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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约翰 3:16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
他们，叫一切 信祂 的，
不致 灭亡，反得 永生。

约翰 10:10b



I. 领受阿爸父的爱
面对的 障碍.



约翰 8:44
启示录 12:10

1. 扭曲 的阿爸形象.



2. 不良 的经历:

➢ 创伤;

➢ 情绪虐待;

➢ 谩骂;

➢ 拳头纪律.

P Rico



3. 恶者权势 的营垒

水泥路径 和 RI 混凝土

哥林多后书10:4-5
4 … 营垒， 5 将各样的计
谋 (logizomi) ，各样 拦阻人
认识神 的那些 自高之事
(hypsoma) ，一概攻破了。。。



II.为什么我们需要
继续 的领受阿爸父
的爱？

恢复活力 …



1. 领受阿爸父的爱是开启 得救 之门的钥匙

约翰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
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
信祂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一书 4:10 不是我们爱
神，乃是神爱我们，差祂的儿
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
就是爱。



2. 领受阿爸父的爱是开启 成圣 之门的钥匙

哥林多后书13:14 愿主耶稣基督

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
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孤儿的灵 vs 神儿子的灵
罗马书 8:15-16

比较, 比赛, 妒忌, 嫉妒失败者



3. 领受阿爸父的爱是开启 胜过 爱世界的钥匙

爱父
的心爱世界

约翰一书 2:15-16

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
他里面了。 16 因为，凡世界上

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
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
来的。



A.  眼目的情欲 是你看了就引发心思的 幻想，
并且极度 想得到。

职业 朋友

科技工具

$$$ 提升

车性

衣饰

大房子

色情网刊 最新型手机

领受阿爸天父的爱是关键。

它提供给我们抵挡眼目情欲的能力。



领受阿爸天父的爱是关键。

它给我们抵挡 肉体情欲，并 成圣 的能力。

车子
$$
$身份

物资

职业

嗜好

高攀权威

名牌货

性

大房子

色情网刊

B.  肉体的情欲 是在生活中实际的 经历 了眼
目所投射的情欲。



C. 今生的骄傲是关乎我们的身份和自尊。

我们常会在。。。中寻觅:

-人际关系.

-高攀权威.

-工作和表现.

-职位和尊严.

- 所拥有的
领受阿爸天父的爱是关键。

它可以抵挡 今生的骄傲，给我们有尊荣的 身份



4. 领受阿爸父的爱是开启 能力源头
的钥匙，迎来生命充足和超越的
丰盛。

以弗所书 3:20 神能照着 运行在我
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 地成就

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Context



以弗所书 3:16-19 
16 求祂按着祂丰盛的荣耀，借着祂的灵，叫你们

心里的力量刚强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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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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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对比容量

500公升 对比 5000公升
以利亚 和寡妇 –油面粉/罐子



III. 阿爸天父的爱
怎样 临到我们？



1. 我们都不能凭自己来爱上帝.
我们必须先 领受 并 经历 上帝的爱。

约翰一书4:10 不是我们
爱神，乃是 神爱我们，
差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
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我们必须先经历祂的爱



2. 为什么? 因为爱的 开始，爱的 泉源 和爱的 源头
都是来自上帝

约翰一书4:16 …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
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必须先经历祂的爱



3. 因为神 先 爱我们，我们是以神的爱来 回应 祂。

约翰一书 4:19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以从神
而来的爱爱祂



4. 我们才能以 上帝 的爱去爱别人。

罗马书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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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当我们 不再 经历 神，不再 藏 在祂的爱里，我们就
会还原到本来的 肉体-败坏-原始 的爱里，并彰显在
工作的表现上，宗教的仪式中 和 自我的放纵里。

希伯来书 6:1 …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
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
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
信靠神



浪子的比喻



大卫
和

约瑟
的故事



雅各书 1:13-15
13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 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14 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

惑的。
15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

一个人怎么会犯罪？



思想, 想法, 建议, 
提呈, 计划, 决定

所有的思想，想法，建议和

梦想 。。都来自 3 个源头

一个人怎么会犯罪？



犯罪的试探

心中有罪孽
被罪吸引

一个人怎么会犯罪？



大卫
和

约瑟
的故事



诗篇 27:10 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必收留我。。。。。
也不要离弃我。

诗篇 69:8 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
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



总结

你愿意 重新 来领受
阿爸天父的疼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