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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为永恒作好预备 - 永恒的洞见

        由于母亲在我五岁时就去世，我的童年确实挺艰难的。我的父亲再娶，继母对
待我有时候非常严厉，让我常常觉得自己受罚真是太冤枉了。当然我必须承认，有
不少情况我挨打确实是应该的。我觉得对于那些身为儿童的人，能够得到公正的处
罚或者对待，其实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在我十岁左右、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
一件事在我脑海中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是所有男孩当中，一年到头都没有长裤
可穿的人。每天只能穿着自己灰色的小短裤，露出多节瘤的膝盖，我成为学校中引
人注意的“奇景”。当天气冷下来的时候大家都有长裤可穿，然而继母不肯买长裤
给我，因为她说裤管在膝盖的部位一下子就会被我穿破了，所以还是穿短裤好。我
觉得她这样的想法对我实在太不合理又不公平了！最叫我受不了就是每天同学们看
着我的短裤，总是不停地取笑我。

      经过了几个月受人取笑实在忍无可忍，我终于逮到机会从父亲的口袋中偷了些
钱，自己去买了一条长裤。麻烦的是我当然不敢把长裤穿回家，因此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把长裤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每天到学校之前先到那里换穿长裤，下课回家的
路上再弯到那个隐蔽的地方把短裤换回来。几天后灾难发生了，当我下课回家来到
那隐蔽的地方时，竟然发现我的短裤不见了！我急得差点哭出来，拼命地在四周寻
找， 后来确定是被人偷走了，我只好咬着牙回家，心中七上八下地编造了几套剧
本，想解释为什么我的短裤会变成长裤。然而这一切谎言都是徒然的，我的命运就
是挨了一顿无情的毒打。我知道偷钱不对，撒谎也不对，然而我心中仍然认为这事
不公平；为什么人人都有长裤可穿，我却没有。我尝试为自己讨回一点公道的作法，
却是错得非常的离谱。

        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能够想到自己一生中会有某些情况，让我们感觉自己受到
不公平的对待，或者被人误解了，甚至蒙冤受罚 。我们不会总是看见公义彰显于
自己或者其他人一生的际遇中。我们或许也会常在心中奇怪着，为什么倒霉的事情
总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你曾经多少次听见人们发问：“为什么坏事总是发生在好人
身上？”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然而实情是：我们乃是生活于一个有瑕疵的世界
里，我们的周围就是一群有瑕疵的人。有瑕疵的人所作的判断绝对不可能完美；然
而圣经告诉我们，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唯有他才是完美的终审者。因为我们这
位父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与意念，他对每一种情况都有完全的知识，他也遍察每
一个行为背后的动机，因此唯有他才能够作出完全的审判。圣经说明他将要在这世
界的末了，带给世人真正完全的公义。每次当听见“审判”这个字，我们心中未免
感到畏缩、发抖，然而当神审判时，他乃是同时把完全的公义和怜悯一起带来。在
圣经的旧约中，神的子民常常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神的审判，知道神会审判那些欺
压人的，却要保护那些软弱无助的。譬如：

        耶和华要为自己的子民伸冤，为自己的仆人难过，因为耶和华看见他们的能力
已经消逝，为奴的或自由的都没有剩下一人。(申三十二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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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神会站在他子民这一边为他们伸冤。当他看见我们不再
有力量去与仇敌争战，他就对我们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当我们落到一个地步，不再
有资源可用，不再有后备的力量可调集，除了他以外不再有其他人可以倚靠，主自
己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他要起来为我们打仗，如同他为约沙法王打仗一般。当年
约沙法王所面对的险境是这样的：摩押人、亚扪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对他进行奇
袭，一下子敌军已经来到隐基底了。约沙法向神祷告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
他们吗？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抵挡这来攻打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该作什么；我
们的眼睛只有仰望你。”(代下二十 12) 耶和华就派出伏兵，击杀那前来攻打犹大
人的亚扪人、摩押人和西珥山的人，他们就被击溃了。犹大人来到旷野的瞭望楼，
向那大军观望，只见伏尸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沙法和他的人民就来掠夺敌人
的财物，在尸首中见许多财物、衣服和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能携带；因
为掠物甚多，所以掠夺了三天。第四日，他们聚集在比拉迦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
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迦谷。(代下二十 22-26)

