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

弗3: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3:15（天上地上的各〔或
作全〕家、都是从他得名)	3:16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3:17使基督
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3:18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3:19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 神一切所充
满的、充满了你们。 3:20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
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3:21但
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
代、永永远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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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住在我們心裡
Christ	Dwelling	in	Our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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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4: 培养心灵的习惯
蒙训诲的生活首要原则

Cultivating	Habits	of	the	Heart
First	Principles	of	Disciplined	Living



“Dad,	is	this	what	end	time	
might	look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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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召和行事
• 1:9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
奥秘， 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

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17求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
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18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19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
能力是何等浩大，

• 4:1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
蒙召的恩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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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的結構
1.他们做为一个教会的呼召（融入神的大计划－奥秘）1:3－ 3:21

1.他们的呼召（1:3-14）
1.父神planned	it
2.基督paid	for	it
3.圣灵sealed	it	
（祷告：以弗所的圣徒能明白1:15-23）

2.他们的呼召（2:1-3:13）
1.我们是神的杰作（2:1-10）
2.我们是神的新群体来成就祂的心意（2:11－3:13）
（祷告：以弗所的圣徒能明白3:14-21	）

2. 他们做为一个教会的行为（教会群体生活当如何）4:1－ 6:20
1.建立一个合一和强有力的新群体的理念（4:1-16）
2.新群体的生活（4:17-6:20）

1.新群体心思意念的更新（4:17-24）
2.在新群体中保持诚实，相爱的关系（4:25-5:2）
3.新群体生活中神话语的中心角色（5:3-21）
4.按基督的心意和主权来确定家庭生活和关系（5:22-6:9）
5.新群体的属灵军装和征战（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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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3:16求他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inner	man
3:17使基督 住在你们心里、 so	that	Christ	may	dwell	in	your	hearts

因你们的信、 through	faith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3:18能 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to	comprehend	…(breadth,	length,…)

以和众圣徒一同 with	all	the	saints
3:19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to	know	the	love	of	Christ	…

便叫 神一切所充满的、 that you	…	filled	up	to	...	fullness	of	God.	
充满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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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19		的句子結構

保羅的禱告：
1. 裡面的人剛強 以致於 基督住在我們心裡

2. 明白，知道。。 以致於 被神的完全來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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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禱告：“基督住在我們心裡”

到底是什麼意思？

1.是一次到位？
2.是一個道理？
3.是一些感受？
4.是一種關係？
5.是一個過程？
6.。。。



• 初次接触神
– 教会是社交场合

• 初信
– 神与人的关系

• 懒惰
– 为什么去教会？

• 使命

基督住进我的心里
一位弟兄的經歷



加 4:19我小子阿、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林前 3:1弟兄們、我從前對你們說話、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只
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在基督裡為嬰孩的。3:2我是用奶餵你們、
沒有用飯餵你們．那時你們不能喫、就是如今還是不能。3:3你們
仍是屬肉體的．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分爭、這豈不是屬乎肉體、
照著世人的樣子行麼。

弗 4:1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 13直

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
的身量， 14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提前 4:15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並要在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的長
進來。4:16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因為
這樣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

希 5:11論到麥基洗德、我們有好些話、並且難以解明、因為你們聽
不進去。5:12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
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喫奶、不能喫
乾糧的人。5:13凡只能喫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
孩。5:14惟獨長大成人的、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
就能分辨好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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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期望和勸慰



分小組討論
• 神如何期望教會領袖／同工和眾聖徒的發展？
• 什麼因素會促進發展？
• 什麼因素會阻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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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4:19我小子阿、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林前3:1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做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做属肉体、在基督里
为婴孩的。 2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3你们仍

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弗4:1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 13直等到我

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14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提前4:15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16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

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希5:11	…	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12看你们学习的工夫，本该做师傅，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13凡只

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 14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

