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 判

-- 從字義看審判



主按著公義審判

徒 17:30 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監察，如今
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徒 17:31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
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裡復活，給萬
人作可信的憑據。

啟 19:11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
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什麽是 審判 ？



聖經中所談到的審判 是什麽？

1 審判是----法官的審問？

2 審判是----法庭的調查？

3 審判是----司法的判決？

4 審判是----依法的定罪？

5 審判是----執法的刑罰？

6 審判是----。。。？



中文代表字（動詞）： 區別審斷



什麽是 審判（動詞）？

中文代表字： 區別審斷

Strong’s # 2919
krino (kree'-no); properly, to distinguish, i.e. decide 

(mentally or judicially); by implication, to try, 

condemn, punish:

primarily denotes "to separate, select, choose"; hence, 

"to determine," and so "to judge, pronounce 

judgment."…(from 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Biblical Words)



什麽是 審判（名詞）？

中文代表字： 區別審斷

Strong’s # 2920
krisis (kree'-sis); decision (subjectively or objectively, 

for or against); by extension, a tribunal; by implication, 

justice (especially, divine law):

primarily denotes "a separating," then, "a decision, 

judgment," most frequently in a forensic sense, and 

especially of divine "judgment."…(from 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Biblical Words)



區別審斷字系中一些相關的中文代表字

0350 anakrinO avnakr i ,nw 再向上區別審斷(一再區別審斷=詳細審察)

1252 diakrinO diakr i ,nw 徹底經過區別審斷(徹底分開辨明)

1469 egkrinO evgkr i ,nw 在內區別審斷(區別審斷在內=算在其中)

1948 epikrinO evpikr i ,nw 在上面區別審斷(宣判)

2632 katakrinO kat akr i ,nw 向下區別審斷(斷定有罪)

2919 krinO kr i ,nw 區別審斷

4793 sugkrinO sugkr i ,nw 共同區別審斷(並列評審比較)

5271 hupokrinomai up̀okr i ,nomai 在底下區別審斷(生應答作戲=作戲假裝)



什麽是 審判？

中文代表字（動詞/名詞）：

區別審斷

區別審斷是藉著區別分開而審察斷定

是一個動作，也可以是一個過程



分開

在聖經中有重要的意義



起初…分開 …

創 1:1 起初神創造天地。

創 1: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
上。

創 1:3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創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

創 1:5 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
是頭一日。



神說：要有光

林後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
我們心裡，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
的面上。

林後 4:3 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
身上。

林後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基督本是神的像。



神憐憫的心腸

路 1:76 孩子阿，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因為你要
行在主的前面，預備他的道路；

路 1:77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

路 1:78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
臨到我們，

路 1:79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
引到平安的路上。



神 看 光是好的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約 1:2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約 1: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
是藉著他造的。

約 1:4 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
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
的榮光。



耶穌 是 世界的光

約 8: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
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 9:4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
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

約 9:5 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

約 11:9 耶穌回答說：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時麼。人在
白日走路，就不至跌倒，因為看見這世上的光。

約 11:10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為他沒有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 暗 分開 了…

約 3:19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
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

約 3:20 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

約 3:21 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她)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區別審
斷， 是這樣 (它)那 (它)光明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向
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他/她/它
們那時(也是)愛 (他們)那些 (他們)人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它)
那 到於(它)黑暗 甚或/或而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他/
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們)惡的 (它們)
那些 (它們)工作。



黑暗 的控訴 …

約 8:3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
人來，叫他站在當中。

約 8:4 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
拿的。

約 8:5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
頭打死；你說該把他怎麼樣呢。

約 8:6 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的把
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地上一幅 審判 的圖畫

控告者：文士和法利賽人

被告：行淫時被拿的婦人

審判官：耶穌



黑暗 的控訴 …

亞 3:1 天使〔原文作他〕又指給我看，大祭司約書亞站在耶
和華的使者面前，撒但也站在約書亞的右邊，與他作對。

亞 3:2 耶和華向撒但說：撒但哪，耶和華責備你，就是揀選
耶路撒冷的耶和華責備你；這不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麼。

亞 3:3 約書亞穿著污穢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

控告者：文士和法利賽人

被告：耶穌

審判官：神（摩西的律法）



光明對黑暗 的審判…

約 8:7 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約 8:8 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約 8:9 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只
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

約 8:10 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
沒有人定你的罪麼。

約 8:11 他說：主阿，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
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約 8: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
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光 暗 分開 的意義 …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

林後 6:14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
甚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

林後 6:15 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有甚麼相和呢；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

林後 6:16 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
就如神曾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
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林後 6:17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
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

林後 6:18 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
主說的。



分開 … 麥子和稗子的分開

太 13:37 他回答說：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

太 13: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稗子，就是
那惡者之子；

太 13:39 撒稗子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
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太 13:40 將稗子薅出來，用火焚燒；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太 13: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從
他國裡挑出來，

