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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林前林前林前林前林前林前林前13:413:4--8a8a

13:413:413:413:413:413:413:413:4 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又有恩慈又有恩慈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嫉妒愛是不嫉妒愛是不嫉妒．．．．愛愛愛愛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又有恩慈又有恩慈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嫉妒愛是不嫉妒愛是不嫉妒．．．．愛愛愛愛
是不自誇是不自誇是不自誇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張狂不張狂不張狂．．．．是不自誇是不自誇是不自誇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張狂不張狂不張狂．．．．

13:513:513:513:513:513:513:513:5 不作害羞的事不作害羞的事不作害羞的事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求自己的益處不求自己的益處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不輕易發不輕易發不輕易發不作害羞的事不作害羞的事不作害羞的事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求自己的益處不求自己的益處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不輕易發不輕易發不輕易發
怒怒怒怒．．．．不計算人的惡不計算人的惡不計算人的惡不計算人的惡．．．．怒怒怒怒．．．．不計算人的惡不計算人的惡不計算人的惡不計算人的惡．．．．

13:613:613:613:613:613:613:613:6 不喜歡不義不喜歡不義不喜歡不義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只喜歡真理只喜歡真理只喜歡真理．．．．不喜歡不義不喜歡不義不喜歡不義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只喜歡真理只喜歡真理只喜歡真理．．．．
13:7 13:7 13:7 13:7 13:7 13:7 13:7 13:7 凡事包容凡事包容凡事包容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盼望凡事盼望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忍耐凡事忍耐凡事忍耐。。。。凡事包容凡事包容凡事包容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盼望凡事盼望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忍耐凡事忍耐凡事忍耐。。。。
13:8 13:8 13:8 13:8 13:8 13:8 13:8 13:8 愛是永不止息愛是永不止息愛是永不止息愛是永不止息（（（（失败失败失败失败）．）．）．）．愛是永不止息愛是永不止息愛是永不止息愛是永不止息（（（（失败失败失败失败）．）．）．）．

沒有愛心的沒有愛心的沒有愛心的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就不認識神就不認識神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因為神就是愛因為神就是愛因為神就是愛。。。。沒有愛心的沒有愛心的沒有愛心的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就不認識神就不認識神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因為神就是愛因為神就是愛因為神就是愛。。。。
((((((((約一約一約一約一約一約一約一約一4:8)4:8)4:8)4:8)4:8)4:8)4:8)4:8)



愤怒的神愤怒的神愤怒的神愤怒的神？？？？愤怒的神愤怒的神愤怒的神愤怒的神？？？？

�� 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3232
�� 金牛犊金牛犊金牛犊金牛犊金牛犊金牛犊金牛犊金牛犊

�� 利未记利未记利未记利未记利未记利未记利未记利未记10:110:1--66

�� 亚伦的儿子拿答亚伦的儿子拿答亚伦的儿子拿答亚伦的儿子拿答，，，，在耶和华在耶和华在耶和华在耶和华亚伦的儿子拿答亚伦的儿子拿答亚伦的儿子拿答亚伦的儿子拿答，，，，在耶和华在耶和华在耶和华在耶和华
面前献上凡火面前献上凡火面前献上凡火面前献上凡火面前献上凡火面前献上凡火面前献上凡火面前献上凡火,,而被杀而被杀而被杀而被杀而被杀而被杀而被杀而被杀

�� 摩西警告不能哀哭摩西警告不能哀哭摩西警告不能哀哭摩西警告不能哀哭，，，，免得耶免得耶免得耶免得耶摩西警告不能哀哭摩西警告不能哀哭摩西警告不能哀哭摩西警告不能哀哭，，，，免得耶免得耶免得耶免得耶
和华又向会众发怒和华又向会众发怒和华又向会众发怒和华又向会众发怒和华又向会众发怒和华又向会众发怒和华又向会众发怒和华又向会众发怒

�� 民数记民数记民数记民数记民数记民数记民数记民数记16:116:1--35, 4135, 41--4949
�� 可拉和他一党可拉和他一党可拉和他一党可拉和他一党可拉和他一党可拉和他一党可拉和他一党可拉和他一党的抱怨的抱怨的抱怨的抱怨的抱怨的抱怨的抱怨的抱怨

