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 

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 

虽然生命中狂风和暴雨接连不断来 

我仍然用永永远远爱着耶稣 

哦阿爸天父，是我呀你儿女 

是我一生都配得你恩典 

哦阿爸天父，是我呀你儿女 

使用我合乎天父你的旨意 

 

作者相信我们都很熟悉以上的歌，并且常常唱那首歌， 以上的

歌阐述了我们其中 一个的心愿，就是爱上帝。 

作为已得救的上帝的儿女，我们当然十分感激并且感恩，因此我

们很爱上帝, 因为若主耶稣没有救赎我们，我们肯定要进入地狱。 

借着主耶稣的救赎之恩，我们不但得救以及不必进入地狱了，并

且能够进入天堂以及称得上上帝的儿女。 

爱上帝的种种表达 



如果我们仔细看看的话，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表

达他们对耶稣的爱。 有的人在家里挂着爱耶稣的木牌，如：

“主耶稣，我爱你”等等。有的人在他车后面贴着：“I Love 

Jesus” 或穿着写有 I Love Jesus 的衬衫。 

有的人借着亲吻钉于十字架上的耶稣之像表达的，有的亲

吻主耶稣婴儿时的像等等。除此之外，有的人亲吻主耶稣的图画，

也有一些人在主耶稣之像面前点蜡烛。 

有的人在复活节时，用更极端的方式去表达的，他们试图

想尝试主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上时的苦难，所以愿意背起沉重的十

字架， 甚至为了表达对主耶稣的爱，自己愿意去体会主耶稣所

经历过的， 头上真的戴上荆棘冠冕，背起那块沉重的十字架，

双手与双脚也同样钉于十字架上。 

一部分人则通过亲吻圣经表达他们对主的爱，因为他们相信约翰

福音所说的，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而圣经就是上帝的 话语，

所以为了表达对主耶稣的爱，他们就亲吻圣经。 



其他人通过赞美与敬拜的方式去荣耀上帝。有的人通过常常参加

聚会，甚至尽可能越多越好，几乎每天在不同的 教堂参加聚会。

一些信徒则通过成为同工，参加各种各样教堂里的事工如：接客、

唱诗、奏乐、调声、行政管理、等等。那些参加以上事工的人几

乎每天都会有很忙的服侍活动。 

那么，爱上帝到底是怎样的？ 

 

按照上帝的话语爱上帝 

关于爱上帝的事，圣经到底是怎么看待的呢？主耶稣在约

翰福音第 14 章: 21、23  节与 24 节的上半部里 解释了怎样去爱

他。 

14:21 接受我的命令又遵行的，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父必定

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 

此事于第 23 节里再次被提到, 耶稣道：“爱我的人必遵行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与他同住。”  



于第 24 节上半部也被提到: “不爱我的人不会遵行我的道。” 

从以上经文，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爱耶稣就是那些遵守上

帝的命令并且去行上帝的话语所吩咐的。 

遵守我的道这句在新国际版的圣经里使用了  “ has my 

commandments, “ 意思为拥有我的道，而去行 使用了“obeys”, 

意思为“顺服 ”。 

The person who has my commandments and obeys them is 

the one who loves me. The one who loves me will be loved by 

my Father, and I will love him and will reveal myself to him." 

所以爱上帝包含了两件事：第一就是遵行或拥有上帝的命令并且

顺服去行。 

我们在下面会一一谈论此事。 

 

                遵守或拥有上帝的道 



遵守或拥有上帝的道的句子是放在行字前面或去行之前的句子。 

为何如此？让我拿一个比喻去解释。 有个年轻小伙子年爱上了

一个姑娘。每次他见到他心爱的姑娘就会给她送一朵花来表达对

她的爱。 

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姑娘在接受那个小伙子年送来的花时，显得

不太高兴。那个小伙子不停地自问：“为什么我心爱的姑娘在接

受他送来的那朵花时显得很不高兴，送来的玫瑰花不是人人都公

认的爱的象征吗？他的一个好朋友说: “也许不够多。” 

