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中成长

第五课 你是我⼼所爱



2021 新年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民数记 6章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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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小⽺ 爱中成长

第⼀课 在爱的关系中成长
• 认识神, 在爱的关系中成长

• 我们爱神，爱⼈, 自重

第三课 你是我的保障
• 认识神是我们的保护与安全所在

• 我们当壮胆，依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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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课 你是我的好牧⼈

• 认识神是好牧⼈

• 我们跟随牧⼈，听祂声音

第四课 你担当我们的忧患

• 认识基督替代我们受罪的刑罚与痛苦

• 我们学习将痛苦，羞辱交付给神

∙



第五课 你是我⼼所爱

什么是爱? 

爱从哪里来?

爱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希腊文四种爱

希腊文 “爱”的不同的单词:

1. Eros： 激情之爱

2. Phileo：友谊之爱

3. Storge：家人之爱

4. Agape：神圣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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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
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
生。约翰福音3：16



爱的源头:

4:8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
神就是爱。

4:9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
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
显明了。

（约翰一书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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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爱和我们的爱

4:10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
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
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4:19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约翰一书 4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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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103:1-5   大卫的诗

➢ 称颂耶和华，发自内心的

➢ 怎能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 他赦免，他医治，他救赎

➢ 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 美物，知足

➢ 像鹰一般恢复青春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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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
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103:2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
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103:3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
切疾病。
103:4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
慈悲为你的冠冕。
103:5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



诗篇103:6-10大卫的诗

➢ 施行公义

➢ 使摩西知道

➢ 有怜悯、有恩典

➢ 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 不长久责备

➢ 没有按我们的罪，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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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 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
伸冤。
103:7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
人晓得他的作为。
103:8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
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103:9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103:10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
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诗篇103:11-16大卫的诗

➢ 他的慈爱 长阔高深

➢ 东西南北

➢ 阿爸 父

➢ 我们不过是尘土

➢ 野地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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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
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103:12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103:13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
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103:14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
们不过是尘土。
103:15 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
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
103:16 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
也不再认识他。



诗篇103:17-22大卫的诗

➢ 归于敬畏他的人

➢ 从亘古到永远

➢ 子子孙孙

➢ 统管万有

➢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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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7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
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103:18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记念他的训词而
遵行的人。
103:19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
万有。
103:20 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

103:21 你们作他的诸军作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
的、都要称颂耶和华。
103:22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你是我⼼所爱：为什么呢？

爱
“神就是爱。”

（约翰一书 4：8）

永恒
诗篇90：2 诸山未曾生出、地

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

永远、你是神。

恩典
神向被定罪的人，施行他们所

不配领受的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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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洁
利未记11:44：“你们要成为

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怜悯
以赛亚书 55：7  恶人当离弃

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

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

和华就必怜恤他．

公平
神对待人类完全正确和公道的

方法。

上帝的属性



你是我⼼所爱：为什么呢？

真理
神本身是真理：神是完整的，

又是完全的神。神没有可相比

的(赛四十五5)。

无所不知
神有一切的知识，能知道一切

真实的和可能发生的事、过去、

现在及将来的事。

不变性
玛拉基书三章6节教导，有关

神的不变性：“我耶和华是不

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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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在
神的无所不在，给不信服的人

一个警告：人不能逃避神的面。

无所不能
神是全能的，在他凡事都能。

(太十九26)

独一的
神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只有耶和华是神。

上帝的属性



独一的神

➢ 一位神的信仰将以色列民与邻近

的多神宗教分别出来。

➢ 以色列人在每天崇拜时都背诵“示

玛”(Shema, 申六4)。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

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申命记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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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 O Israel: 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 Deuteronomy 6:4



我们的困难

1. 我们可能还活在自我编织的爱的美梦中，尚未破灭。

2. 我们难以相信神赦免我们⼀切的罪孽，医治我们⼀切的疾病。

3. 我们认为我们自⼰以为的美物来满⾜自⼰。

4. 我们爱的世界已经破产，感到绝望。

5. 我们很久没有经历到爱，对神的爱陌⽣，不敢接受。

6. 我们可能还活在偶像的崇拜中，以为它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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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 7：18）



1. 我们将我们在爱中的失败告诉神，祈求祂的医治。

2. 我们求圣灵看见我们爱的⽆⼒，抬起头仰望耶稣。

3. 我们求神的圣灵光照我们，看见有⽆爱的偶像。

4. 学习在信⼼中领受神的爱，学习称颂祂的名。

圣灵的帮助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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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 5：5）



“
8:14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8: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8:16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8:17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

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 8：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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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你信主后，你是如何经历神的爱？请分享。

2. 在你现在的⽣活中，你在接受爱与给予爱的过

程中遇到如何的挑战，你的困惑在哪里？

3. 学了此课后，基督如何建立你的爱？你能否将

⼀件具体需要神的爱的事情与⼈分享，并请⼈

为你用你所学到的经⽂为你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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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

上帝祝福你！



新年新气象，
新年新志向

如何在爱中成长

如何建立与上帝的关系

如何向神唱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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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詞曲：林良真、游智婷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 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 為受屈的人伸冤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 祂的慈愛也何等的深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 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 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 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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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2V9deqq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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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