�� 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亚亚亚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亚亚亚
伦发怨言伦发怨言伦发怨言伦发怨言伦发怨言伦发怨言伦发怨言伦发怨言

�� 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
遭瘟疫死的遭瘟疫死的遭瘟疫死的遭瘟疫死的，，，，共有共有共有共有遭瘟疫死的遭瘟疫死的遭瘟疫死的遭瘟疫死的，，，，共有共有共有共有一万四千一万四千一万四千一万四千一万四千一万四千一万四千一万四千
七百人七百人七百人七百人七百人七百人七百人七百人



愤怒的神愤怒的神愤怒的神愤怒的神？？？？愤怒的神愤怒的神愤怒的神愤怒的神？？？？

�� 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6:26:2--77

�� 乌撒伸手扶约柜被击杀乌撒伸手扶约柜被击杀乌撒伸手扶约柜被击杀乌撒伸手扶约柜被击杀乌撒伸手扶约柜被击杀乌撒伸手扶约柜被击杀乌撒伸手扶约柜被击杀乌撒伸手扶约柜被击杀

�� 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2424

�� 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
怒怒怒怒，，，，就激动大卫就激动大卫就激动大卫就激动大卫，，，，使他使他使他使他怒怒怒怒，，，，就激动大卫就激动大卫就激动大卫就激动大卫，，，，使他使他使他使他
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
和犹大人和犹大人和犹大人和犹大人。。。。和犹大人和犹大人和犹大人和犹大人。。。。

�� 于是于是于是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耶和华降瘟疫与耶和华降瘟疫与耶和华降瘟疫与于是于是于是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耶和华降瘟疫与耶和华降瘟疫与耶和华降瘟疫与
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自早晨到所自早晨到所自早晨到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自早晨到所自早晨到所自早晨到所
定的时候定的时候定的时候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从但直到别从但直到别从但直到别定的时候定的时候定的时候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从但直到别从但直到别从但直到别
是巴是巴是巴是巴，，，，民间死了七万人民间死了七万人民间死了七万人民间死了七万人。。。。是巴是巴是巴是巴，，，，民间死了七万人民间死了七万人民间死了七万人民间死了七万人。。。。



憤怒的神憤怒的神憤怒的神憤怒的神, 爱的神爱的神爱的神爱的神,  还是精神分裂的神还是精神分裂的神还是精神分裂的神还是精神分裂的神?



四个时代四个时代四个时代四个时代四个时代四个时代四个时代四个时代

�� 律法前（亚当律法前（亚当→→摩西）摩西）

�� 律法时代（摩西律法时代（摩西→→耶稣）耶稣）

�� 恩典时代（耶稣恩典时代（耶稣→→主再临）主再临）

�� 千喜年代（主再临千喜年代（主再临→→新天新地）新天新地）



律法前律法前律法前律法前（（（（亚当亚当亚当亚当律法前律法前律法前律法前（（（（亚当亚当亚当亚当→→→→→→→→摩西摩西摩西摩西））））摩西摩西摩西摩西））））

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
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罗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罗 5:135:13））

例子：例子：
�� 亚当犯罪亚当犯罪

�� 该隐杀亚伯（创该隐杀亚伯（创4:34:3--1616））

�� 亚伯拉罕娶妹妹（创亚伯拉罕娶妹妹（创 20:12)20:12)

你的姊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你的姊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
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她们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她们
的下体。（利未记的下体。（利未记 18:918:9））



律法时代律法时代律法时代律法时代（（（（摩西摩西摩西摩西律法时代律法时代律法时代律法时代（（（（摩西摩西摩西摩西→→→→→→→→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1.1. 律法使罪顯明律法使罪顯明, , 使人知罪使人知罪：：罗罗7:7b 7:7b 只是非因只是非因
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
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2.2. 为过犯而加添的为过犯而加添的：加：加3:19 3:19 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律法是为什么有的
呢？原是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等候那蒙应许的子
孙来到。孙来到。