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基督住在心裡

• 是一個有期望值的學習過程 learning	
process with	expectations	of	progress

• 是一個系統操練的過程 ordered	learning	
and	practice	process

• 是一個群體努力的過程 commun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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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住在心裡（1）：
是一個有期望值的學習過程 learning	
process with	expectations	of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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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否真實的把信仰當成
一個學習的過程？

– 材料，書，課程，文獻，。。
– 老師，同學，。。。
– 進度，科目，。。。
– 討論，作業，項目，考試
– 。。。

為什麼這麼重要？

有些人需要：

1. 開始進入這個過程；
2. 重新進入這個過程；
3. 鼓勵／挑戰他人進入
這個過程；

4. 教導他人。

目標：不僅是學習，而且是學會。



基督住在心裡（2）：
是一個系統操練的過程 ordered	learning	and	

practic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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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統學習
With	Ordered	Learning

1. 內容
2. 方法
3. 進度
4. 評估

記住

理解

應用

創新

分析

衡量

第六阶段

第五阶段

第四阶段

第三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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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citycatechism.com/
The Gospel Coalition

教理catechism在教會中的恢復

The Lost Art Of Catechesis (2010)

Catechesis:	("to	echo	the	teaching”)	the	teaching	of	the	faith	is	an	interactive	
process	in	which	the	Word	of	God	re-sounds	between	and	among	the	proclaimer,	
the	one	receiving	the	message,	and	the	Holy	Spirit!	Catechesis	is	a	life-long	process	
of	initial	conversion,	formation,	education,	and	on-going	growth.

Because we have lost the practice of catechesis today, “superficial smatterings of 
truth, blurry notions about God and godliness, and thoughtlessness about the issues 
of living—career-wise, community-wise, family-wise, and church-wise—are all too 
often the marks of evangelical congregations today.”  (Packer & Parret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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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Keller:	Why	We	Should	Bring	Back	Catechism	for	Childre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tTWkOSsM Mar	30,	2017



Tim	Keller:	Why	We	Should	Bring	Back	Catechism	for	Childre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tTWkOSsM

1. Catechism	helps	children	over	time	to	know	important	
biblical	truths	from	their	heart	because	they	are	ruminating	
and	meditating	on	them	on	a	regular	basis.	教理的學習幫助
孩子從小就把真理存留在心，幫助反覆默想。

2. Catechism	creates	categories	for	children	that	are	like	
buckets	of	knowledge	that	become	more	“filled	up”	as	that	
child	grows	through	his	or	her	adolescence	and	further	into	
adulthood.教理的學習幫助孩子形成思考的方式和範疇，
隨著成長不斷增長。

3. Catechism	is	communal	because	its	method	is	a	question	
and	answer	format	that	places	an	emphasis	on	dialogue	with	
children	instead	of	a	one-sided	lecture. 教理的學習是對話
式，注重用交流來學習，而不是單向灌輸。

9/9/17 16



基督住在心裡（2）：
是一個系統操練的過程 ordered	learning	and	

practice	process

• 對使命有理解和篤定
• 關鍵角色，起關鍵作用
• 經歷人生／成長各個階段時，
世界觀不斷被提升來面臨挑戰

• 對他人有很好的祝福，教導
• 面臨新挑戰時，知道如何按聖
經原則處理

• 願意且主動按神的心意和計劃
來安排自己的生活

• 對真理和假象的把握度比較好

• 對使命缺乏篤定，目標不明確
• 若即若離
• 世界觀始終改變緩慢，解決不
了問題

• 對他人祝福有限
• 不太能很好的掌握聖經原則來
處理新的挑戰

• 所作出的選擇往往是出於自己
的喜好和舊有的習慣

• 比較看不清楚真相，被矇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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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系統學習
No	Ordered	Learning

有系統學習
With	Ordered	Learning



基督住在心裡（3）：
是一個群體努力的過程 commun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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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可喜：
我們教會在建立起一種集體學習的風氣



回應詩歌

主，我願像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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