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属灵操练:平衡
公义与慈爱

(诗 103:6-14 )



诗 Psalm 103:6-14
 103:6 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
的人伸冤。

 103:7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
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103:8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
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103:9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103:10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诗 Psalm 103:6-14
 103:11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
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103:12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
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103:13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
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103:14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
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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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拿单质问大卫王



神的属性

有公义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满有恩典与慈爱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This is a very touching psalmEspecially read in Thanksgiving holiday103:6 Exercise his righteousness and judgmentLot of people oppressed施 行 公 义 ， 为 一 切 受 屈 的 人 伸 冤7, also let Moses know, good way to follow使 摩 西 知 道 他 的 法 则103:8-14When we sin, He has mercySlow to anger and easy to forgive不 轻 易 发 怒不 永 远 怀 怒Not dealing with us according to what we deserve, iniquities (103:10)没 有 照 我 们 的 罪 孽 报 应 我 们Once confessed, sins gone far, far away Like a father to their children父 亲 怎 样 怜 恤 他 的 儿 女Pity themWe are just dustBut do not push too farContinue to sinAbusing God’s kindnessWhen His anger came, swift and crushing



人的回应

认罪悔改

心怀感恩

学习榜样



人的境况

按神形像造的

人类的有限性

长成基督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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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反映公义与慈爱

家庭

社会

国家

教会



家庭:反映公义与慈爱

男女分别

各持己见

相爱扶持

教养孩童



不只是感性理性

的分别



社会:反映公义与慈爱

人员的配搭

公司的文化

多元化整合



台灣電視連續劇保鏢



国家:反映公义与慈爱



Hofstede
霍夫斯泰德研究

研究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为依据: 64个国家子
公司, 116,000 工人 (不仅仅是
管理人员), 3个世界地区
研究报告反映平均数; 不描述
各别的具体情况
就较大的群体而不是个人而言
是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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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斯泰德文化理论
Hofstede’s Cultural Theory

美 US 中 China 日Japan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ism

91 46

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
40 54

不确定性规避

Uncertainty Avoidance
46 92

男性对女性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6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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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反映公义与慈爱

过份强调原则

过份强调包容





教会:反映公义与慈爱

看他人比自己强

互为肢体

尽量保持合一的心

按着圣经教导



腓 2:1-3
 1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
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
什么慈悲怜悯， 2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
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3凡事不可
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
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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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持平衡？



如何保持平衡？
谦卑

恳求

集思

合一



林前 12:20-22，26
 12:20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
 12:21 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
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12:22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少的。

 。。。
 12:26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
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
同快乐。



慈爱在公义之前



诗 Psalm 103:6-14
 103:6 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
的人伸冤。

 103:7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
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103:8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
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103:9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103:10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约 8:1-11
 8:1 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8:2 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
就坐下教训他们。

 8:3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
人来，叫他站在当中。

 8:4 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
拿的。

 8:5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
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麽样呢。

 8:6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
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约 8:1-11
 8:7 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直起腰来，对
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
石头打他。

 8:8 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8:9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
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
当中。

 8:10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
在那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麽。

 8:11 他说，主阿，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
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慈爱满足公义:牺牲
 53:4 他诚然担当我
们的忧患，背负我
们的痛苦。我们却
以为他受责罚，被
神击打苦待了。

 53:5  那知他为我们
的过犯受害，为我
们的罪孽压伤。因
他受的刑罚我们得
平安。因他受的鞭
伤我们得医治。

 (赛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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