7: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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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主里面一个最浅显的意义，台湾七、八月是台风季节，常

常一个接一个的台风，尤其是在高山上，在台湾有很多高山，在高

山上的森林那些树扎根扎的够深的，它也许就成为千年的神木；那

些扎的不够深的，一阵风雨来袭，它就连根拔起来了。 

所以，住在主里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

所有 JMI 的同学们共同追求的异象和宗旨。周牧师常常说 JMI 的异

象，就是带人来与神连结。他说有三个连接就是：与圣经连接、与

圣灵连结、还要与肢体连结。我们的生命就这样扎根于圣经、圣灵

跟肢体的交流，与彼此的互相的爱与支持里。这样我们属灵的道路

可以走的平又稳。 

我们都已经开始了这个课程了  

在这里我也要恭喜各位亲爱的同学，在这条住在主里，或者说

扎根于神的道路上，我们每一位都已经开始了。因为这是网校的宗

旨，我们从这个已经开始的起点上，这两个礼拜的信息，我们要更

深的明白看到以及连结着以往网校周牧师所上的【更深认识圣灵】、

玛莎牧师的【谦卑】课程，还有【奉献】、【爱慕耶稣】，凤莲牧

师所讲的【等候神的益处】、以及郭牧师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

主，我们的神】是连成一个水流，把我们引到更深的住在主里面。

好让我们知道在这条路上，我们怎样的扎根更深！所以我要恭喜大

家，我们早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课程了。 

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谈，住在主里面就是跟神一直绑在一起，连

结在一起，就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4-5 节，凤莲牧师也带我们

读过这两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次。第 4 节说：“你们要常在我里

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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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15:4-5 ) 

我们把代名词换一换，这句话是对着我们自己说的。主的话说：

我们要常在主里面，主也常在我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我们若不常在主里面，也是这样。主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常在主里面的，主也常在我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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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常追求，常跟主绑在一起，常住在主的里面，如同枝子

连结于葡萄树，吸取葡萄树生命的汁浆，我们也这样紧紧的住在主

里面，扎根于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棵树的根部扎根于神，吸

取神的信心、爱心、喜乐、平安、力量、安息；吸取祂的能力智慧

作我们生命随时的供应。这样我们这个人住在神的里面，生命就因

着神的养分的供应而生命多结果子，活出一个活泼喜乐结果子的生

命来荣耀神。 

一个稳赚不赔的生命投資  

同时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就是一个一生学习的过程，我们每

一个人都已经开始了。一个人如果住在主里面越深，他所显出来的

一个特质就是：他的平安越深；他的喜乐越多；他越进入安息里，

同时他渐渐的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能力，他凡事会越来越轻松，越来

越容易；慢慢的他会经历到《马太福音》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

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参太 11:30） 

这就是一个在主里住的越来越深，与主越来越连结，扎根渐渐

加深的一个现象。这样的生命，在这条人生的路上，说起来是一个

稳赚不赔的生命，自己蒙神祝福，也领受亚伯拉罕的祝福，成为一

个祝福人的人，生命多结果子。主的救恩何等丰盛！祂的慈爱向着

属祂的人恩典何等的浩大，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住在主里越来越深。 

人的不安定  

假如一个基督徒跟主没有连结好，或者他跟主的关系如同《马

太福音》所描述的是扎根在土浅石头地上，太阳出来一晒，那根就

枯干了。（参太 13：3-8）这样所呈现出来的，这个人我们常常看到

他所活出来的带着许多的肉体血气，她常常心里烦躁，没有平安，

她不知道她的心要安稳住在哪里？ 

所以，她可能找很多事物要来填满她的心，填满她的时间。但

是，她就缺乏那一份住在主里的平静安稳。好像《诗篇》一百三十

一篇第 2 节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一个断奶的孩子安稳在他母亲

的胸前。（参诗 131:2）他寻找这一份寻来寻去。 

因此，亲爱的同学们，你听我讲到这，我就要问你了，你的心

是在哪一个光景里的呢？你的心是常住在主里平静安稳的呢？还是

常常跑出去，浮躁不安寻寻觅觅的呢？或者你回来住一会儿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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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慢慢的长一点住一阵子，又跑出去一会儿，这样来来回回的

