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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神对你的爱 

圣经最大的启示 - 神对你的爱 - 属天医治与健康第五课《生命根基系列一》读神的话

语 - 从神领受的最大启示是：认识及明白神对你的爱！郑乙蒨传道分享 20230105 

要生命更丰盛？就要明白以下这些生命关键！  带着谦卑的心学习了，就能帮助你

改变与神的关系，更能够识别和战胜敌人的攻击，更能够从神领受并且去帮助人

（无论正在经历什么）！靠圣灵（用神的话）心态和关系都能改，服事更合神心

意，更会用权柄胜过敌人，增  添丰盛–包括属天医治和健康！ 

第一课：开启心胸看神怎样爱你！ 
第二课：灵魂体 ——开窍看神怎样造你！ 

第三课：在基督里 ——开眼看神这样看你！ 

第四课：在基督里 ——开脑想这才是真的你！ 

第五课：神的真本性 ——原来神是这样的！ 

第六课：原来这些权柄是你的！ 

第一课关乎神对你的爱，是最关键的一课！  

1. 这是你作为信徒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约翰福音 3:16） 

2. 这不是在谈论你对神的爱 - 不是基于你的表现，同样， 

3. 向祂显示你的爱 - 也不应该基于表现、行为或出于害怕。 

有基督徒错误以为必须：“凭做工赚取” 神给你好处，譬如“如果你爱神，

你就要去教会...做工...给予”等等。当不能做到，便以为是不够爱神。 

 

4.《约翰一书 4:8》 神就是爱。 

神的本质、个性以及祂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基于祂对我们的爱，而不是基

于我们的功劳。 

 

5. 《马太福音 22:34-40》最大的诫命是爱 

 –专注于神对你的爱会带你进入恩典。 

 –神的恩典就是：将人不配得到的给人 （白白的领受恩典“礼物”） 

 Grace of God: GIVE us what we do not d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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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耶稣和天父“动了慈心”“怜悯的心” 

  –神的怜悯就是：不将人配得到的给人（耶稣都担当了！） 

 Mercy of God: NOT give us what we do deserve 

 

约翰一书 4:8 – 神就是爱：祂的真本性、性格和祂所做的一切都完全出于

祂对我们的爱，而不是因为我们的优点或配得。 

因为耶稣怜悯人：这是祂对人行善（看以下例子）的唯一动机！（太 9:36

见许多人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动了恻隐之心） 

给人吃饱: 太 15:32,可 8:2; 给医治: 太 14:14,  太 20:34; 可 1:41; 饶恕: 太

18:27; 释放被鬼附的: 可 5:19;  给信心和释放: 可 9:22-23; 使死人复活: 路

7:13; 教导人天父的心肠–要拯救被劫垂死的: 路 10:33; 让失落的回归(与天

父恢复关系): 路 15:20-24 ; 教导许多人: 可 6:34。 

 

7.  爱就是神 《约翰一书 4:7-8》爱激励我们！ 

 人的爱产生惧怕 - 讨人的喜悦只会使你被束缚。 

 神的爱带来自由 - 当你知道神有多爱你，谁还在乎其他人怎么想！ 

 在神迹奇事中运行是源于明白神多么爱你，多么爱人！ 

明白神的爱 - 产生对神的信心。 

明白神多爱你 - 你才会明白神多爱他人。 

停止祈求神的医治 - 意识到医治已经完成了！ 

这也会影响我们 – 如何彼此对待彼此相爱。 

能够爱人而不轻易冒犯人。 

也能够拒绝被冒犯，免于被冒犯！ 

 

明白神对你的爱 

学习神的话 – 要明白的 - 最重要的关键！你看神的一切话语 – 要看

见祂的爱！ 

很多人认为他们已经知道关于神的爱的一切，想要进入“更深的”事

情 (弗 3:14-20) (林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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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把神的爱个人化 

    神爱这个世界，但祂对我的爱是特别具体的。 (诗篇 139)  

 

9. 神的爱会改变你读神话语的方式 

你可以读神的话语并从中找到律法规条，或者， 

你可以像神所写的目的那样 – 读出他想帮助人认识祂，认识祂的

爱！ 

 

10. 彼得/约翰对比 

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他站在十字架旁。 

     被神的爱所环《绕约翰一书 4:17》  

耶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彼得严厉而僵化！ 

     彼得逃离迫害。 

 

明白神对你的爱 

11. 会产生对神的信靠，并因此产生顺从。 

顺从会产生爱的榜样 - 给这个世界和其他信徒。 

生出爱的果子 - 奇迹，神迹等等。 

明白神对你的爱： 

1. 彻底改变你与神的关系 

2. 使你能够识别和战胜敌人的攻击 

3. 有能力从神领受并且去帮助人（无论正在经历什么） 

 (1) 明白神对你的爱将彻底改变你和神的关系 - 到神面前 

1) 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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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基于祂的义以及 

3) 是基于我们儿子和女儿的身份(希 4:16) 

神的爱使我们回应而能够爱神。(约一 4:19) 

我们爱祂是因为祂先爱我们。 

我们做工不是为了获得接受， 

而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接受、被恩膏了。  

如何在神的爱里成长？ 

学习神的话语 – 要看见父神的爱。 

请神的圣灵教导 – 要明白关于神的爱。 

不要满足于发现神的爱 - 你要勇敢接受祂的爱！ 

请神向你显示祂多爱你 - 每一天。 

你的心会识别神对你的爱！ 

这对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2) 明白神的爱使我们有能力对敌人的谎言和攻击说不 

与神相爱 - 给我们对魔鬼说不的渴望和能力。 

神的爱 - 使你明白你的价值。  

神的爱 - 使你能分辨什么是基于恐惧或是基于爱。 

马太福音 3 & 4章 - 耶稣被试探以及如何战胜试探。 

祂明白祂是“神的爱子”。 

你要明白及接受“我是神的爱子” 

 (3) 我们如何教导别人关于神的爱？ 

让人知道神并不害怕显现祂自己，或羞于“炫耀”祂对祂新妇的爱。 

能够分享关键的经文，学会向他人解释这些经文，说明神话语中的

每一件事如何被神的爱所激励。 

解释神的爱与人的爱的不同。  

解释神的爱和恩典是建立在祂的良善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

好行为和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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