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 判

神公義的審判的 啟示揭露

-- 從救贖歷史看審判



審判 ？

在世人的經歷中，對審判的觀念往往是：

當一個人犯罪，就必須先經過調查，搜證，最後才審判，定
罪，判刑。

因此，我們也常常用這樣的認識來解釋神的審判。



神的審判 ？

我們經常是不自覺地，將神的審判僅僅視為“只是”一個在
將來的，也是末世的事件，並且，在這個最後的審判中，也
就是在神的這個公義的審判中，不信的人將要被定罪，被判
刑，要與神隔絕，而信徒則因信稱義，將不被定罪，而可以
享受與神永遠的團契相交。

krino“區別審斷”

Strong指出，
動詞krino這個字直接的意思為“區分辨別(to distinguish)”，也就是“決定
(心智上或司法上)(decide (mentally or judicially))”，可以暗示“審問，判刑，
懲罰(to try, condemn, punish)”。

Vine指出，
動詞krino這個字主要表達“分開，挑選，選擇(to separate, select, choose)”
，因此就表達“確定(to determine)”，也可以表達“判斷，宣佈審批(to 
judge, pronounce judgment)”，“給與一個看法(give an opinion upon)”。



神公義的審判

羅 2:1 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甚麼
事上論斷人，就在甚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的，
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
羅 2:2 我們知道這樣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審判他。
羅 2:3 你這人哪，你論斷行這樣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卻和別
人一樣，你以為能逃脫神的審判麼。
羅 2:4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
恩慈是領你悔改呢；
羅 2:5 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為自己積蓄忿怒，以致
神震怒，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



神公義的審判的啟示揭露的日子

羅 2:5 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為自己積蓄忿怒，以致
神震怒，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

kata. de. th.n sklhro,thta, sou kai. avmetano,hton 
kardi,an qhsauri,zeij seautw/| ovrgh.n evn h`me,ra| 
ovrgh/j kai. avpokalu,yewj dikaiokrisi,aj tou/ qeou/

【中文代表字】：

<向下>向下按照 然而也 到於(她)那 到於(她)堅硬倔強 從屬你
並且 到於(她)乃不轉念悔悟的 到於(她)內心 你現在持續儲蓄積
存 在對(他)你自己 到於(她)激動忿怒 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激動忿怒 並且 從屬(她)啟示揭露 從屬(她)公義的審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神公義的審判的啟示揭露的日子

羅 2:5 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為自己積蓄忿怒，以致神
震怒，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

h`me,ra| … avpokalu,yewj dikaiokrisi,aj tou/ qeou/

【中文代表字】：

在對(她)日子/白日 …   從屬(她)啟示揭露 從屬(她)公義的審判 從

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一般認為，這裏是表達：神公義審判的日子

但，嚴格地說，這裏是表達：

神的“公義的審判”的“啟示揭露”的日子



神公義審判的日子 ？

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而言，這樣的認識也是沒有錯的；但，或許，
藉著保羅在羅馬書第二章對審判的論述，特別是羅馬書2:5，
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關於“神公義的審判”。
我們可以注意到，在羅2:5這裏，中文和合本翻譯為“顯他公
義審判的日子”的這個短句（學者一般認為，這是指神末日公
義審判的日子），按照原文，提醒我們，這個日子不僅是神公
義的審判的日子，實際上，也是嚴格來説，保羅在這裏所說的
是：這個日子是神公義的審判的“啟示揭露”的日子。

我們經常是不自覺地，將神的審判僅僅視為“只是”一個在將來的，也是
末世的事件，並且，在這個最後的審判中，也就是在神的這個公義的審判
中，不信的人將要被定罪，被判刑，要與神隔絕，而信徒則因信稱義，將
不被定罪，而可以享受與神永遠的團契相交。

神“公義的審判”的“啟示揭露”的日子 ！



h`me,ra| … avpokalu,yewj dikaiokrisi,aj tou/ 
qeou/
day                …    of revelation                     of righteous judgment      of the   God

【中文代表字】：
在對(她)日子/白日 …   從屬(她)啟示揭露 從屬(她)公義的審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神的“公義的審判”的“啟示揭露”的日子