呢？在这里，我们停下来思想一下。我的心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呢？

你发现你的心常常这样将住一会儿，跑出去一会儿，这样来来回回

的，请你举手我看看。感谢主！我也是这样的。 

但是，当我们有学习有操练，我们会住的越来越久。我跑出去

了，心里会意识到：现在我不对劲了，我快要上火了，就是我的心

没有在主里。我很容易觉得我被冒犯了，如果我们在主里住的好好

的，我们不容易感觉到被冒犯。 

甚至你住的很深，住的很好的时候，一些很大的试炼，你都不

会觉得被冒犯，你里面依然平静安稳，如同一个断奶的孩子在他母

亲的胸怀前。但是有时候，我也会意识到，哦，我需要把我的心找

回来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会察觉到，我快要撑不住了，我里面在

烦躁在浮躁，我里面缺乏爱心，我里面开始有一点不耐烦了，我就

要赶快的退回来，回到哪里？回到主里面来住好。 

神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居所，就是我们的家  

主所住的在我们心的最中心；我们的灵住在那里，那里可以说

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家，在那里住得安稳了，就是回家了。祂不在外

面，在我们灵的深处的，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摩西，他在《诗篇》九十篇第 1 节，他说:“神哪！祢世世

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连神人摩西，跟主耶稣那么亲密，面对面如同

良朋密友的神的忠仆，他都说:“神哪，祢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他都需要回来住在主里面，宣告神是他的居所，更何况我们这样一

个平凡的，有时候常常是落在事情繁多，忙忙碌碌的里面。我们更

是要懂得察觉到：我的心哪，它在哪里呀？它跑出去了吗？我需要

把它收回来。 

因此，亲爱的同学们，你说，你的心会来来回回的跑，我跟你

一起举手同意，我也会是这样的。只是我们透过操练，我们跑出去

的机会，频率比较低，自己的灵可以很快的敏锐的察觉到。因此，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我们都站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学习的起点上。我

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所以今天我们就

要从这里开始来重视学习住在主里。 

它的第一步，就是从去察觉我的心哪，在哪里？跑出去的呢？

还是在里面住的安安稳稳的？我的心哪！烦躁不安呢？像大卫那样，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你为何烦躁？”（参诗 42:5,1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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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祂在里面住的安稳平静呢？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察觉跟知觉的

能力，也求主把一个敏锐分辨的恩膏赏给我们。阿们！ 

这样，这是我们住在主里，这个学习的第一步。因为《箴言》

有一句话也说:“你要保守你心。”是在《箴言》四章 23 节，我想我

们都蛮熟悉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参箴 4:23） 

我们不能任由我们的心在这世界游荡，甚至在肉体或者情欲里

面游荡，我们要唤它回来，回家，住在主里面！那里才是我们一个

基督徒的家。好，回到家里，你就很舒服，很高兴很自由；回到家

里我们就满了平安；回到家里我们就浑身舒畅了，住在主里也是这

样子的。 

所以我们的功课，今天我要派一个功课给大家学习，就是你的

心住好了没有？还是跑出去了？ 

怎么收回游荡的心思呢？  

我们来看《诗篇》，大卫他是一个向着神非常敞开的人，大卫

是一个英雄，一生常在争战中。我们先看《诗篇》二十二篇的 1-3
节。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

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我的 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