所以他再过去送花时，他不只送了一朵，而是送了好多好多的花。

但是那位姑娘反而很不高兴，甚至拒绝了并且要求不再联系了。 

听了之后，这个小伙子心里感到天打雷劈，休克了一阵子，然后

开始问了他身边的朋友为什么他心爱的姑娘断绝了关系。 

有的人说: “那个姑娘可能是个看重物质的人， 你送的只是花，试

试送别的东西。 有的人也提出了其他建议，但是他觉得都不正

确，并且没有得到他最满意的答案，最后他去看了一个心理专家。 



这位心理专家叫那个小伙子从头到尾讲述他所经历的事情。 讲

完了之后，这位心里专家问他: “ 我可以借一会儿您的手机吗？让

我看看你们是怎样谈的。” 这位专家看了手机上所写的对话之后，

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位姑娘拒绝了他。 

在那聊天室里，那位姑娘很清楚地告诉那个小伙子她不喜欢花是

因为她患了 hayfever。若她闻到了灰尘或花的味儿，她就会发烧。

这个姑娘已经用了委婉的语气也用了直接的话告诉了这个小伙子。 

遗憾的是这个小伙子从不仔细读读那位姑娘所写过的信息，他也

只是在约她时才发信息，如：“某某时间，我会到。” 那个小伙

子从来没有读过那位姑娘所发的信息，短信与发过去的文章。 

我们也许对那个小伙子不理不睬的态度而笑话他，但是我们与上

帝的关系可能也有一样的态度。 上帝借着牧师的讲道、每日灵

修、圣经上的经文向我们发了信息并且介绍了他自己、他的旨意、

他所憎恨的以及他在圣经里所定的律法。 

我们在听道时，是否已经预备了自己并且专心专意去倾听？还是

自己已经犯困了并且在听道时胡思乱想。 



我们是否常常读经？还是自己直到现在都没有读过创世记到启示

录的内容。若我们不认真去读经，那么我们就很难遵守并且拥有

或明白上帝的命令。 

 

行上帝的命令 

我记得几年前当我的儿子还在美国的时候，因为孩子想溜雪，所

以我们去加拿大旅游。当时我们租了一辆车。 因为只有我的孩

子去溜雪，所以他建议我们不必在他溜雪的地方等他，因为气候

很冷并且我们可能会因此不耐烦。他建议我们在雪山脚下的一个

名叫 Whistler 的小村里等他。 

所以他就带我们到他溜雪的地方，好让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然后

为了熟悉一下路途也带我们去 Whistler，到了那边之后我们再回

到溜雪的地方，他下了车后，我就把车开到 Whistler 去了。 

我到了那个村子后， 就发现那个村子很不错，因为村子里有很

多咖啡馆、餐厅、酒店与商店。 我试试找一个停车场，然后我

找到了一个很多车都停在那边的停车场，于是我就把车停在那边。



下午，我的孩子下山后，他就到我们等他的地方。当我们要上车

回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车已被罚款了，我自己很吃惊为什

么会被罚? 

我的孩子将那罚款条拿过来并读完后，笑着说： “爸，你停错了

呀！” 我回他说: “其他车辆也停在这边。” 我的孩子说：其他车辆

时不超过两个小时停的。 爸爸要看那边的路标， 上面写着： 从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允许最多停两个小时。”  所

以是我自己不了解才被罚的。我们从以上故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虽然我不愿意犯交通规定，但是因为我自己不了解，最后犯了交

通规定。 

所以当我们从来不了解圣经，并且从来没有读经，没有好

好听道时，那么我们就很难成为一个行道的人。 为何如此？ 因

为我们不了解上帝想要我们去行的， 不了解应该遵守哪条命令。 

我曾经在一次聚会讲道，讲道的内容也是提到了听道与读

经的重要性。讲完了之后，与一位同工握手时，那位同工便说：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侍奉，我对侍奉方面很认真。” 当时因为



活动已结束了并且天已经很晚了，所以我没来得及告诉他，但是

若有机会，我肯定要跟他说: “ 即使您认真地去侍奉，但是如果您

不明白他，您肯定不能按他的旨意去侍奉他。 

我就此举个例子， 若我们雇了一个新的佣人并且那个佣人

能够在我们的地方工作而开心，甚至下定决心要好好地去工作，

我们就会很高兴地雇用他。第二天凌晨四点钟他就起来工作，拿

着吸尘器，在每个屋子的角落来来回回去吸尘 “ 嗡嗡…嗡嗡….当

他看到了我们房间的门上有很多灰尘的时候，就将吸尘器贴在门

上去吸尘，并且也吸一吸窗户上的灰尘。 

然后他进了我们的工作室，看到了桌子与墙上乱贴的小贴

条后，心里就想：“ 嗯， 这个房间挺乱的，到处都是小贴条， 有

一些报纸片在墙上乱贴，桌子上也有许多写有很多文字的老文件。 

接着，他就将那些贴在墙上的小贴条与报纸片拔掉，撕掉

了之后丢在垃圾桶里。他也拿了那些老文件，然后把它们丢掉了，

之后将新的白纸放在桌子上。他也合上了那些翻开的书，并且擦

干净了，将那些书整整齐齐地放在桌子上。 



我想问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像他一样的佣人，我们是否很

高兴？我 相信我们都会很生气的，并且当天就开除他，因为所

贴的贴条和报纸片可能不是乱贴的，写的可能是那些我们必须看

的信息。 

那些写有文字的老文件也不是没用的纸，而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我们正在修改的文件。那些翻开的书也是因为在一些翻开的