        这样约沙法王甚至不用牺牲一兵一卒，就赢得这一次绝不可能的胜仗。如果我
们不知道神的性格或者信不过他的美善，那么一定看不见神的审判中美丽的一面。
在第二课中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为死亡和审判作好准备，以及这样作将如何影响我们
每一个人。我们可能不愿意去想到那个时刻，然而圣经指出，当神决定我们的时间
到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生命终结的时候向他交账。在进一步谈论审判这题
目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来未雨绸缪，应该采取哪一类的预备才好。

为死亡作好预备

        在第一课中已经谈过了一个人死的时候会经历些什么。大部分的人都试着规避
这个话题。安得森说得好：“一切人类的功能中，最普遍也最民主的一种就是死亡。
它会在任何时候击打人，不管他的年龄、阶级、信仰或者肤色。”(注 1：安得森
《生命、死亡和死亡之外》Zondervan出版社, 1980, p. 9.) 死亡带着百分之百的成功
率，然而大部分的人依然拒绝谈论这个话题，甚至连想都不想。伍迪艾伦有一句常
被引用的俏皮话，说：“我并不害怕死亡。只是当死亡袭击的时候，我不愿意在那
里。”尽管我们如此设法规避它，死亡绝不会离开。我们每个人都必面对死亡，绝
无例外。不管你多有钱，买了多么好的保险，死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没有任何人
知道自己前面还有多少日子可活。波士顿环球邮报不久前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
张表格列出波士顿地区，当年所有死去有名人物的姓名和简介；文章的结尾如此说：
这些人如今都已加入了“大多数”。他们说得不错，死亡乃是一件确定会发生的最
大事情，而且那些死了的人确实是占“大多数”，不是吗？

        我的妻子名叫仙蒂，当年我们还住在英格兰时，有一次带着她的父母亲前往苏
格兰度假。有一个黄昏天色已经渐趋昏暗，我们非得沿路尽快找到旅馆不可。当车
子路过了一个黑色的锻铁大门，上面赫然挂了一个招牌“黑男爵大旅馆”。从门外
我们看不见里面的建筑，于是我们四个商量好一起进去，一窥这旅馆的庐山真面目。
由于那时已近昏暗，又加上那个黑色锻铁大门的模样，我们四个人一边开着玩笑，
说不定我们正在进行一次闹鬼古堡的探险之旅。经过树林以后，呈现于眼前的确实
是一栋好大的古堡！奇怪的是宽广的停车场上，空荡荡地一辆车子也没有！下车的
时候，一位佝偻得非常严重的老人从古堡大门走过来迎接我们。到了最后当我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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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古堡大门的时候，发现门楣上铭刻着取自圣经非常醒目的大字：你应当预备迎见
你的神。(摩四 12)

        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后来发现当晚整个古堡的旅客就只有我们四个人，至于其
他七十五间客房全部都空着。说不定是因为某个旅行团临时因故取消了他们预订的
客房吧。无论如何，我们自然地成为他们的贵宾，享受他们最佳的设备：例如仙蒂
和我睡的那张豪华四柱大床，听说就是那位很有名的詹姆士国王，也就是当年根据
他的名来定的圣经“英王钦定本”的国王，一向在其上睡觉的床。我们也打听出来
门楣上铭刻的那句经文，原来是为着住在那古堡接受最后训练，即将上战场的士兵
预备的。他们在战场上随时都有可能阵亡，因此必须把他们预备好可以随时坦然无
惧地面对永恒。“你应当预备迎见你的神”正是最合宜的一句话，不仅为着当年那
些即将出征的士兵，也同样为着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每一个人。

        我看过一个墓碑上刻着下面这些字：“当你经过时请驻足听我这话：你今日如
何，我也曾经如何；我今日如何，你将来也必如何，因此预备好步我后尘吧！”有
趣的是在这段铭文底下，有个路过的人用笔草写了一句话，说：“单只步你后尘我
心不安，除非我知道你走的是哪条路！”这个路过的人说对了，知道死后往哪里去
诚然重要，然而当我们知道了正确的方向以后，我们岂不应当好好为死后的永恒作
预备吗？