夜间呼求，并不住声。”哦，看起来大卫好像找不到他的神；好像

觉得他的神离弃了他，在他急需要神来帮助他的时候，他觉得他的

神远离，不救他；在他痛苦而哀哼的时候，他觉得他的神，没有听

他的呼求，也没有听他的哀哼的言语。 

虽然如此，他仍然没有停止，这就是大卫被主耶稣称赞他是合

神心意的地方。虽然神的救援没有及时的到达，但是他依然白日呼

求，夜间呼求。虽然他起初觉得他白日呼求，神没有应允，他继续

夜间呼求。哈利路亚！昼夜的呼求。终于到了第三节，他的神回来

了。所以他就开始赞美说：“但祢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

宝座的。”（诗 22：3）他回来住在主的里面，他用赞美来表达他

的欢呼。 

这个《诗篇》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教我们，从根据圣经的，怎

样收回我们跑出去的心，叫我们的心收回来，回家来住在主里呢？

呼求神！阿们！呼求祂！其实这个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在新约

时代，我们一次决志，圣灵就永远与我们同住。我们一次接受祂，

祂说：我总不离弃你，也永不撇下你。（参来 13: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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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卫这样或者我们有时候会有的，那是我们失去了神与我们

同在的意识感，我们失去了那一份意识，或者我们抓不住抓不到那

一份感觉，抓不到那一份意识的时候，我们觉得祂离弃我们，远离

我们，因此透过我们的呼求，主回应我们，祂再恢复我们跟祂之间

的连结。 

这个意识感是从我们与祂的连结而来的，我们与祂的连结，神

与我们同在的意识感就越深。在这三节经文里头，我们来来回回在

大卫的生命中认同，同时他教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大道理，再回来，

不要让我们的心在外面游荡太久。 

凤莲牧师她也教我们常常呼求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啊，

耶稣，我呼求祢！耶稣，耶稣，我需要祢！”用这样爱慕跟渴慕热

切的心情来呼求祂，神会回应我们的热切的呼求。因为祂说：凡祈

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必寻见。（参太 7：7 下）祂的话说，祂

是这样的回应我们的，“我们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雅 4；
8 上） 

因此今天晚上，我们开始了第一个学习的功课就是察觉：我的

心哪！现在在哪里？阿们！我的心哪，如果已经飞出去了，知道怎

样将它收回来，像大卫那样呼求神：神啊！我的神啊！哈利路亚！

我的心为何忧闷？ 

圣经《使徒行传》有句话非常管用，“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

救。”（参徒 2：21）)我也可以呼喊：“耶稣啊，耶稣！把我的心

带回来，帮助我回来,住在祢里面，帮助我回家，住的安稳。” 

我们的思想是可以掌控的  

这个礼拜，我给大家的作业去留意。而这个收回我们心的功课，

在周牧师《安静等候神》这本书里面有个名称叫着“收回游荡的心

思。”你有这本《安静等候神》的书，在最后面有问题解答，或者

你用的是三合一版本的都可以。在《安静等候神》这一卷附录问题

解答里面，第二个问题，我念给你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时

常有杂念，思想游荡，请问该如何处理？” 

但是面对我们今天的功课，不仅是安静等候神，而是你在生活

中、在工作中，我的心哪，飞出去，我心里忧闷烦躁的时候，我怎

么收回这游荡的心思呢？它的重点在这本书中的回答：“每当你发

现你有杂念，你的心飞出去的时候，就立刻把心思转向耶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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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自己，也可以呼求耶稣的名，或者看一段圣经，默想神的话，

或者唱一首亲近主的诗歌。当我们更多渴慕爱主而更多思想祂时，

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容易回来住在主里面。” 

这一段话同时也告诉我们，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的思想是可以

掌控的，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是我们可以管理管制的。所以不要任

我们的心在外面游荡，不要任我们的心在寻寻觅觅之间浪费光阴。

收回它，回家，住在心里。而这个回家住在主里面的，重点不是在

外面寻找，乃是退回到内室，退回到里面，要进入内室，因为神，

祂就在你的里面，在里面，在里面。 

回到里面来寻找  

郭牧师也讲过一段盖恩夫人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寻求。在周牧

师这本《安静等候神》书里面第五章有一段盖恩夫人如何找到神。

“盖恩夫人年轻的时候，曾在外面到处奔走寻找神，甚至她想以行

善找到神，可是她没有找到。直到有一天，一位认识内住基督的属

灵前辈对她说，‘夫人，您为何在外面寻找那位住您里面的神呢？’