換言之，神的“公義的審判”或許已經在那裏，或者
至少已經開始，並已經在過程中，只是要等到這最後
的日子才被完全地“啟示揭露”出來。

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個不同的角度，試著從聖經，按照救贖的
歷史，再進一步來認識“神公義的審判”。



神的“公義的審判”的“啟示揭露”

一，審判的定罪

二，審判的分開辨別

三， 公義審判的“顯明”

四， 神公義的審判乃是“寓教於刑”



一，審判的定罪

審判的“定罪”《katakrima“所向下區別審斷(所斷定有罪=
判決有罪)”》是開始於人（亞當）犯罪的那一刻，並且，經
由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因此，審判可以說是開始於
人犯罪且被定罪的時候，並且，從審判的開始到最後的審判，
這可以說是整個審判的一個過程。

katakrima“所向下區別審斷(所斷定有罪=判決有罪)”

Strong指出，
名詞katakrima這個字是由動詞katakrino“向下區別審斷(斷定有罪)”衍生出
來的，表達“一個不利的判決(裁決)(an adverse sentence (the verdict))”。

Vine指出，
名詞katakrima這個字與動詞katakrino“向下區別審斷(斷定有罪)”有關，表
達“所宣告的判決，定罪(the sentence pronounced, the condemnation)”，同時
暗示接下來的刑罰 。



審判的定罪

羅 5:16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賜；原來審判是由一人
而定罪《(它)那 的確 因為 (它)審案判決 向外出來 從屬(他)一個 向內進

入 到於(它)判決有罪》 ，恩賜乃是由許多過犯而稱義。
羅 5: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因這一人作了王，何況那些受
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
王麼。
羅 5:18 如此說來，因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正如地 <徹底

經過>經由 從屬(它)一個 從屬(它)誤差過犯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每一個

的 到於(他們)人 向內進入 到於(它)判決有罪》，照樣，因一次的義行，
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
羅 5:19 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甚至正如地 因為 <徹底經

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聽不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一個 從屬(他)人

(他們)犯罪的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設立派定 (他們)那些 (他們)許多的》，
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



審判的定罪

對永恆中的神而言，在祂的眼前，人犯罪的那一刻，就已經
被定罪了，並且隨即開始了審判的過程（意即，不是在最後
審判的時候才定罪）。在審判的過程中，神使人知罪，認罪，
並且，最後的審判“顯明”這個定罪的確實性及公正性。
是的，在亞當不信而背約的時候（【何 6:7 （以法蓮及猶大）
他們卻如亞當背約，在境內向我行事詭詐。】），審判就已
經臨到，人就已經被定罪了。接下來神的審判的整個過程是
在顯明這個事實，即，亞當犯罪，定罪已經形成，並且也顯
明所犯的罪帶來嚴重的後果，就是“死”，以及“死作王”。
查看：
【羅 5: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
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羅 5: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因這一人作了王，何況那些
受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
作王麼。】



審判的定罪

聖經顯示，顯明這個事實及其嚴重後果的審判，是一個過程：

在神的護理中，首先，有神藉著摩西傳來的律法叫人知罪，
叫人對罪有清楚的認識知道；
查看：
【羅 3:20 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
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接著，有耶穌基督傳來恩典及真理（事實的真像），為人指
出一條生命的道路。
查看：
【約 1: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
基督來的。】
【約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二，審判的分開辨別

當道成肉身，基督耶穌來到世上，就如同公義的日頭所發出
的真光照入世界的黑暗，審判就開始進入一個“分開辨別”
《krisis“區別審斷》的過程，使光暗分開。

krisis“區別審斷”

Strong指出，
名詞krisis這個字表達“決定(主觀地或客觀地，支持或反對)(decision 
(subjectively or objectively, for or against))”，也就可以引申地表達“一個審
判庭(a tribunal)”，也就可以表達“正義公道(特別地，神聖的律法)(justice 
(especially, divine law))”。

Vine指出，
名詞krisis這個字主要表達“一個分開(a separating)”，也就表達了“一個決
定，審判(a decision, judgment)”，最經常是“用在一個法庭的意義(in a 
forensic sense)”，並且特別是指“神聖的‘審判’(divine ‘judgment’)”。