        当切记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只能够在今生活着的这个地球上作预备，因为一
个人进入死亡等于毕业进入永恒，这时候身上具有的品格就是进入死亡之时的品格。
我相信一个人在天堂里面的“位置”或者“级别”，乃是随着他在这个地球上生活
时，所彰显出来耶稣的仆人品格而决定。耶稣基督的品格有多少铭刻于你在地上的
生命里面，决定了你在永恒中所得的奖赏有多少。品格这个字最初的意思就是印刷
版上的字母被印在纸上。神处心积虑地就是要叫基督的本性和品格铭刻于我们的灵
魂深处，或让基督成形于我们心里，好叫别人一看见我们就可以颂读出基督的荣美
来。

        在第一课中已经思想过的经文：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又愿你们
整个人：灵、魂和身体都得蒙保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摘。
(帖前五 23) 这里指出一个人是由灵、魂、体这三部分所组成。当一个人死亡的时
候，他的灵魂就离开了躯体，好像一个人离开他的车子那样。如果没有我在车里面，
我的车子对这世界而言就算是死了或者“睡觉了”。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的
身体就要复活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林前十五 42-44) 这里的问题变成，圣经中所
提到的灵和魂，指的到底是什么呢？灵和魂又有什么分别？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相
信魂是由人的思想、意志和情感所组成，然而灵却是指人的最深处直接与神连接的
部分。创世记中提到，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创二 17) 当
始祖吃了禁果，他们的身体并没有立即倒地死了，然而在内里深处他们的灵“死
了”，因着罪的介入就与神隔绝了。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然而
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
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弗二 1，5) 当然，从那时候他们的身体也就开
始朽坏，可见这个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并非单只限于属灵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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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犯罪之前，亚当拥有非常惊人的心智和创意。圣经记载：耶和华神用泥
土造了野地的各样野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把牠们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给牠们
叫什么名字；那人怎样叫各样有生命的活物，那就是牠的名字。那人就给各样牲畜、
空中的雀鸟，和野地的各样走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
(创二 19-20) 我认为当我们有了复活的身体，我们的心智将恢复到亚当在伊甸园时
所具有的水平。人犯罪对他的灵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可以从下面这经文看出：天起
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
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创三 8) 他为什么要躲避呢？罪带来神和人之间的隔绝，
神称这种状况为“死”。当我们接受了耶稣，灵就被更新而从与神隔绝的死亡状态
活了过来。当我们默想神的道又顺服神的灵，他就要更新转换我们的心思、意志和
情感。正如大卫所咏唱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
(诗二十三 3) 彼得也说：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效果，就是你们的(灵)魂得救。(彼前
一 9) 我们的魂 (心思、意志和情感) 必须让神居首位、掌王权，顺服神的灵之领导。
基督的品格在我们里面得以成形，乃是我们信心之旅的终极目标。我们会照着基督
的性格在我们里面成形多少而蒙奖赏。

    字典网站定义“品格”这个字的意思为：“特色和各种特征的集合，形成某个人
或者事物的个别本性。”透过所经历的每件事，我们的灵以及魂的各个领域日复一
日地被更新转换。生活中所遭遇的每件事情，都在考验着我们的品格；一个人的品
格，可以藉助于这个人对于生活中所遭遇不公正之反应来精确地测量出来。名誉并
不是品格。名誉是别人认为你如何；品格却是神所知道的你这个人的真实内涵。如
果在所经历的每件事上，都能顺服基督的灵来回应，那么我们就会愈来愈被塑造成
基督的样式。如果你是基督徒，神早已预定将你塑造成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代表。

        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因
为神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使他的儿子在许
多弟兄中作长子，他预先命定的人，又呼召他们；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
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罗八 28-30)

        