一语点醒她的迷失，使她的心眼大开。于是她回转到里面发现她所

寻找的主就在她里面，从此以后她的基督徒生活，从外面的寻找转

向里面寻找，而进入在地如同在天。 

她写了很多书，三百多年后依然很大的祝福我们许多的基督徒。

（我想她是我们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的可能是第一位内在生活的老

师。）她写了很多书阐明基督如何住在她里面，也教导我们如何往

里面去找着这一位在我们里面等候我们的主。成为她的满足，也成

为今天我们许多人的满足，成为盖恩夫人生命中活水的泉源，也成

为我们许许多多历世历代圣徒生命中活水的泉源。基督内住的亮光

在中世纪，从盖恩夫人开始被发扬光大，照耀在当时教会黑暗的时

代。” 

今天神也在恢复并且在扩大这份基督内住，回来住在主里面的

信息。我讲到这里，我感觉到圣灵透过我在呼唤我们所有的同学们：

“回来！回来！回到里面来寻找，停止花时间在外面寻找。”我们

稍停一下，在恩膏中思想一下。 

当神呼唤我们，該如何回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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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主在呼唤我们！如同《雅歌书》中神在呼唤，新郎在呼唤

祂的新娘：“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参雅歌 6:13) 祂离我

们不远，就在心里，就在口里，就在我们的里面。（参罗 10:8） 

现在我们再来向着那在里面等着我们回家的主，唱一首爱的诗

歌，来回应祂的呼唤，【主，愿我单属你】。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

心口，祂就在那里。唱：【主，愿我单属你】 

主啊！求祢光照我的心，是否在我里面像马莎牧师所说的，有

一个小房间是把祢关在门外的，没有让祢进来充满我的，是否我为

自己保留了有什么私怀爱恋？使我没有完全属于祢的，以至于我里

面没有得着完全的满足，因此我需要再出去外面寻寻觅觅。主啊，

求祢来吸引我，来得着我，让我的每一个房间，生命的每一个部分

都属于祢。以至于我在里面得着祢完全的满足。我要呼喊说:主我有

祢就够了。在祢里面我得着我所需要的一切信心、智慧、爱心、力

量、知识。哈利路亚！ 

主啊，祢帮助我，在等候神跟在圣灵里读经之间，主啊，我更

加的熟练，更加的进深。以至于我每天所需的，祢都在等候中，在

读经中，祢供应我了。我可以呼喊说:主啊，祢是我的一切。哈利路

亚！我所需的一切都在祢里面得着饱足，基督的一切智慧奥秘都蕴

藏在祢里面了。 

主啊，求祢开启我们的心窍，用祢智慧跟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

哈利路亚！教我们怎样在祢这座宝矿里面，吃喝祢自己。我得着祢，

我懂得吃祢喝祢，我一切问题懂得在祢面前支取答案。因此主啊，

我单单来就近祢，有祢就够了。我不需要很辛苦的在外面寻找，那

在我里面的神。哈利路亚！唱诗:《祂是我一切》 

在《雅歌》中看到我们的景况  

现在我们来看《雅歌》书中这位爱主的女子。《雅歌》书第三

章 1-3 节，这三节经文很传神的描述了有时候我们的基督徒景况。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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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寻找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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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念这三节，这一位追寻与神同在爱慕耶稣的基督徒，有

时候她也会失去神的同在，用我们今晚的语言，跑出去了。因为我



堂周六班 20190525 住在主里 1    淑芳牧  

们认同，我们常常都是会来来回回，跑来跑去的人。所以她说，她

夜间躺卧在床上，但是她找不到她的主，她意识不到她的主。她躺

在床上，她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祂却寻不见，于是她说:我要起

来，出去游行城中，走到城内人多热闹的地方。在街市上，在宽阔

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祂，却寻不见。 

你看这经文写的多么生动啊。这是不是第二节，很像年轻时候

的盖恩夫人在外面寻找她所爱的主。那今天我们不小心也会落在这

样的景况里头，我们渴慕神爱神，但是我们还不够认识到，我需要

进入内室退到里面来等候祂，祂在我的里面，祂在我的里面。 

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还在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在人多

