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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乎公义吗？ 
 
好了。让我把大家聚到一起 

我们将要花一点时间 

来解决我们今晚的大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神在乎公义吗？” 

这个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这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是的。” 

不过你可能想让我 

再多解释一些。 

事实上，我认为， 

以我对圣经的理解， 

神不仅在乎公义， 

我认为神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都更热诚的在乎公义。 

不过就连傻子也能明白 

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家 

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一点。 

你回家以后可以做一个实验。 

听听广播， 

打开电视里的新闻频道， 

或者在网上看看新闻， 

我保证你可以发现 

很多不良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有 

个人的，有家庭的， 

有国家范围的， 

有世界范围的， 

一件接一件的不该发生的事情 

发生了。 

所以，傻子都明白 

为什么人们认为： 

“我就不认为神 

真的坚持公义。” 

那么我为什么能这么肯定的说： 

“神在乎公义呢”？ 

这是因为我们 

今晚所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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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晚着重学习的是什么？ 

今晚我们讨论的一个方面就是 

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 

正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 

的死亡，给予了我们充足的证据， 

证明神是完完全全热诚 

地追求公义的。 

你可能会想“这听起来有点儿怪，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你可能会想： 

“十字架难道不是 

显明神大爱 

的地方吗？” 

确实如此， 

我们是怎么看待十字架的？ 

我们知道，就是在那儿， 

神牺牲了它唯一的儿子， 

他甘心替悖逆的人们受难， 

让我们能够得救， 

使我们能够从我们应得 

的惩罚中释放出来。 

这种自我牺牲的爱 

是多么的伟大。 

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我一次 

又一次的回头去看耶稣的死。 

当我早上起床， 

心里千头万绪， 

当一些事情发生， 

使我怀疑神的爱的时候， 

十字架就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那是神彰显他大爱的地方。 

它同时也是神彰显 

他公义的地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要明白犯罪行为和惩罚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二者之间有一个清楚的连结， 

恶劣的犯罪行为需要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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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说，由于我们 

过活的方式， 

我们应当承受神对我们的惩罚。 

事实上，我们应当承受永远的惩罚。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类的法庭， 

犯人在被告席， 

他们被证实有罪， 

他们对法官说：“对不起。” 

于是法官说： 

“那好吧，你可以走了”。 

你自己想想吧： 

“这不对啊！” 

如果你在报纸里看见这个，  

你会对自己说： 

“这不公平，这不是公义的！” 

神的法庭更甚！ 

是的，我们的神是仁慈的。是的， 

他是美好的，难以置信的充满了谅解， 

但是如果神不惩罚我们不良的行为， 

那么对于神的品格， 

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难， 

那就是神在惩罚罪恶。 

神没有把这件事隐藏起来 

不去理会。 

而是那么热诚的坚持公义， 

他送给我们他唯一的儿子， 

让悖逆的人们可以免受他们应得的惩罚。 

不是因为审判没有实施， 

而是因为耶稣替 

我们接受了审判。 

在那里，神承诺了他的公义。 

在同一地点， 

我们看到神彰显 

他那难以置信的、慷慨的大爱， 

同时还有神对公义的坚持。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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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要如何理解在我们 

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那些 

公义没有得到伸张的事？ 

神既然是如此在乎公义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呢？” 

圣经对此的解释是 

着眼未来。因为圣经 

说将会有美好的一天来临， 

我们会看到公义。 

每个人都将要站在 

复活的耶稣面前接受审判。 

我们将会站在他的面前， 

汇报我们是如何度过我们的人生。 

这将是审判日。好消息是 

我们可以站在我们的审判者面前， 

不是以一个敌人的身份，而是以朋友和 

跟随者的身份。但这就是重点所在。 

圣经说如果我们与耶稣见面的时候 

不是以朋友或跟随者的身份的话， 

那么我们就将自己为我们不良的行为 

付出代价，永恒的代价。 

我知道今晚在座的一些人 

正在计算着 

跟随耶稣的代价。 

你们正在试图计算 

让耶稣在你们生命中掌权的代价。 

你们正在试图计算 

顺服耶稣的意义。 

不错，很好。就这样做吧。 

但我想让你们考虑的是： 

不跟随耶稣的代价是什么？ 

因为圣经说总会有一天 

你将站在耶稣面前， 

如果你与他见面的时候不是 

以朋友或跟随者的身份的话， 

你将会为你自己 

不良的行为付上代价，永恒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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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晚耶稣给予我们每一个人 

得到宽恕的机会。 

他给予的不仅是原谅， 

他给予我们的是一个 

在他里面得着完全的机会。 

因此，我鼓励你思索这一点， 

计算一下代价， 

不要错过神的恩典， 

并来到他的怀抱里。 

神坚持公义吗？绝对是！ 

但他也坚持仁慈。 

他给我们来到他充满爱的臂膀下的机会， 

现在还为时不晚。 

现在给大家一些时间 

来互相讨论一下今晚的话题。 

 
Identity – Who is God? Who ar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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