        神预先知道你并且预先命定你，被塑造成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样。我们可能会轻
易地把这段经文读过去，而没有仔细地思考清楚圣灵所想教导我们的引伸意涵。我
们不可以因着发生在我们生活过程中的坏事情责怪神，有时候这些坏事情之所以发
生，其实是我们自找的。在上面那段经文中神应许，他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将坏
事转化成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的事；只要我们爱他，向他的教导和圣灵的引领敞开
自己。这里最奇妙的地方在于，神从起初就已经看见了末了。甚至在这世界被创造
以前，他已经把我们每一个人藏在心中。他预先知道你并且预先命定你，要被塑造
成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样。我未成形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为我所定的日子，
我还未度过一日，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了。(诗一百三十九 16) 意译本圣经如此翻
译这句经文：就像一本打开来的书，从成孕到出生，你看顾着我的成长；我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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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阶段全都展布在你面前。我一生的年日，在我还未度过一天以前，你早已全都
为我预备好了。神在你世上这一生的工作，就是预备你承受永恒 (永生)。

        约翰瑞厄说：“在这地上的品格，乃是可以存到来生成为我们永远的产业。”
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显为大，就得留意当你遭遇困难的情境时，是如何去回应的？
你已经随时预备好迎见你的神了吗？当那日子来临时，你身上能够反映出多少他的
品格呢？

        几年前我读过的一本畅销书，就是史蒂芬柯维的《与成功有约》。其中列举最
重要的习惯之一乃是，从一开始就把结局随时摆在眼前。你期待自己这一生最末了
的成果是什么呢？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果效，而且因着你的存在，当你离世
时这世界可以变得好一点；那么你最好停下来并且自问：这一生你正在竭力以赴的，
到底是带出哪一种的不同？而你所带出来的不同只限于今生之事，还是可以与永恒
连结在一起？你付出自己的专长、时间、精力和金钱所苦苦所追求的， 是暂时的
报偿还是永恒中的赏赐呢？

        
        我相信下面这份清单并没有涵盖一切，然而我心中想到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其他的人，也就是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曾经帮助过的人。
第二，我们学到的东西，例如，铭刻在心版上神的话语。
第三，铭刻在我们心灵中基督的性格。

        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人间去取得更多上面所提的那三样东西，没有投胎转世这
种事情，因此我们无法再试一次。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只有今生这一次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在这地上活着：按着定命，人人都要死一次，死后还有审判。(来九 27)

        
我们穿越死门之后何事会发生？

        也许是在我们死了或者是当基督再来，我们这地上的生命之门就在我们背后关
闭了，正如大卫所说：孩子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禁食呢？我还能使他回来吗？我要到

汤玛凯小组研经中文译本由美国葡萄园教会所奉献而完成，旨在提供华人信徒系列性的小组查经，
敬请爱惜使用并保持原作的完整。圣经经文乃出自吕振中译本，稍有别于众所熟悉的和合本经文。

问题讨论：你认为有哪些东西，是你能够带着随你进天堂的？

问题讨论：如果基督今日向你显现，并且告诉你明天就得回天家了，你
会有怎么样的感觉？当你一息尚存，有哪些事情你想要多花点时间去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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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撒下十二 23) 可见根据圣经，投胎转世的理
念绝对是一种谎言。我们只有今生这一次的机会。在圣经中我想不出有哪个经节，
让我读起来感到这么忧伤的：

        有一个人问耶稣：“主啊，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呢？”他对众人说：
“你们应当竭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等到家主
起来关上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要回答你们：‘我
不认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
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导过人。’他却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
哪里来的；你们所有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你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的时候，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从东
从南，从西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吃饭。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
后。”(路十三 23-30)

        
        