的特会里，聚会里；在这个装备课程、那个装备课程；在这个特会、

那个特会；在这个潮流、那个潮流里头，在寻找那在我里面的神呢？ 

所以这位书拉密女、基督的新妇，她说：“我要起来，游行城

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祂，却寻不

见。”她在外面遇到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问他说：“你们看见我心

所爱的没有呢？”当然那个人会告诉她说：“没有。”她找不着，

所以：“我刚离开他，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祂，不容祂走，

领祂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歌 3:2-4）她在内室找到她心

所爱的。 

一个追寻神的故事  

我因为藉着发放播放器，就是感谢光辉的团队设计的播放器，

非常祝福我们台湾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也是送一个播放器，给我教

会一个骨折卧床养病的弟兄，相信神祝福他。那我藉着发放播放器，

认识我所负责牧养的这个嘉南地區群里的一些弟兄姐妹，我非常感

谢主给我这个机会。 

其中有一个姐妹她非常宝贵，她非常可爱，她到我家来拿播放

器，一进我家门，她就一直喊着：“啊，我今天一定要学会等候神！

我今天呢，既然来了，我一定要学会等候神！带着这个恩膏回去，

我寻找它很久了。可是我没有找到人教我怎样等候神。” 

因此呢，主给她一个，事实上她现在还在上班，她的工作也是

蛮忙碌的，可是主给她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所以，她内心的渴慕，

她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参加很多的特会，她想要在特会里头得到满

足，也上很多的装备课程。可是她总是觉得内心没有得到她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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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她听了一个牧师的装备课里面讲到：进入会幕。她一听：

“这个‘进入会幕’，这就是我上网校，内在生活所讲的‘安静等

候神’哪，也就是我寻找、我所求的，我要得到这一份我才满足

啊。”但是虽然她上了很多的课程，她觉得她仍然没有得到、没有

找到，所以她一进来就一直喊：“我今天一定要得到等候神！要学

会！” 

所以我跟她谈了，我叫她怎么从播放器里面有的一些资料。但

是我告诉她说：“你最好跟我约一个时间，可以很从容的。因为看

今天呢，我们时间都不够，你约个时间来，我今天我只能够为你祷

告，求主耶稣把那一份恩膏释放你，简单的告诉你。但是你真正要

学会怎样个人等候神，你跟我约一个时间，你带着周牧师那一本

《安静等候神》的书来，给我们留一个足够的时间，我教你。” 

她真的大概两三天前呢，她一下了班，在塞车的车潮人潮中，

她又挤到我家里来了。我就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好好的跟她谈，好

好的教她怎样用这本书来等候神。那我带她走了第一段路。感谢主！

她心满意足的抱着第一堂课回去，开始自己学习操练。我跟你们分

享这个，她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姐妹，因为她的生命已经成熟到一个

程度，她需要主！强烈的要主！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基督徒，渐渐

成熟的基督徒，身上会有的记号。我非常高兴，遇到了这样一个，

一进门就喊着：“我要来学等候神！我一定要学会等候神！不然我

无法满足！”我也很感谢听到她的追寻的故事。 

从学会等候神开始  

我们再回到《雅歌》书三章，第 2 节这个经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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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特会里寻找；不是在人多热闹的聚会里寻

找；不是在这个装备课、那个装备课里寻找；乃是回到内室，进入

内室，单单来爱慕祂、等候祂，因祂就在你的里面、里面、里面。 

你能够这样，我就告诉她说：“那今天我们上了第一课，你知

道一个开始了，从这里开始走。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提醒，你的生活

要简单！要单纯！你的渴慕可以在这里找到！我希望你不要再去那

么多的特会，跟课程里头去寻找满足。你能够这样规律的等候神，

主会很大的祝福你。”她跟我答应了。 

也藉着这位很宝贝的姐妹，因为我们有许多的新的同学，可能

还需要有人教他怎样个人等候神，如果我们在线上的，也有这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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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请你举手表示一下，让我心里有个确据。哈利路亚，感谢主!
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因为内在生活＂住在主里＂要从学会等候神来开始。我们下个

