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可 Mark 12:29-31

29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
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
主—我们 神是独一的主。



马可 Mark 12:29-31

30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 神。』



马可 Mark 12:29-31

31 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31 The second is this: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There is no commandment greater than 
these.”



在爱神中把关系放第一
Put Relationship First in Loving God

▪尽心 Heart

▪尽性 Soul

▪尽意 Mind

▪尽力 Strength

▪ 情感 Emotion

▪ 决定 Decisions

▪ 思想 Thoughts

▪ 行动 Actions





“尽性”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Soul” Mean?

▪ “nephesh ” 旧
约里的希伯
来文 in the 

Old Testament

➢生命气息
breathe



“尽性”是什么意思？What Does “Soul” Mean?

▪ “psychee” 新约里的希腊文 in the New

Testament
➢意志意愿

Will

▪ 有关属灵生命 It’s about LIFE

➢个性 personality

➢热情 passion

➢道路 path



改变更新个性 Renew Our Personality
以弗所 Ephesians 4:21-24 

21 如果你们听过祂的道，领了祂的
教，学了祂的真理，

22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21 when you heard about Christ and were taught in h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uth that is in Jesus. 

22 You were taught, with regard to your former way of 
life, to put off your old self, which is being corrupted 
by its deceitful desires;



改变更新个性 Renew Our Personality

以弗所 Ephesians 4:21-24 

23 又要将你们的
心志改换一新，

24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
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
和圣洁。



改变更新个性 Renew Our Personality

▪ 必须是神赋予的个性
Must be God-given personality

▪ 学习耶稣的样式
Learn what Jesus has demonstrated

马太 Matthew 11:29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
得享安息。

▪ 必须愿意被改变更新
Must be willing to be renewed



充满热情 Be Full of Passion

腓立比 Philippians 3:7-8 

7 只是我先
前以为与
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
基督都当
作有损的。



充满热情 Be Full of Passion
腓立比 Philippians 3:7-8 

8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
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
至宝。我
为他已经
丢弃万事
，看作粪
土，为要
得着基督



充满热情 Be Full of Passion

▪ 你的热情在哪里？Where is your passion at?



價值
取向

價值觀

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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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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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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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

Passion

充满热情 Be Full of Passion
▪ 价值取向中的热情 Passion

in your value orientation



充满热情 Be Full of Passion

▪ 如何拥有“对耶稣的热情 ”
How to have “passion for Jesus”?

➢瞻仰耶稣的荣美，经历“耶稣
对我们的热情”
Experience 

“Jesus’ passion 

for us” by gazing 

upon the beauty of 
Jesus (诗篇
Psalm 27:4)



充满热情 Be Full of Passion

▪ 如何拥有“对耶稣的热情 ”
➢殷勤读经祷告，让耶稣的爱灌
入我们的生命 Impart Jesus’ love into our 

life by diligently reading the Word and praying the 
Word (约翰 John 15:5)



充满热情 Be Full of Passion

▪ 如何拥有“对耶稣的热情 ”
➢藉着圣灵能力，活出神的话在
我们生活每一个细节中，倾倒
我们的爱给耶稣 Pour out our love to 

Jesus by living out the Word in every area of 
our life with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约翰
John 14:23)



行神的道路 Take God’s Path
雅各 James 4:13-15 

13 嗐！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
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行神的道路 Take God’s Path
雅各 James 4:13-15 

14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
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行神的道路 Take God’s Path
雅各 James 4:13-15 

15 你们只当
说：「主
若愿意，
我们就可
以活着，
也可以做
这事，或
做那事。」



行神的道路 Take God’s Path

▪ 聆听神声音 Listen 

to God (约翰 John 10:27)

▪ 顺服神的旨意
Obey God’s will (箴言
Proverbs 3:5-6)

▪ 与神同行直到目的地
Walk with God to the destination



行神的道路 Take God’s Path

申命记 Deut. 5:33 

耶和华—你们 神
所吩咐你们行的，
你们都要去行，使
你们可以存活得福，
并使你们的日子在
所要承受的地上得
以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