页上有个很重要的信息才翻开的。所以那位佣人所做的给我们带

来了巨大的损失，并且解雇他可能也代替不了那些损失。 

若我们仔细看看，那位佣人其实没有一点叫我们承受损失

的意思，他的本意甚至是为我们将最好的表现出来给我们看。 

若不了解上帝而侍奉他也会如此，可能很像他所做的那样，

我们以为我们所做的讨上帝喜悦以及荣耀他，其实我们反而污辱

他并且叫他伤心。我们希望能够蒙上帝的祝福与表扬，但是我们

得到的可能是相反的。 

所以那位佣人若想更好地去工作，那么他到底应该怎样做

呢？ 他首先要先听听雇主的吩咐并且要多多问雇主：“先生，



早上若我想用那台吸尘器可以吗？因为有可能那台吸尘器的声音

能够打搅他雇主睡觉。也能够问： “我可以打扫一下您的工作室，

若可以，要我怎样做？ 那些贴在墙上的要搬到别的地方还是要

扔掉？等等类似的问题。 

所以侍奉上帝也是如此，若我们更认识上帝以及他的律法，那么

我们会更好地去侍奉他。 

 

         侍奉上帝的酬劳 

约翰福音第 14 章：21 “ 接受我的命令又遵行的，就是爱我的人。

爱我的，父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 

以上的经文揭示了爱主的酬劳是何等伟大，当我们爱主时，父与

基督必定爱我们，甚至主会亲自向我们显现。 

第 23 节进一步解释亲自向他显现这句话的意思： 

”爱我的人必遵行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 

他那里与他同住。“ 



所以爱主的酬劳就是主爱他并且与他同住。 若主与我们同住，

那么我们与他的关系很亲密，并且主会一直看守与安排我们生活

中的每一个脚步。 不过，不是意味着万事如意或生活中没有一

点问题与面对的挑战，也不是总是健康、成功并且财源滚滚而来

的意思。我们要继续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主一定看顾并且赐给我

们力量。 

尽 心 、 尽 性 、 尽 意 、 尽 力 爱 主  

因为爱上帝的酬劳是何等伟大，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认真地去爱主。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12 章：30 节道 :  “你 要 尽 心 、 尽 性 、 

尽 意 、 尽 力 爱 主 ─ 你 的 神 。”       

尽心就是我们的心专一无二。 若我们真的爱主耶稣，那么不管

是玛门还是其他的神也好，除了主耶稣我们都不爱。我们不能成

为口口声声说爱主，但其实我们更爱钱财，并且我们的态度与选

择只是凭钱财而定的。 



主耶稣说: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

是重这 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

财利的 

意思） 。”请读一读作者所著的 < 耶稣对玛门>一书。 

 

尽性 (印尼文: 用全灵魂翻译的) 

全灵魂是怎样的？ 人有三个部分组成的：身体、性命与灵魂。 

但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死了，性命没了，灵魂离开了身

体。所以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那么灵魂也还在我们的身体上。 

那么全灵魂这里指的是我们全部的生活，也就是我们的一生。 

但是全灵魂爱主不光讲了从出生到死这个时间段，并且强调了无

论遇到怎样的情况都要爱主。不管事情好与坏、蒙祝福与否、祷

告是否得到回应与否，我们都要爱主。 

所以尽性爱主的意思就是不管遇到任何情况，甚至因主的名字遇

到逼迫时我们都要爱主。 

尽意          



我们要全意爱主就是爱主要凭理解或要以所得的知识爱上帝的，

而不是盲目去做我们自以为正确的事情或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们要自己尽力学习明白上帝的旨意。 

与此事相关的经文，彼得后书第 1 章：5 节道： 

”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识。“  

  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信心在德行上表现出来，但不但如此，我

们也要凭知识爱上帝，我们要多多读圣经来明白上帝话语的意思，

并且常常祷告，好让圣灵赐给我知识。 

尽力 

        最后即尽力，意思是尽我们所有的，我们的身体；时间；

财富；人际关系，知识；技能，及我们的一切。 

 

马可福音 12: 30 的实际应用 

 



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尽心听神的话语， 这意味着专心听讲道，而并非边听边玩手机，

电子品，或拍拍照，聊聊天。我们要专心倾听讲道。  

        尽心听神的话语，这意味着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依然持续不断地来听神的话语。不仅在平安无事的时候，而且在

面临许多困难的时候，我们依然坚定不移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倾

听神的话语。 

        尽意听神的话语，这意味着用悟性倾听，全力试图了解内

容，甚至抽出时间思考讲道的内容。 

 