礼拜会讲到＂如何住在主里？＂等候神是其中的一条道路，所以谢

谢你们给我回应。所以下个礼拜六我就请你带周牧师《安静等候神》

这本书来，我用一段时间来教你，用最简单的方法个人等候神。 

你个人等候神做好了，持续地操练，渐渐地你会越来越习练得

心窍通达，在主里会住的越来越认识神，渐渐地你会进入住在主里。

你的心很少跑出来，别人对你不客气，你不会觉得被冒犯，心里一

点刮伤都没有，没有皱纹，没有玷污，没有皱折。 

我真相信，主耶稣要从我们中间兴起许多这样恒心等候神、深

深尝到等候神的好处，如同凤莲牧师所见证的，甚至还要更丰富。

还要再使用这样的能够单纯地相信，并耶稣是他的一切，恒心来爱

慕祂、追求祂、等候祂的人，在各地兴起许多等候神的小组，可是

这个先决条件是要把个人等候神做好。这本书是一个根基，下个礼

拜六请你带来。我最喜欢用简单的事来教一个大道理，因为神所赐

的方法都非常简单，很有智慧跟有效率。好，赞美主！ 

我也像提起这位主所爱的宝贵姐妹，你们每一位都是主耶稣所

宝贵的孩子！提醒你们：要得着神自己，要单纯，要简单。我们稍

微安静一下。 

“恩膏的教训”是什么? 

我们要继续下一段的话语，请打开《约翰一书》二章 27 节，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这句话是周牧师常常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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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把代名词换一下换成＂我们＂，这句

话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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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假的，我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我现在讲这个就是＂如何住在主里＂，我把下个礼拜要讲的这

一部分提前今天讲，因为下一个礼拜我们要留时间教大家安静等候

神，这是圣灵巧妙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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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经文，首先我解释＂恩膏的教训＂是什么意思。简单地

来讲＂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给你的话，祂给我们的话都是来提醒

我们，教导、督责、训诲、归正、改正我们的，引导我们，有偏差

的，引导我们归正、改正。（参提后 3:16）所以这个恩膏的教训也

可以说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功课。 

祂的功课，神给我们功课因为祂爱我们，祂是鉴察我们心的神，

祂从远处就看见我们、晓得我们；祂在高处，祂的意念高过我们的

意念；祂看到我们看不见的盲点，祂的智慧，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

道路，所以这恩膏的教训，是于我们有帮助的，是要来帮助我们生

命的成长或者家庭、夫妻、同工、教会、关系各方面的成长，所以

我们要留心听，并且要遵行。 

第二，＂这恩膏的教训是真的＂，＂真的＂意思它来自真理的

圣灵，所以它是句句都会应验的，你留心听并且去遵行，一定会看

到你生命的改进，也会看到你属灵的成长。 

第三个意义，这恩膏的教训能把我们引到＂住在主里＂，所以

说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你看我们的神多么爱我们，祂赐下

圣灵给我们恩膏的教训，祂看到我们看不见的盲点，祂要一步一步

带我们住在主里，多么有福气呀。 

第四点，＂这恩膏的教训＂就是在每个阶段引导我们一步一步

走向主里的。所以这恩膏的教训呢，是针对你、我每一个人量身打

造的，而且是在每一个阶段量身打造的功课。这样祂一步一步通过

我们留心听，并且去遵循这恩膏的教训，祂就一步一步把我们生命

中，住在主里的拦阻挪走了。那些生命中的荆棘蒺藜被祂挪走了，

而带我们一步一步走向主里，与主联合更深，直到我们进入有福的

光景。 

恩膏的教训是為每个人量身打造的  

我举一个例子。我初信主的时候，主教我常常跟我讲这样的话，

“你要敬重你的丈夫，如同敬重基督一样，这样我才教你。”我就

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因为主耶稣不教我，就没有人能教我了。但是

我的本性很不好，有时候还要归咎我先生把我宠坏了，所以我常常

要接受主的管教。这就是圣灵在我信主早期，调整我夫妻关系，要

合乎圣经，妻子要敬重丈夫，给我的功课，这就是恩膏的教训。 

可是我也不是很快，这个的功课我学了很多年。主祂是在爱里

修剪我们，在爱里管教我们，我也是这样邋邋遢遢的学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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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都还在上班，我的孩子很小，