        首先我注意到家主会起来关上门。当我想到将会有许多人来到基督的门前，想
要进去却是不能，我的心几乎就要纠结在一起，感到极度的哀伤。我立刻想到的是
那些被误导的回教基本教义派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是站在神那一边，却听信他们处
于属灵黑暗中之领袖的谎言，为着这些领袖的政治利益去残杀无辜。他们乃是瞎眼
的领着瞎子。我也想到许多男男女女，他们毕生上教堂，却接种了一种宗教的疫苗，
让他们得不到真实的宗教信仰，就是那种与神的个人关系和透过基督对神的认识。
第二，耶稣要回答那些人，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悲剧！你花了一生的时间工作，而且自觉应该有把握进天堂，岂
知到最后却发现一生所下的功夫全都付诸流水。耶稣在此所说的话，指出这种情况
确实可能发生。有些人相信在大审判的日子他们应该可以过关，因为他们积了不少
人人称颂的功德；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理当占有天堂的一席之地。另一些人心想神一
定会把他们所作的好事计算在内，然后把所作的好事和坏事放在天平上秤一秤；只
要好事这边重于坏事那边，他们进入天堂就没有问题。仇敌就是如此使用各种方法
把人给蒙骗了；然而，如果你就这样以为你可以单只凭着“做好人”来进天堂，你
就可悲地被骗了；而且最糟糕的是你再也无法重新接受第二次的考核。你所面对的
就是为时已晚，门已关闭！会有许多人来叩门、哭求，然而关上的门已经不会再开。
(太二十五 10-12) 我们真的只能够活这么一次。也因为这个缘故，耶稣一开始就说：
你们应当竭力进窄门！如果你还不确定自己是神的儿女，圣经里面其实说得非常清
楚：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那生他的，也必爱那从他而生的。我
们若爱神，并且遵行他的命令，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了。(约壹五 1-2)

        我们借着遵行神的命令来显明我们对他的爱，然而执行神命令的顺服行动必须
出于对神的爱。人们可能出于错误的动机，而且在不认识神的情况之下作出牺牲的

汤玛凯小组研经中文译本由美国葡萄园教会所奉献而完成，旨在提供华人信徒系列性的小组查经，
敬请爱惜使用并保持原作的完整。圣经经文乃出自吕振中译本，稍有别于众所熟悉的和合本经文。

问题讨论：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
的。”你想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的
感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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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保罗曾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过：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
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林前十三 3) 你不太容易想象有什么牺牲的
行动比这里所提的更大了，然而这样的行动有可能并非出于爱而行，这样的话这种
行动就毫无价值。怎么可能会有人作出这么大的牺牲行动，却没有爱呢？时至今日
这末后的时代，我们几乎天天都可以在报纸上看见一些恐怖份子的疯狂行为；他们
被扭曲的宗教信仰迷惑并误导了。仇敌魔鬼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无多，牠似乎开始
抓狂了；无所不用其极地试图透过任何手段，将恐惧与害怕带进人间。

        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凡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
里面。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已经明白了，而且相信了。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
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得到成全，使我们在审判
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怎样，我们在这世上也怎样。爱里没有惧怕，完全
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因为惧怕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完全。(约壹四
15-18)

        如果你还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劝你要花时间好好考虑耶稣基
督对你的邀请。圣经说到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他们要被赶到外面去，在
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唯有一个门，而且那门是个窄门；耶稣基督说他就是羊的
门。(约十 7) 除了他(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
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四 12)

       
        

我对这节经文的解释，说不定会叫许多人大吃一惊。这世上有些人会被我们当
中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在神的国度中理当是伟大的人物，因为他们乃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我们必须了解，单单一个人在这世上具有知名度，并不等于他们也会在神的国
度中成为大人物。在天上，大家全都能够看见真正像基督的品格。到那时候一定会
有许多让我们惊奇的事情出现。我们每个人都将看到自己劳苦所结的果子，就是那
些我们曾经向他们分享过福音的，或者在路上给过他们水喝的。这些人竟然也出现
在天上已经够我们惊奇了，更何况其中说不定还有些人比我们更亲近耶稣。我们常
常会奇怪着这个人和那个人，似乎印象中他们从来未曾对福音作过响应；然而对于
别人心里所作的决定，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呢？如果一个人在他心底深处向神敞开
了，却没得机会听见福音，你难道就不认为神仍然有办法向他指出一条如何得救的
道路吗？记住：神不愿有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可以来到一个地步，响应神向他们
所显明的救恩，并且扭转自己的脚步归向神。(彼后三 8)

        凡是以感谢为祭献上的，就是尊敬我；那预备道路的，我必使他得见神的救恩。
(诗五十 23)

        我对这句经文的解释就是：当神发现一个人愿意敞开自己，而且从他心底深处
向神哭求；那么不论他是在哪一个国家，也不论他离能够向他分享福音的信徒多远，

汤玛凯小组研经中文译本由美国葡萄园教会所奉献而完成，旨在提供华人信徒系列性的小组查经，
敬请爱惜使用并保持原作的完整。圣经经文乃出自吕振中译本，稍有别于众所熟悉的和合本经文。