       尽力听神的话语，这意味着拼命抵抗所有困扰我们的因素，

比如犯困，注意力不集中，等，以便能专心倾听神的话语。我们

也不会以生病，堵车，天气不好为理由，因若我们尽力，定有办

法 能来到教堂听神的话语。 

 



读圣经 

        尽心读圣经意味着我们花了特定的时间，而并非觉得有空

时才读圣经。另外，我们会在自己最精神，最能集中注意力的时

间去读圣经，而并非晚上睡觉前才去读。 

       尽性读圣经意味着我们这一生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

会读圣经。 

       尽意读圣经意味着我们不但要读还要了解圣经的内容。于是，

在读圣经之前，要事先祷告，求上帝让圣灵帮助，带领，引导并

向我们赐予正确的认识，让我们能了解所读的神的话语。 

        尽力读圣经意味着在我们的眼睛尚处于良好的情况下时，

我们要读圣经。当眼睛恶化但耳朵尚好时，我们可听别人读。当

我们的眼睛和耳朵都恶化时，我们尚可用盲文读圣经，或让人解

释其意思。在认识上帝与其律法之事上，我们能做到的，都必须

做。 

 



实行神的话语 

        尽心实行神的话语意味着我们因爱上帝而实行神的话语，

并非出于别的理由，如渴望别人的夸奖，或想要别人表扬我们为

一个好人。 

        尽性实行神的话语意味着不论处于任何情况下，依然实行

神的话语。 

        尽意实行神的话语意味着凭着上帝的旨意实行神的话语而

并非凭着自己的感觉。 

         尽力实行神的话语意味着凭借我们所有的力量去实行神的

话语。 

 

 实行神的话语之一些例子 

孝敬父母 

马太福音 19；19   “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我们的父母或许不是理想的父母，或许也常让我们失望，

又或许不够有责任感及常伤害我们，但我们依然孝敬他们，为何？

因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因爱上帝而行的。 

        人也是一样。或许我们周围的人并非好人，而是恶人，他

们偷我们的东西，侮辱并敲诈我们，但我们会因爱上帝，而爱他

们。 

 爱妻子 

以弗所书 5：33 说道，“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

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我们的妻子或许并非理想的妻子，话多，不够能干，不够

有智慧，经常惹事以及有种种缺点，但我们爱她因我们爱上帝。

上帝让我们爱自己的妻子，我们就照上帝的旨意去做。  

妻子敬重丈夫 

 



        我们的丈夫或许并非值得敬重的丈夫，或许他没有责任感，

粗鲁，好新多异心，常喝醉，赌博及有种种缺点，但我们敬重他

因我们爱上帝。 

不伤害儿女的心 

歌罗西书 3：21 说道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

怕他们失了志气。” 

        我们的孩子或许并非如我们想象的，成绩也不好，经常惹

事，不讨人喜欢，但我们要依然用智慧教导他们，以便不伤害他

们的心，因这就是上帝所吩咐的。 

看顾亲属 

提摩太前书 5：8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

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我们的经济条件或许很有限，但倘若有的亲戚囊中羞涩，

我们也会尽力照顾他们。我们帮助有困难的亲戚并非让自己看起



来有多么伟大，也不是为了得到他们的爱或尊重，但仅仅是因为

我们爱上帝。 

以恩慈相待存有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以弗所书 4：32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我们必须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及彼此饶恕，正如上帝

爱并饶恕了我们一样。 

爱我们的仇敌 

路加福音 6：27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

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耶稣知道跟随他的人将被万人敌视。众人会憎恨，隔离，

指责及排斥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应当不是因对他人不利，讨人厌恶，或麻木不仁而与万人树

敌。 

 



        但虽然我们照上帝的旨意生活，并坚定不移地依靠真理，

仍会与人树敌，因这世界是恶的。我们正确的生活方式将直接或

间接地攻击他人的罪行，于是他人将试图诋毁我们以便为他们的

罪辩解。虽我们受毁谤甚至因行真理而被逼迫，我们不要报复这

些人但必须爱他们，因为這就是上帝的旨意。 

        实际上，当我们爱仇敌时，我们正在爱上帝，因我们正在

实行上帝的命令。 

爱上帝，却恨亲属 

约翰一书 4：20 说道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

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有

古卷作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 

        爱兄弟姐妹乃是爱上帝的表现。相反的，不爱兄弟姐妹表

示我们也不爱上帝，而恨兄弟姐妹乃是恨上帝的表现。 

 



马太福音 25：31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32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

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33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34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

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35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

你们留我住。 

36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

里，你们来看我。 

37   义人就回答说，主阿，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

了给你喝？ 

38   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39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40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

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41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

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42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43   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44   他们也要回答说，主阿，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

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 

45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

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46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