太 13:42 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太 13:43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裡，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分開 … 綿羊和山羊的分開

太 25:31 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
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太 25:32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
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

太 25:33 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



分開 在聖經中有重要的意義

分開

對於麥子和綿羊而言，
分開意味著分別爲聖；

對於稗子和山羊而言，
分開意味著審判。



分開 … 義人和惡人的分開

太 13:47 天國又好像網撒在海裡，聚攏各樣水族。

太 13:48 網既滿了，人就拉上岸來坐下，揀好的收在器
具裡，將不好的丟棄了。

太 13:49 世界的末了，也要這樣；天使要出來從義人中，
把惡人分別出來，

太 13:50 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分開 …分別爲聖 和審判

瑪 3:16 那時，敬畏耶和華的彼此談論；耶和華側耳而
聽，且有紀念冊在他面前，記錄那敬畏耶和華思念他
名的人。

瑪 3:17 萬軍之耶和華說：在我所定的日子，他們必屬
我，特特歸我；我必憐恤他們，如同人憐恤服事自己
的兒子。

瑪 3:18 那時你們必歸回，將善人和惡人，事奉神的和
不事奉神的，分別出來。



光 暗 分開 的意義 …黑暗成爲光明，光明成爲黑暗的審判！

弗 5:8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
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

弗 5:9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弗 5:10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弗 5:11 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
人；

弗 5:12 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來，也是可恥的。

弗 5:13 凡事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出來；因為一切能顯明的，
就是光。

弗 5:14 所以主說：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光明成爲黑暗的審判

光明 帶來的 審判

（區別審斷）



一個黑暗廣場的故事……



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

彼前 4:15 你們中間卻不可有人，因為殺人，偷竊，
作惡，好管閒事而受苦；

彼前 4:16 若為作基督徒受苦，卻不要羞恥；倒要因
這名歸榮耀給神。

彼前 4:17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若
是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
結局呢。

彼前 4:18 若是義人僅僅得救，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
將有何地可站呢。



先知以西結的異象所帶來的警告

民 1:47 利未人卻沒有按著支派數在其中，

民 1:48 因為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民 1:49 惟獨利未支派你不可數點，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計算
他們的總數。

民 1:50 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櫃的帳幕和其中的器具，並屬乎帳
幕的，他們要抬〔抬或作搬運〕帳幕和其中的器具，並要辦
理帳幕的事；在帳幕的四圍安營。

……

民 1:53 但利未人要在法櫃帳幕的四圍安營，免得忿怒臨到以
色列會眾；利未人並要謹守法櫃的帳幕。



先知以西結的異象所帶來的警告
民 3:6 你使利未支派近前來，站在祭司亞倫面前好服事他。

民 3:7 替他和會眾在會幕前守所吩咐的，辦理帳幕的事。

民 3:8 又要看守會幕的器具，並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辦理帳
幕的事。

民 3:9 你要將利未人給亞倫和他的兒子，因為他們是從以色列
人中選出來給他的。

民 3:10 你要囑咐亞倫和他的兒子，謹守自己祭司的職任；近前
來的外人必被治死。……

民 3:12 我從以色列人中揀選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頭生
的；利未人要歸我。

民 3:13 因為凡頭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擊殺一切頭生的那日，
就把以色列中一切頭生的，連人帶牲畜都分別為聖歸我，他們
定要屬我；我是耶和華。



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利未人必擔當自己的罪孽

結 44:10 當以色列人走迷的時候，有利未人遠離我，就是走迷
離開我隨從他們的偶像，他們必擔當自己的罪孽。

結 44:11 然而他們必在我的聖地當僕役，照管殿門，在殿中供
職；必為民宰殺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們。

結 44:12 因為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這民，成了以色列家
罪孽的絆腳石；所以我向他們起誓，他們必擔當自己的罪孽；
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結 44:13 他們不可親近我，給我供祭司的職分，也不可挨近我
的一件聖物，就是至聖的物；他們卻要擔當自己的羞辱，和
所行可憎之事的報應。

結 44:14 然而我要使他們看守殿宇，辦理其中的一切事，並作
其內一切當作之工。



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孫就近桌前事奉

結 44:15 以色列人走迷離開我的時候，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孫，
仍看守我的聖所；他們必親近我，事奉我，並且侍立在我面
前，將脂油與血獻給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結 44:16 他們必進入我的聖所，就近我的桌前事奉我，守我所
吩咐的。



一臺戲景

林前 4:9 我想神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好像定
死罪的囚犯；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
觀看。