问题讨论：圣经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 ( 路十三
30)  这话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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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总是有办法把福音带给这个人。就像发生于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身上的
故事那样。他没有机会说我们期待他当说的决志祷告，然而耶稣接纳他了，因为他
的心是敞开的，也已经预备好了。要知道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
然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上十六 7) 我们当中或许有人在亲友离世前，尚未听过他
亲口祷告决志信主，因而心中无法确定如今他身在何处？不过放下你的哀愁吧。第
一，你忧伤也没有用，不如好好花时间在仍然活着的人身上。第二，说不定在那个
日子，神会为你预备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呢！唯有神知道人的内心。

当门在我们背后关闭，之后审判就会来到

        耶稣说：父不审判人，却已经把审判的权柄完全交给子，使所有的人尊敬子好
像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那差他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
听见我的话又信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约五
22-24)

        圣经清楚提到两个不同的审判。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有审判发生，这时在基督
里的信徒会从不信的人中间被分别出来，如同绵羊和山羊被分开一样。(太二十五
31-46) 这事之后，基督坐在大卫宝座上掌权一千年的和平时期就开始了。在这千禧
年后，还会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
那位。天地都从他面前逃避，再也看不见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
在宝座前。案卷都展开了，还有另一卷，就是生命册，也展开了。死了的人都凭着
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死亡和
阴间也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他们都照着各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抛在
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抛在火湖
里。(启二十 11-15)

        除了这两个大型的审判之外，我相信在每一个人死亡之时，都会有一个针对他
的审判发生，不管他是在何时何地死的。不然的话，耶稣怎么说那财主死了被送到
阴间，在那里受痛苦；然而拉撒路死后却被天使送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呢？(路十六
19-23) 我们在第三课讲到有关地狱的真理时，会更透澈地思考这段经文。现在要紧
的就是明白，“在每一个人死亡之时，都会有一个针对他的审判发生，不管他是在
何时何地死的。”因为：

        按着定命，人人都要死一次，死后还有审判。(来九 27) 

这里“死后还有审判”在英译本中让人可以感受到一种更强的急迫感，似乎这
审判立即就要发生，也就是我们在此所说的

        信徒不会按照他所犯的罪受审判，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已经保证他
“不被定罪”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见我的话又信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
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五 24)

汤玛凯小组研经中文译本由美国葡萄园教会所奉献而完成，旨在提供华人信徒系列性的小组查经，
敬请爱惜使用并保持原作的完整。圣经经文乃出自吕振中译本，稍有别于众所熟悉的和合本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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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会有一个审判来裁决信徒所要得到的奖赏，在这审判中一个人如何运用神
交托给他的资源，像时间、精力、技巧和金钱，就是被查核的重要项目。下面我们
会列举一些有关这方面，涉及我们在这地上作为神国管家之责任的经文。

        比佛约翰在他的书《永恒的驱策》当中说过：

        任何一个有限的数目被永恒一除 (或说一跟永恒作比较)，就像是等于零那
样。因此不管我们在这地上活了多久，只要跟永恒一作比较就等于零。从这个
角度来思想，我们更容易感受到那种时间上的急迫感，叫我们非得好好把握在
这地上，有如白驹过隙、几乎等于零的时间(机会)窗口不可。因为作为基督里
面的信徒，我们在这地上所作的每一件事，会决定我们在永恒中将如何度过。
请记得，此生之后我们在何处过永恒，是取决于针对耶稣的十字架以及他的救
恩，我们作了如何的回应；然而我们如何在他的国度里，过我们在永恒中的生
活，则取决于我们作为信徒怎样过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注 2：比佛约翰《永
恒的驱策》第 187页。)

        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称颂神。”这样看来，我们各人都要把自己的事向神交代。
(罗十四 10-12)

        因此我们立定志向，无论住在身内或是与身体分开，都要讨主的喜悦。因为我
们众人都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使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
到报应。(林前五 9-10)

        这两处经文所记我们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的审判，可能发生于基督
再临之时，也可能发生于信徒死亡之时。被译为审判台的希腊字是 bēma，当保罗
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和罗马教会的时代，这个当时通用的希腊字有四种用法，列举如
下：

