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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神愛人

一、最大的誡命

二、如何愛神？

三、如何愛人？



一、最大的誡命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一、最大的誡命

大認信(太16:16)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

的兒子。

大誡命(太22:37-39)

•你要盡心、盡性、盡

意愛主你的神。這是

誡命中的第一，且是

最大的。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愛人如己。

大使命(太28:19-20)

•所以，你們要去，使

萬民作我的門徒，奉

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浸。凡我所吩

咐你們的，都教訓他

們遵守，我就常與你

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



一、最大的誡命

誡命與人的遵行

• 神吩咐人去遵守的命令

• 申6:2 好叫你和你子子孫孫一生敬畏耶和華你的神，謹守他的
一切律例誡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

• 申4:1-2 以色列人哪，現在我所教訓你們的律例典章，你們要
聽從遵行，好叫你們存活，得以進入耶和華你們列祖之神所賜
給你們的地，承受為業。所吩咐你們的話，你們不可加添，也
不可刪減，好叫你們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華你們神的命
令。



一、最大的誡命

誡命與神的愛

• 神是愛的本體，愛的源頭

• 出34:6-7 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
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
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
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
及子，直到三、四代。」



一、最大的誡命

誡命與神的愛

• 神是愛的本體，愛的源頭

• 詩108:4 因為，你的慈愛大過諸天；你的誠實達到穹
蒼。

• 詩136:1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
永遠長存。

His Steadfast Love Endures Forever



一、最大的誡命

誡命與神的愛

• 神是愛的本體，愛的源頭

• 約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神啊！我知道你是愛，
你愛世人，你愛我，永遠不會改變！』



二、如何愛神？

要知道：神命令我愛祂

• 申6:4-5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
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 申10:12 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
是什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
道，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



二、如何愛神？

要知道：神命令我愛祂

• 申11:13 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
愛耶和華你們的神，盡心盡性事奉他，

• 申11:22 你們若留意謹守遵行我所吩咐這一切的
誡命，愛耶和華你們的神，行他的道，專靠他。



二、如何愛神？

要知道：神命令我愛祂

• 約21:15 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 約21:16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
門，你愛我嗎？」…

• 約21:17 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
愛我嗎？」…



二、如何愛神？

要知道：神命令我愛祂

• 太10:37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二、如何愛神？

要知道：我已被神所愛

• 加2:20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
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 弗5:1-2 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
女一樣。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
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
神。



二、如何愛神？

要知道：我已被神所愛

• 羅5: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 啟1:5-6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裡首先復活、
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有恩惠、平安歸與
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
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願榮耀、
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二、如何愛神？

出發點：神的赦罪之恩

• 路7:41-43 耶穌說：「一個債主有兩個人欠他的債；
一個欠五十兩銀子，一個欠五兩銀子；因為他們無力
償還，債主就開恩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這兩個人那
一個更愛他呢？」西門回答說：「我想是那多得恩免
的人。」耶穌說：「你斷的不錯。」

• 路7:47 所以我告訴你，他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
他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



二、如何愛神？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You shall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 心 heart：意志、思想和一切行動的根源

• 性 soul：情感、情緒的活動

• 意 mind：理性、智慧的判斷

• 力 strength (可12:30)：精神、體力、才能、年歲



二、如何愛神？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 可14:3-9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裡坐席的時
候，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打破
玉瓶，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

• 耶穌說：「由他吧！為什麼難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
是一件美事。…

• 他所做的，是盡他所能的；他是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
先澆在我身上。」



二、如何愛神？

有神的話為根基

• 申6:4-5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
一的主。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 申6:6-9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
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
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繫在手上為記
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
並你的城門上。



二、如何愛神？

以神的話為標準

• 約14:15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 約14: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
的…

• 約14:23-24 …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
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與他同住。
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二、如何愛神？

愛神的最佳操練：讀聖經

• 「常在主裡」讀經靈修計畫

• 2021-2-8 開始「馬太福音」讀經靈修計畫

• 配合新約讀經班進度，一天一章，一週五章

• 每日讀經，靈修分享，與主相遇，常在主裡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

教會的元首，耶穌基督



三、如何愛人？

要知道，神命令我愛人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三、如何愛人？

要知道，神命令我愛人

• 利19:18 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
卻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



三、如何愛人？

要知道，神命令我愛人

• 雅2:8 經上記著說：「要愛人如己。」你們若全
守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 加5:13-15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
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
愛心互相服事。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
這一句話之內了。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
怕要彼此消滅了。



三、如何愛人？

要知道，神命令我愛人

• 約一3:18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
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 約一4:20-21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
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
沒有看見的神。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
從神所受的命令。



三、如何愛人？

出發點：神的赦罪之恩

• 弗2:8-10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
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
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
們行的。



三、如何愛人？

愛教會

• 約13:34-35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
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
我的門徒了。



三、如何愛人？

愛教會

• 約15:12-13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
這就是我的命令。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
比這個大的。

• 約一3:11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
所聽見的命令。

• 約一3:16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
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三、如何愛人？

愛教會

• 約一4:9-12 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
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不是我們
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
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親愛的弟兄啊，神既是
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從來沒有人見
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愛
他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



三、如何愛人？

愛眾人

• 帖前3:12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
的心都能增長、充足，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



三、如何愛人？

愛眾人

• 彼後1:5-8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
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
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你們若充充足足的
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
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三、如何愛人？

愛人的最佳操練：傳福音



三、如何愛人？

愛人的最佳操練：傳福音

• 太7:6 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
在豬前，恐怕他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

• 太10:14 凡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話的人，你們
離開那家，或是那城的時候，就把腳上的塵土跺
下去。



來來來，讀聖經；去去去，傳福音！
Come, Let’s read the Bible. Go, Let’s share the Gospel!



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Admit 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 3:23)

•Believe 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你而被
釘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Confess 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關係。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
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決志之後 After you made the decision…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