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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爱神是爱神是爱神是爱神是爱神是爱神是爱神是爱

God is always patient with you. God is always God is always patient with you. God is always 
kind to you. God does not envy; He does not kind to you. God does not envy; He does not 
boast; He is not proud. God is not rude to you; boast; He is not proud. God is not rude to you; 
He is not selfHe is not self--seeking; He is never easily seeking; He is never easily 
angered with you. God keeps no record of your angered with you. God keeps no record of your 
wrongs. God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wrongs. God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He always protects you,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He always protects you, 
always trusts you, always hopes the best for always trusts you, always hopes the best for 
you, and always perseveres with you. God’s you, and always perseveres with you. God’s 
love for you never fails.love for you never fails. ((歌林多前书歌林多前书歌林多前书歌林多前书歌林多前书歌林多前书歌林多前书歌林多前书13:413:4--8)8)



神是忍心的神是忍心的神是忍心的神是忍心的神是忍心的神是忍心的神是忍心的神是忍心的((严厉严厉严厉严厉严厉严厉严厉严厉,,苛刻苛刻苛刻苛刻苛刻苛刻苛刻苛刻,,HarshHarsh)?)?

��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阿，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阿，
我我知道知道你是你是忍心的人忍心的人，没有种，没有种
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
要聚敛。要聚敛。我就害怕我就害怕，去把你的，去把你的
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
你的原银在这里。你的原银在这里。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
25:2425:24--25)25)

�� 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
凭你的口，定你的罪。凭你的口，定你的罪。 ((路加路加
福音福音19:22) 19:22) 



落在忿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落在忿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落在忿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落在忿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落在忿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落在忿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落在忿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落在忿怒之神手中的罪人

那將你們懸在地獄火坑上，如將一個那將你們懸在地獄火坑上，如將一個
蜘蛛或其他可憎的蟲子懸在烈火上的蜘蛛或其他可憎的蟲子懸在烈火上的
神，惱怒你們，被你們大大地激怒了。神，惱怒你們，被你們大大地激怒了。
祂對你們發怒，如同火燒一樣；祂看祂對你們發怒，如同火燒一樣；祂看
你們值不得什麼，只配丟在火中。祂你們值不得什麼，只配丟在火中。祂
的眼睛是太聖潔了，不願看你們，你的眼睛是太聖潔了，不願看你們，你
們在神的眼中，比最可恨的毒蛇在我們在神的眼中，比最可恨的毒蛇在我
們的眼中，還要可憎萬倍。們的眼中，還要可憎萬倍。

((約拿單．愛德華滋約拿單．愛德華滋 July 8, 1741 July 8, 1741 ))



我們对神的形象我們对神的形象我們对神的形象我們对神的形象我們对神的形象我們对神的形象我們对神的形象我們对神的形象

�� ““What we think about God is the single most What we think about God i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our spiritual journeyimportant part of our spiritual journey!! ” ” 

(Graham Cooke)(Graham Cooke)

““我們對神的看法是我們的灵命之旅的最我們對神的看法是我們的灵命之旅的最
重要的一個部分重要的一個部分！”！”

((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庫克庫克))

�� This is not a theological question, but an issue This is not a theological question, but an issue 

that affects every area of our lives.that affects every area of our lives.

�� 影響我們影響我們对对神的信神的信心心



影響我們影響我們影響我們影響我們影響我們影響我們影響我們影響我們对人对人对人对人对人对人对人对人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

��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约翰
福音福音13:34)13:34)

��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
一样一样 ... (... (罗马书罗马书15:7)15:7)

��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正如正如 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以以
弗所书弗所书4:32)4:32)



神若不是爱神若不是爱神若不是爱神若不是爱神若不是爱神若不是爱神若不是爱神若不是爱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
有爱，我就成了有爱，我就成了呜的锣呜的锣，，响的钹响的钹一般。我一般。我
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
移山，却没有爱，我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就算不得什么。我若。我若
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仍然与我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无益。。

((歌林多前书歌林多前书歌林多前书歌林多前书歌林多前书歌林多前书歌林多前书歌林多前书13:113:1--3)3)



你眼目清洁你眼目清洁你眼目清洁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邪僻不看邪僻不看邪僻你眼目清洁你眼目清洁你眼目清洁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邪僻不看邪僻不看邪僻????????

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

Your eyes are too pure to look on evil; you Your eyes are too pure to look on evil; you 

cannot tolerate wrong.cannot tolerate wrong.

((哈巴谷书哈巴谷书1:13)1:13)

�� God is not the one that is affected by sin. In God is not the one that is affected by sin. In 

fact He cannot be tempted by evil! fact He cannot be tempted by evil! 

WWhy is this so important?hy is this so important?



為什麼神恨惡罪為什麼神恨惡罪為什麼神恨惡罪為什麼神恨惡罪為什麼神恨惡罪為什麼神恨惡罪為什麼神恨惡罪為什麼神恨惡罪？？？？？？？？

�� 罪惡破壞了他爱的對象罪惡破壞了他爱的對象 (Sin destroys the (Sin destroys the 

object of His love)object of His love)

�� 基督的十字架不是要平息基督的十字架不是要平息(appease)(appease)神的憤怒神的憤怒

�� 神的忿怒是为了什麼？是為了毁壞罪，不神的忿怒是为了什麼？是為了毁壞罪，不
是罪人！是罪人！

�� How could God’s justice be served by How could God’s justice be served by 

punishing the innocent (Jesus) instead of the punishing the innocent (Jesus) instead of the 

sinnersinner（（（（（（（（usus））））））））? What kind of Justice is this?? What kind of Justice is this?



十字架的意義十字架的意義十字架的意義十字架的意義十字架的意義十字架的意義十字架的意義十字架的意義

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而
不是一個受害者不是一個受害者,,为了为了
滿足神的憤怒或正義滿足神的憤怒或正義;;
他乃是一他乃是一個個得勝者，以得勝者，以
死破壞了罪和死亡，並死破壞了罪和死亡，並
使“受造之物脱离败坏使“受造之物脱离败坏
的辖制的辖制 ”” 。。

（羅馬書（羅馬書8:21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