第一，一个人跨步的样子 (显露出他的性格)。

第二，一个政府官员的审判台 (参考徒二十五 6，10，17)

第三，在运动竞赛中的颁奖台。有些人主张 bēma单只作为颁奖的地方，而非审判
之处；然而在世俗诉讼的情境中，确实是有审判的用处。

第四，诉讼的当事人站着受审之处，保罗重复强调这种意思。(徒二十五 10；罗十
四 12) (注 3：《圣经综览》)

        简明字典说明 bēma这个字，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是说，“踏足于其上”。表示
“一个隆起之处或者一个平台，作为聚会的地方；可以从这平台上演说。这个字演
变成 (三人席的) 法庭，控方占两席、辩方占一席；之后又应用于罗马统治者的法
庭或者审判庭。”(注 4：《简明字典》第 201页。) 关于这个审判台，有几件事情
值得注意。第一，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每一个动机、每一个作为都要被暴露出来：

汤玛凯小组研经中文译本由美国葡萄园教会所奉献而完成，旨在提供华人信徒系列性的小组查经，
敬请爱惜使用并保持原作的完整。圣经经文乃出自吕振中译本，稍有别于众所熟悉的和合本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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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明，也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人知道而暴露出来。
(路八 17)

        被造的在神面前没有一样不是显明的，万有在他的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
必须向他交账。(来四 13)

        第二，比佛约翰在他的书中另外还说：“许多人有一种不正确的想法，以为透
过他们所得到的救恩，他们未来一切的审判全都被剔除了。实际上，耶稣的宝血将
我们从一切拦阻我们进入神国度的罪中洁净了；然而，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的行为举
止，不论是好是坏，至终仍然需要面对基督审判台前的考核或奖赏。”(注 5：比
佛约翰《永恒的驱策》第 186页。)

       第三，最后，一切的真相都要大白于天下。所有的事情都要显露出来。我们会
明白这生命的大奥秘。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隐藏得住了。请记得我们不可以单从
负面的角度来了解这情况，因为我们一生中有过许多恩慈的行为，是暗中没有在人
面前作的，然而神却全都看见了；他洞悉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和动机，所以就要公
开地报答我们。会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一生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然而却安静地在
某些荒山野地或者丛林深处辛勤地耕耘，他们的劳苦在神心中显为甘甜。你们当中
更有些人慷慨地给予，甚至牺牲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来关怀照顾贫困受难、孤苦无
依的人；而且你们把这一切单只为神而作，因为你们作这些事完全不求人知。你父
在隐密中察看，必定报答你。(太六 4，6，16)

        无论谁因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个喝，我实在告
诉你们，他决不会得不到他的赏赐。(太十 42)

        我们曾经为神作过的任何事，没有一件他不注意到的。请听耶稣基督在绵羊和
山羊的审判中所说的话：

        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带着所有的使者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万族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
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时候，王要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来
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
喝；我作旅客，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
渴了就给你喝呢？又什么时候见你作旅客就接待你，赤身露体就给你衣服穿呢？或
者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就来看你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所作的，只要是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太二
十五 31-40)

        我觉得这事十分有趣，这些信徒早已忘记了他们所作的恩慈行为，然而神却永
远不会忘记。在他的档案中记录着我们的一切恩慈行为，而且他要在耶稣基督的审
判台前，公开地报偿我们。其实这样的报偿常常会提早发生，正如圣经中所记载百
夫长哥尼流脍炙人口的故事：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对人民行过许多善事，常常向神祷告。有一天大约下午三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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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异象中，清清楚楚看见神的一位天使来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他定
睛一看，害怕起来，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善行，已经达
到神面前，蒙他记念了。…”(徒十 1-4) 哥尼流成为外族人正式被接纳进入基督身
体的开路者。

        祷告：父神啊，让我们牢记在心，知道你赐给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每一天，都是
我们可以为永恒作预备的日子。帮助我们敞开自己的心胸，紧紧跟随圣灵的引领和
教导，认真地为那日子作好预备。谢谢你保守照顾我们，直到那日子来临。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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