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当主再来时，每位信徒

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座

前为自己如何完成神所

赋予的责任来交账，得

胜者将领受永恒的奖赏.

▪ 审判座 judgement 

seat or bema seat 指审

判员评价运动员的

成绩所坐的高台。



羅馬書 14:10-12

10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
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 神的台前。

11 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
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

12 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 神面前
说明。



哥林多後書 5:10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
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For we [believers will be called to account 

and] must all appear before the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so that each one may be 

repaid for what has been done in the body, 

whether good or bad [that is, each will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his actions, purposes, 

goals, motives—the use or misuse of his 

time, opportunities and abilities].” （2 

Corinthians 5:10 AMP）



哥林多前書 3:8-15 新译本
8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只是各人要照着自己的劳苦
得着自己的报酬。

9 我们是 神的同工，你们是
神的田地， 神的房屋。

10 我照着 神赐给我的恩典，就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
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各人要注意怎样在上
面建造，

11   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
基。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12  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稭，在这根基
上建造，



哥林多前書 3:8-15 新译本
13各人的工程将来必要显露，
因为那日子必把它显明出
来。有火要把它显露出来，
那火要考验各人的工程是
怎样的。

14如果有人在这根基上建造
的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得
到赏赐；

15如果有人的工程被烧毁，
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
得救，只是要像从火里经
过一样。



哥林多前書 4:5

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
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各人
要从 神那里得着称赞。



奖赏 类一：复活的身体

啟示錄 2:11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
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但以理書 12:2-3

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
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
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
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
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奖赏 类一：复活的身体

马太 13:43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裏，要
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可
聽的，就應當聽！

腓立比 3:21

祂要按着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
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祂
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奖赏 类一：复活的身体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
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 ；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
先復活。



奖赏 类二：白衣

启示录 3:5a

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

启示录 3:18b

又買白衣穿
上，叫你赤
身的羞恥不
露出來

启示录 6:11，7:9，7:13，15:6，19:8，19:14



奖赏 类三：执政掌权

启示录 2: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

启示录 3: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
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
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

启示录 5:10，20:4；马太 19:27-28；

路加 19:17-19， 22:29-30，林前 6:2



奖赏 类四：冠冕
启示录 2:10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
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
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患難
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
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

启示录 3: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启示录 4:4，4:10，12:1，14:14 ；林前 9:25，腓立比 4:1；

帖前 2:19；提后 2:5，4:8；希伯来 2:7，2:9；雅各 1:12；

彼前 5:4



奖赏 类五：与主耶稣的交通
启示录 2:28

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

启示录 3:12b

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
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神
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 ），
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启示录 3:18c



奖赏 类五：与主耶稣的交通
启示录 3:20

看哪，我站在
門外叩門，若
有聽見我聲音
就開門的，我
要進到他那裏
去，我與他，
他與我一同坐
席

启示录 22:16



奖赏 类六：得主的称赞
启示录 2:17b

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着新名；
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

启示录 3:5bc

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
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
我父眾使者面前，認他的名.



奖赏 类六：得主的称赞
启示录 3:9

那撒但一會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人，
乃是說謊話的，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
也使他們知道我是已經愛你了。

启示录 3:12a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
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
裏出去。

马太 25:21，彼前 1:7



奖赏 类七：属天的金子，财宝，美食
启示录 2: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

启示录 2:17a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
的金子，叫你富足

启示录 3:18a

马太 6:20；路加 12:33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
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