審判的分開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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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叫他從死裏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羅 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 3:24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羅 3:25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
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羅 3:26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
穌的人為義。



審判的分開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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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
的路上。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
約 1:4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 1:5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
……
約 1: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約 1: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約 1:11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約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



審判的分開辨別

當主耶穌基督來到世上，也就是當那真光來到世界，就光照這
個世界，並且在世上帶來審判的“分開辨別”；真光的到來區
別了黑暗與光明（儘管神差祂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審判世人，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接著聖經指出，信的人不會持續地
被審判，不信的人則已經被審判了。
查看：
【約3:17~18：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或作審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
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他)那 然
而也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現在已

經被區別審斷》，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在這裏，“信的人不會持續地被審判”，或許我們可以說，這
是因為，在神的恩光中，“他已經被宣告為無罪了（被稱
義）”。



審判的分開辨別

並且，聖經在接下來的約翰福音3:19就直接論到這個審判
《krisis“區別審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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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 de, evstin h` kri,sij o[ti to. fw/j evlh,luqen eivj to.n ko,smon kai. 
hvga,phsan oi` a;nqrwpoi ma/llon to. sko,toj h' to. fw/j\ h=n ga.r auvtw/n 
ponhra. ta. e;rga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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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原文簡單直接的翻譯：

“這就是那審判，就是那光已經來到世界，並且那些人那時更
愛黑暗甚於光明，因為他們的工作當時是惡的。”。



審判的分開辨別

正如學者Vincent指出，經常被翻譯為審判的希臘文動詞
krino“區別審斷”最原始的含義是“分開(to separate)”，約翰
福音3:19提到的這個審判，為源自動詞krino“區別審斷”的名
詞krisis“區別審斷”，這個審判也是由一個“分開”作為表達。
約翰福音3:20~21就繼續解釋這個“分開”。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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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加上一點文法及沒有翻譯出來的連接詞，約翰福音3:20~21
就會是：
《因為》凡（現正持續）作惡的便（現在持續）恨光，並不（現在

持續）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但（現正持續）行真理的
必（現在持續）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審判的分開辨別

是的，審判帶來一個分開；就如同一個原本是黑暗籠罩的世界，
當光明出現，就帶出來黑暗與光明的分別。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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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
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審判的分開辨別

基督耶穌來到世上，如同真光照耀，這是由於神憐憫的心腸，
要為人指出一條生命的道路，離開黑暗，歸向光明。
查看：
【約 8: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
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 12:36 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
子。耶穌說了這話，就離開他們，隱藏了。】。



審判的分開辨別

新約中，無論是麥子和稗子的比喻，無論是綿羊和山羊的講述，
都顯示出一個分別，以及最後的一個分開。
查看：
【太13:24~26，30：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人撒
好種在田裏；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
裏，就走了。到長苗吐穗的時候，稗子也顯出來。...容這兩樣
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
稗子薅出來，捆成捆，留著燒；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裏。】
【太25:31~32：當人子在他榮耀裏，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
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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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的分開辨別

而這個分別以及這個分開，在舊約聖經最後的瑪拉基書就已經
清楚地顯示出來。神所顯明的公義如同日頭，是祂的審判，也
是祂的醫治。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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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 4:1 萬軍之耶和華說：那日臨近，勢如燒著的火爐；凡狂傲
的和行惡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燒盡，根本枝條一無存留。
瑪 4:2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
有醫治之能。〔光線原文作翅膀〕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裏的肥
犢。】



三， 公義審判的“顯明”

最後的審判是一個公義審判的“顯明”《apokalupsis“從那裏離

開遮蓋隱藏(脫離遮蓋隱藏=啟示揭露)”》。
查看：
羅 2:5 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為自己積蓄忿怒，以致
神震怒，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在內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從屬

(她)激動忿怒 並且 從屬(她)啟示揭露 從屬(她)公義的審判 從屬(他)那_從屬

(他)神 從屬(他)神》。

apokalupsis“從那裏離開遮蓋隱藏(脫離遮蓋隱藏=啟示揭露)”

