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你是如何感受到神愛你？



十架的愛



7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8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馬書 5:7-8



十架的愛

神的同在



21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
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22 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 23 「必有童女懷孕生
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
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馬太福音 1:21-23



十架的愛

神的同在

神的創造



21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
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22 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 23 「必有童女懷孕生
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
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馬太福音 1:21-23



十架的愛

神的同在

神的創造

神的旨意



16要常常喜樂， 17不住地禱告， 18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撒羅尼迦前書5:16-18



<一> 律法是神為愛人而寫的



所以凡有血氣的，
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

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羅馬書 3:20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 3:16-17



37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38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39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

40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馬太福音 22:37-40 



愛神:

1. 不可有別的神

2.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3.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

4.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愛人:

5. 當孝敬父母

6. 不可殺人。

7. 不可姦淫。

8. 不可偷盜。

9. 不可作假見證。

10. 不可貪戀。



(二) 讀律法的正確態度



1 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
2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
出來。3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愛神:

1. 不可有別的神

2.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3.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

4.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愛人:

5. 當孝敬父母

6. 不可殺人。

7. 不可姦淫。

8. 不可偷盜。

9. 不可作假見證。

10. 不可貪戀。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
地上得以長久。

出埃及記 20:12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
地上得以長久。

出埃及記 20:12 

你們做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
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以弗所書 6 :1-2



• 埃及記21:15  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

• 出埃及記21:17  咒罵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

• 申命記 21:18-21 18「人若有頑梗悖逆的兒子，不聽從父母的
話，他們雖懲治他，他仍不聽從， 19父母就要抓住他，將他
帶到本地的城門，本城的長老那裡， 20對長老說：『我們這
兒子頑梗悖逆，不聽從我們的話，是貪食好酒的人。』 21本
城的眾人就要用石頭將他打死。這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
除掉，以色列眾人都要聽見害怕。



• 箴言 1:8 

• 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誨，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

• 箴言 23:22 

• 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你母親老了，也不可藐視她。

• 箴言 30:17 

戲笑父親，藐視而不聽從母親的，
他的眼睛必為谷中的烏鴉啄出來，為鷹雛所吃。



1你們做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
4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
養育他們。

以弗所書6:1, 4



• 利未記19:3 你們各人都當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
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 利未記19:32 在白髮的人面前你要站起來，也要尊敬老人，
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

• 以西結書 20:18-19 18『我在曠野對他們的兒女說：「不要遵
行你們父親的律例，不要謹守他們的惡規，也不要因他們的
偶像玷汙自己。 19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你們要順從我的律
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愛神:

1. 不可有別的神

2.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3.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

4.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愛人:

5. 當孝敬父母

6. 不可殺人。

7. 不可姦淫。

8. 不可偷盜。

9. 不可作假見證。

10. 不可貪戀。



• 出埃及記 21:12 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

• 申命記 22:8 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圍安欄杆，免
得有人從房上掉下來，流血的罪就歸於你家。



愛神:

1. 不可有別的神

2.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3.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

4.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愛人:

5. 當孝敬父母

6. 不可殺人。

7. 不可姦淫。

8. 不可偷盜。

9. 不可作假見證。

10. 不可貪戀。



利未記 20:10 與鄰舍之妻行淫的，姦夫淫婦都必治死。

不忠



(三) 感受神愛你的訣要



禱告祈求



十架的愛

神的同在

神的創造

神的旨意



禱告祈求

數算恩典



十架的愛

神的同在

神的創造

神的旨意



禱告祈求

數算恩典

讀經禱告



十架的愛

神的同在

神的創造

神的旨意



禱告祈求

數算恩典

讀經禱告



結論 :  

願我們不僅知道神是愛祂愛我們，天天在生活中感受神的愛，
而且從神的話認識神，在律法中明白神的旨意體會祂的愛。



耶和華是愛 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
神令我醒察心中的幽暗 共同渡每一天

耶和華是愛 在困境中祂保守引牽
神為我擺設豐足的恩惠 在危難也不會變



在世間 主恩與共 祂的愛存在常無盡
神為我施恩惠 保守勉勵 共同渡此世

耶和華是愛 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
無限滿足快樂湧於心裡 在危難也不會變



在世間 主恩與共 祂的愛存在常無盡
神為我施恩惠 保守勉勵 共同渡此世

耶和華是愛 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
無限滿足快樂湧於心裡 在危難也不會變 (2x)



祝 福
Benediction



基督在上 基督在旁
jī  dū zài shàng jī   dū  zài páng

基督在內 不斷引領
jī   dū  zài  nèi bù duàn yǐn lǐng 

基督在後 又在前
jī   dū  zài hòu    yòu zài qián 

我所愛 生命 主宰
wǒ suǒ ài shēng mìng zhǔ zǎi

Christ above us  Christ beside us 

Christ within us  Ever guiding 

Christ behind us  Christ before 

Christ our love  our life our Lord



Christ above us  Christ beside us 

Christ within us  Ever guiding 

Christ behind us  Christ before 

Christ our love  our life our Lord

基督在上 基督在旁

基督在內 不斷引領

基督在後 又在前

我所愛 生命 主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