來 10:32 你們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後，所忍受
大爭戰的各樣苦難；

來 10:33 一面被毀謗，遭患難，成了戲景，叫眾人
觀看；一面陪伴那些受這樣苦難的人。



審判 教內的人

林前 5:9 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

林前 5:10 此話不是指這世上一概行淫亂的，或貪婪的，勒
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這樣，你們除非離開世界方可；

林前 5:11 但如今我寫信給你們說：若有稱為弟兄，是行淫
亂的，或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罵的，或醉酒的，或
勒索的；這樣的人不可與他相交；就是與他喫飯都不可。

林前 5:12 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教內的人豈不是你
們審判的麼？

林前 5:13 至於外人有神審判他們；你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
們中間趕出去。



審判 世界，天使，今生的事

林前 6:1 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
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呢。

林前 6:2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麼？若世界為你們所審，難道
你們不配審判這最小的事麼。

林前 6:3 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麼，何況今生的事呢。

林前 6:4 既是這樣，你們若有今生的事當審判，是派教會所輕
看的人審判麼。

林前 6:5 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難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
智慧人，能審斷弟兄們的事麼。

林前 6:6 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林前 6:7 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為甚麼不情
願受欺呢；為甚麼不情願喫虧呢。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

世界上的審判是以是非對錯為依據，

但在神家中的審判乃是以憐憫慈愛為原則。

箴 25:2 

將事隱祕，乃神的榮耀；將事察清，乃
君王的榮耀。



光 暗 分開 的意義 …光明指出生命的道！

腓 2:14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腓 2:15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
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腓 2:16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
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信徒 是 世上的光

太 5: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太 5:15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
家的人。

太 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
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行善，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

彼前 2:12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
們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鑒察的日子，
〔鑒察或作眷顧〕歸榮耀給神。

彼前 2:13 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
上的君王，

彼前 2:14 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

彼前 2:15 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可以堵住那糊塗
無知人的口。



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雅 2:12 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就該照這律
法說話行事。

雅 2:13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
是向審判誇勝。

(她)那 因為 (她)區別審斷 (她)沒有憐憫慈悲的 在對(他)那
不會/不要 在對(他)那時(也是)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憐憫慈
悲；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對著誇耀 (它)憐憫慈悲 從
屬(她)區別審斷。



神 行審判的路上

賽 26:7 義人的道，是正直的；你為正直的主，必修平義人的路。

賽 26:8 耶和華阿，我們在你行審判的路上等候你；我們心裡所
羨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記念的名。

賽 26:9 夜間我心中羨慕你；我裡面的靈切切尋求你；因為你在
世上行審判的時候，地上的居民就學習公義。

Isa 26: （KJV）

7 The way of the just is uprightness: thou, most upright, dost weigh the path of 

the just.

8 Yea, in the way of thy judgments, O LORD, have we waited for thee; the 

desire of our soul is to thy name, and to the remembrance of thee.

9 With my soul have I desired thee in the night; yea, with my spirit within me will I 

seek thee early: for when thy judgments are in the eart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world will learn righteousness.



主按著公義審判

徒 17:31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
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裡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啟 19:11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
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只有愛 才能滿足律法的要求；

只有行在愛中，才有真正的義。

公義乃是神在恩典中施行審判的原則，
是神慈愛與誠實的彰顯。



總結 1

當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滿足時，這就是“為全然具公
平正義”，也就是所謂的“義”。

稱義，是神以祂兒子生命的代價，將祂的生命性情
取代我們的生命性情，使我們的生命改變，而在生
命的發表中，能滿足並顯明神至高的律法---愛。

“義”是神審判（區別審斷）的依據。稱義使我們
不再在審判之下。神是光，但祂是住在人所不能靠
近的光中。但祂差遣祂的愛子耶穌基督到世界上，
成爲世上的光，使得光暗有別；祂又使信徒在基督
的恩典中，從黑暗的權勢下，被遷到愛子光明的國
度裏，使信徒因信稱義，成爲光明之子。



總結 2

律法 是神審判的依據，

不是讓人用來成爲審判他人的依據……

除非，他沒有罪。

主耶穌的話語，有如一道生命的光，通
過律法，透射入人心中的黑暗，使人從
他人眼中的刺 ，看見自己眼中的梁木。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總結 3

在神的慈愛中，耶穌基督來到世上，彰顯出生命之光；

在神的恩典中，信徒成爲世上的光，表明出生命的道；

在神的智慧中，光明成爲黑暗的對比以及黑暗的審判；

在神的審判中，世界學習了神的公義。

審判（區別審斷）是神慈愛的作爲，以光明區別審斷
，使人學習到神的公義；
審判使人在神的光照下認識罪，認識自己，認識神；
而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
督，這就是永生。

審判（區別審斷）是神絕對的恩典！



當主再來的時候，

您所穿的…

是光明潔白的細麻衣；

還是國王的美衣，皇帝的新裝?

你是為光明作見證，還是為黑暗作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