Strong指出，
名詞apokalupsis這個字是由動詞apokalupto“從那裏離開遮蓋隱藏(脫離遮蓋
隱藏=啟示揭露)”衍生出來的，表達“揭露(disclosure)”。

動詞apokalupto這個字是由介係詞apo“從那裏離開”以及動詞kalupto“遮
蓋隱藏”組成，表達“除掉遮蓋(to take off the cover)”，也就是“揭露
(disclose)”。



公義審判的“顯明”

對永恆中的神而言，在祂的眼前，亞當犯罪的那一刻，世人就
已經被定罪；並且，神在最後的審判中“顯明”這個定罪的確
實性及公正性；這也就是説，要“顯明”這個定罪在本質上就
是公正適切的。

在審判的過程中，神先是藉著自己的律法使人認識罪，再藉著
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穌帶來一個審判的“分別與分開”。

換言之，在救贖歷史中，神在首先的亞當身上就已經將世人定
罪，之後神將末後的審判及刑罰放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身上。

藉著耶穌基督的死與復活，信徒在這末後的亞當裏，就是在基
督裏，我們也已經經歷了末後的審判。



公義審判的“顯明”

我們注意到……

首先，
在麥子和稗子的比喻中，麥子和稗子的分別在長苗吐穗的時候
就已經顯示出來（【太 13:26 到長苗吐穗的時候，稗子也顯出
來。 】）；
在綿羊和山羊的講述中，綿羊和山羊的分別，也早已在人子同
著眾天使降臨之前，在他們如何對待他人的行為中已經展示出
來。

其次，
麥子稗子及綿羊山羊的“分別”是在最後的審判中才被公開地
顯明，並且，也是在最後的審判中被正式地“分開”。



公義審判的“顯明”

再者，從實際上來看，不信的人不是在最後審判的宣判之後才
要進入黑暗，才要開始與神隔絕。
事實的真像是，不信的人他們一直以來就已經是在黑暗中，一
直以來就已經是與神隔絕；
同樣地，信的人不是在最後審判的宣判之後才會進入永生，才
開始與光明的神有永恆的團契相交，而是自從信耶穌以後就已
經開始持有永生，就已經一直是在光明中與父神相交。
參考：
【約壹1:5~7：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
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裏
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
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約壹3:14：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
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



公義審判的“顯明”

神最後公義的審判就是在公開地顯明這個事實，並且進一步將
這個事實具體化。

由於這整個的審判，無論是開始時的“定罪”，過程中的“分
開辨別”，最後的結果是神將要“顯明”一切真像（【羅2:2：
我們知道這樣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審判他。】），並且神將要
按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羅2:6：他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
各人；】）；因此，這個審判要被“顯明”是絕對公平的，也
是絕對公義的。



四， 神公義的審判乃是“寓教於刑”

神公義的審判乃是“寓教於刑”（即，藉著審判來教育），
從首先的亞當在審判中的定罪，經由末後的亞當帶來審判中
的稱義，到最後是基督再來的公義審判的揭曉；從摩西律法
的叫人知罪，到基督恩典的真理生命。

即，藉著審判來教育



神公義的審判乃是“寓教於刑”

【提前2:4：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羅3:25~26：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
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
罪；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
的人為義。】
【徒17:3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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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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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叫他從死裏復活，給萬人作可信
的憑據。】
【賽26:8~9：耶和華阿，我們在你行審判的路上等候你；我們
心裏所羨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記念的名。夜間我心中羨
慕你；我裏面的靈切切尋求你；因為你在世上行審判的時候，
地上的居民就學習公義。】



神公義的審判乃是“寓教於刑”

律法是訓蒙的師傅，基督是我們生命的導師。
查看：
【加3:24：這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裏，
使我們因信稱義。】
【太23:10：（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
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只有一
位是你們的師尊，就是基督。】



神公義的審判乃是“寓教於刑”

神的審判，
無論是在創造初始對人類始祖亞當犯罪的定罪，
無論是在人類歷史中對一個民族或是對某些個人所施行的審判，
無論是在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將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分開辨明的
審判，
無論是在耶穌基督再來要將山羊與綿羊分別開來的審判，
或無論是在末世對普世所要施行的大日的審判，
都讓我們越來越認識到神在整個創造歷史及救贖歷史中一切安
排與作為的“基調”，那就是……