我们常常在早餐的时候，会讨论这个周末带领孩子去哪里郊游。那

时候我刚初信的时候，或者一个假期我们要去哪里露营，我的意见

很多。 

等我先生出门去上班，我送他走，关起门。因为那个时候我在

学校，我的工作是黄昏到晚上。每早晨我送我先生上班，我关起门

来，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来，你来，”我一听到我就

知道了。就知道主耶稣其实祂管教我们，也是温柔又慈爱，所以祂

说：“你来，”我就知道了。 

我自己跪下来，祂就帮助我检讨，“今天早上你反省一下在餐

桌上的表现。”我自己认罪悔改。我意见太多，完全没有敬重我先

生。我就自己悔改认罪。等我先生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就欢欢喜喜

的跟他说：嗳，我们就照今天早上你说的那样带孩子出去好了。他

常常很惊讶，你怎么跟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不一样了？我就不跟他讲，

当然是我接受了主耶稣爱的管教。 

所以他告诉人说：“我的妻子呢，我下班回来的妻子，比我早

上出门上班的妻子要可爱的多了。”我是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也不是一个好学生。我很多年都还在这个功课里学过来学过去。

主也没有放弃我，祂总是温柔又慈爱的。所以让我认识祂，这位主

充满了父爱。衪有耐心地等候我好多年。 

但是我先生跟我的孩子很快就信耶稣，我们全家人很快就进到

教会受洗。现在我先生很帮助我，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团队里的服

事，他很支持我，很帮助我。你要知道，这就是早期那个阶段主给

我的恩膏的教训。“你要敬重你丈夫，如同敬重基督一样。”我要留

心听并且遵行，虽然学的不好，学来学去像学生一样偷鸡摸狗的学

了很多年，主还是很耐心的。 

所以在不同的阶段，主会给不同的功课，恩膏的教训。慢慢的

自己在每个不同的阶段，领受不同的恩膏的教训来学习。我渐渐的

知道了，这个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人量身打造的。 

留意恩膏的提醒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留心听，并且要遵守。这样圣灵就能带

领你一步一步住在主里，进入有福的光景。有时候这恩膏的教训是

一个很轻微的提醒，你都要留意，不要马虎，不要把它忘了。我每

天写等候日记，主给我一个轻微的提醒，或者读经的时候给我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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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我都用红笔写下来。用红笔表示，我在提醒我自己这个很重

要。我怕我会忘记，把他贴在我的书桌旁边，贴在我儿子的书桌上。 

我儿子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甚至寄给我已经上大学住校去的

老大，我就东贴西贴送给我先生，扦在他的口袋里带去上班。我这

样跟家人分享神的话，也在记神的话，怕自己会忘记了。哈利路亚！

重要的事要去遵行， 

如何住在主里，第一个：留意恩膏的教训，我相信主会给你们

有恩膏的教训。在每一个阶段，祂生命的训诲你要留意听，衪能带

领你的生命，进入住在主里有福的光景。 

我们现在就来唱这首诗歌，作为今天课程的结束。我想，因为

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也许唱第一段就好。唱《住在主里面》第一

段我们一起来唱：住在主里面得着圣灵的能力，能遵行主道、，能

爱神，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不那么忙，能持续地等候

神，生活服侍中充满喜乐。 

亲爱的同学们，主召我们得着这份无限的福气，使我们保持与

主不间断的交通，恢复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把祂自己赐给我们，

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来要！要来得！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恭

喜你，我们都已经在这条道路上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在结束前我再提醒你们记得这个礼拜的作业，留意我的心哪，

你在哪里？住在主里还是跑出去了？学习操练呼求主的名，把我们

的心带回家，带回住在主里面。下个礼拜六请带《安静等候神》这

本书来，我们会有一个更美的开始，教你进入等侯神，也期待你的

追求生活，是越来越单纯，简单的往里面去。神祝福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