3.3. 律法是罪的權勢律法是罪的權勢：：罗罗7:5 7:5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因为我们属肉体的
时候，那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就在我们肢体
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5:20 5:20 律法本律法本
是外添的，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叫过犯显多。。



律法时代律法时代律法时代律法时代（（（（摩西摩西摩西摩西律法时代律法时代律法时代律法时代（（（（摩西摩西摩西摩西→→→→→→→→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1.1. 律法律法叫人受叫人受咒詛咒詛：加：加3:103:10凡以行律法为本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
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2.2. 律法叫人死律法叫人死：林后：林后3:6 3:6 因为那字句因为那字句((律法）是律法）是
叫人死，精意（圣灵）是叫人活。叫人死，精意（圣灵）是叫人活。

3.3. 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律法是训蒙的师傅: : 加加3:23 3:23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但这因信得救的理，
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
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3:24 3:24 这样律法是这样律法是
我们我们训蒙的师傅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
们因信称义们因信称义。。



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

惟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惟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
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

OhOh, that their hearts would be inclined to fear me , that their hearts would be inclined to fear me 
and keep all my commands always, so that it and keep all my commands always, so that it 
might go well with them and their children might go well with them and their children 
forever! forever! （申（申5:295:29））

�� 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麽？不是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麽？不是
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麽？（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麽？（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以西结书
18:2318:23））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理解理解理解理解 ““神的愤怒神的愤怒神的愤怒神的愤怒神的愤怒神的愤怒神的愤怒神的愤怒””

�� God‘s anger is never capricious (God‘s anger is never capricious (变化无常变化无常))
or arbitrary (or arbitrary (独断独断), but ), but designed to lead designed to lead 
sinners to repentancesinners to repentance. It is . It is directed directed 
against evilagainst evil. . 

�� God hates the evil deeds, attitudes, and God hates the evil deeds,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s that are opposed to human motivations that are opposed to human 
flourishing. That is, flourishing. That is, God hates the God hates the 
sickness, but does not hate the sick sickness, but does not hate the sick 
personperson..



恩典时代恩典时代恩典时代恩典时代恩典时代恩典时代恩典时代恩典时代

�� 逐步逐步性的启示性的启示 (Progressive Revelation):(Progressive Revelation):

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

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
们们 ……。。

（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11:1--22））

The ultimate The ultimate revelationrevelation of God is to be found in of God is to be found in 

Jesus ChristJesus Christ as revealed in the as revealed in the GospelsGospels. Hence, . Hence, 
the the New TestamentNew Testament should be used to should be used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Old TestamentOld Testament..



逐步逐步逐步逐步逐步逐步逐步逐步性的启示性的启示性的启示性的启示性的启示性的启示性的启示性的启示 --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 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 … … 只是我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 ……

1.1.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 →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有人打你的右脸，连
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2.2. 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 要爱你们的仇要爱你们的仇
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3.3. 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
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
不义的人。不义的人。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5:205:20--48)48)



逐步逐步逐步逐步逐步逐步逐步逐步性的启示性的启示性的启示性的启示性的启示性的启示性的启示性的启示 --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 诗篇里，大卫的诗篇里，大卫的“训诲诗”“训诲诗” 或或 “詛咒诗”“詛咒诗”
原来不是仇敌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
恨我的人恨我的人向我狂大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
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我的同伴，是我，是我知己的朋知己的朋
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我们与群众在
神的殿中同行神的殿中同行。（诗篇。（诗篇55:1255:12--1414））

主阿，求你主阿，求你吞灭他们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变乱他们的舌头。… … 愿死亡愿死亡
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诗篇。（诗篇
55:9,1555:9,15））

参参: : 诗篇诗篇 35, 69, 10935, 69, 109

�� Just because it is in the Bible, it is always the Just because it is in the Bible, it is alway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thing to do! 



你心目中的神你心目中的神你心目中的神你心目中的神你心目中的神你心目中的神你心目中的神你心目中的神

你真看神是你的“阿爸父”吗？你真看神是你的“阿爸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