神公義的審判乃是“寓教於刑”

神的安排以及祂公義審判的作為，就其方向與目標而言，它不
僅僅是要在最終達到賞善罰惡，使人善惡有報；
神公義審判的作為更是要使那些在審判之下經歷過的人，能夠
在經歷審判過程之中以及面對最後審判之後，可以深刻地學習
到……
什麽是神眼中的善惡，
什麽是神眼中的公義，
什麽是死亡的悲哀，
什麽是生命的可貴，
……
以致在受教之後，可以真正地認識到神公義的良善，並且認識
到良善虧缺的可怕，並藉此而得以完全地脫離罪惡的權勢，進
入神兒女榮耀的自由。



神公義的審判乃是“寓教於刑”

這也就是說，作為擁有神的恩寵，在受造的萬物中，唯一是按
照神的形像所造的人，

雖然過去曾經被他所擁有的那既是可貴的，又是可怕的“自由
意志”所摧殘（“自由意志”是一切道德責任《或者說，愛》
的基礎，無論是對神的敬虔，無論是對人的行義），

但在經歷這寶貴的審判，學習到這寶貴的功課之後，這尊貴的
“自由意志”不僅僅將永遠不再會成為擁有它的人的威脅，相
反地，這被神賜予的尊貴的“自由意志”將會成為這個人——
在神兒子復活的生命裏——服事神，服事人，並彰顯神榮耀的
“基石”。



神公義的審判

在公義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並無死亡。
（箴 12:28 ）

賽 26:8 耶和華阿，我們在你行審判的路上等候你；我們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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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裏面的靈切切尋求你；因為你
在世上行審判的時候，地上的居民就學習公義。

神以公義施行審判，又以審判顯明公義；使人經由審判學習到
神的公義。
換言之，
神施行審判的道路，也正是神教導人學習公義的道路。



神公義的審判乃是“寓教於刑”，意即，經由審判，教導公義

賽 11:1 從耶西的本〔原文作墩〕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
實。
賽 11: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
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賽 11:3 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也不憑耳
聞；
賽 11:4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以口中
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裏的氣殺戮惡人。
賽 11:5 公義必當他的腰帶，信實必當他脅下的帶子。
賽 11:6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
犢，並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他們。
賽 11:7 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喫草與牛一樣。
賽 11:8 喫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
的穴上。
賽 11:9 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
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總結：從救贖歷史看審判

整本聖經的記載，

是從創世記中人摘取善惡知識樹的果子開始，到啟示錄末了人
有權柄到生命樹那裏。

從救贖的歷史而言，

首先，神使人，在首先的亞當裏，有分於善惡的知識樹，並經
歷所帶來的定罪與審判；
接著，又使人， 在末後的亞當裏，經歷在十字架上那臨到基
督耶穌身上的末後的審判；信徒因著神的恩典與基督的救贖，
而被稱義，被分別為聖；
最後，神公義的審判被顯明，世上的居民也學習到神的公義。
在新天新地，信徒有分於生命樹，得以為君尊的祭司事奉神，
並與基督一同作王，牧養地上的萬國 。



總結：從救贖歷史看審判

審判是神的恩典！
審判使全地得以認識神的公義，並在對神的認識中得到醫治。

啟 15:2 我看見彷彿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攙雜；又看見那些勝
了獸和獸的像，並他名字數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著神
的琴；
啟 15:3 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說：主神，全能者
阿，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世之王阿，〔世或作國〕你的道
途義哉，誠哉。
啟 15:4 主阿，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與你的名呢；因為
獨有你是聖的；萬民都要來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義的作為已
經顯出來了《是這樣 (它們)那些 (它們)義行義禮 從屬你 他/她/它們那

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



反思

神的愛是何等長濶高深！

羅 11:32 因為神將眾人都圈在不順服之中，特意要憐恤眾人。
羅 11:33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
的蹤跡何其難尋。
羅 11:34 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
羅 11:35 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
羅 11:36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
他，直到永遠。阿們。



反思

人一生所行，就是行在對自己的審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