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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基督徒 

XI如何停止扮演上帝 

雅四：11~12 

 

引言： 

扮演上帝是非常危險的遊戲。雅各書四：11.12「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評。人若批評弟兄，論斷

弟兄，就是批評律法，論斷律法。你若論斷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斷人的。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

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提到只有一位制定律法的，只有一

位審判（judge）的，那就是上帝。真正能審判（論斷）人的是上帝。 

雅各書說你我在扮演上帝因為我們在論斷人。如果你批評論斷人你就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

今天我們一起來研讀為什麼我們會論斷別人？我們為什麼不應該論斷別人？什麼時候論斷是錯的？

如何停止我們論斷的習慣？ 

I ) 為什麼我們喜歡論斷別人呢？羅二：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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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 原因是 a)我們為自己的錯找藉口（We do it to excuse our own faults）。你以為指頭指向別人，上帝

會忘記你所做的事，或者你指出別人的錯失（fall）你自己看起來就沒有那麼糟（bad）嗎？我

們責怪 blame 別人為自己找藉口，我們喜歡指控別人為自己脫罪。我們怎麼脫罪呢？就是重

新貼標籤；譬如：我不是喜歡背後傳舌（gossip），我只是表達我的關心（concern）；我不是負

面，我只是實際些（realistic）；我不是不可靠，我只是有彈性；我不是懶，我只是心情輕鬆的

人。我們為自己脫罪的方式就是自己重新標示我們所做的事。 

→ 我們論斷別人的原因可能是想把熱度從我們轉移到別人，我們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壞。 

→ 另一個原因 b)因為那合乎我們驕傲的胃口（it appeals to our pride.）箴廿六：22「傳舌人的言語，

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good news版本 Gossip is so tasty; how we love to swallow it. 

→ 當人在傳舌時（gossip）我們的耳朵都張的大大的，等不及想聽到底要說些甚麼事，別人講話

時你不留意，但一聽到論斷別人的事八卦的事，你立刻聚精會神留意聽，立刻引起了我們好

奇的心。 

→ 論斷別人是犯罪，這種自我驕傲的態度是每個基督徒都要對付去處理的。 

→ 我們時常貶低別人（putting other people down），論斷別人（judgmental）這是世界的通病。毀謗

別人的事我們基督徒通常做的不明顯，我們說的比較含蓄“我告訴你只希望你禱告…”，時

常代禱網變成了傳舌網。我們論斷別人使我們以為我們會站在更有利的地位（better position）。

不要忘記當你用指頭指向別人的時候，有三隻指頭是指向自己的；你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什

麼。批評滿足了自己的驕傲感，讓自己感到爽，感覺不錯，真是不好的習慣。（ego booster）（it 

makes us feel good.） 

II ) 我們為什麼不應該論斷別人？ 

雅各書提到三個理由  

a) 因為那不是基督徒的行為；v:11「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評。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兄，就是

批評律法，論斷律法。你若論斷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斷人的。」“弟兄”提到了三次；

我們不應該論斷弟兄的第一個原因，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當我們看到其他基督徒跌倒軟

弱心裡當然難過，很關心，但不能幸災樂禍。有些人以為他有“批評”的恩賜，但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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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靈來的恩賜；“批評”詆毀 slander，在希臘文中撒旦與 slander 是出於同一個字源，

disabolow（devil）=means slander, 中文批評應翻成中傷，毀謗。在聖經中魔鬼被稱為“指控

弟兄的”；撒旦的工作就是貶低人的價值（put people down）。當我們在批評論斷別人時，（when 

we speak against someone else）我們在做撒旦的工作親痛仇快。談論別人 speak against, 包括

criticize批評，lying 說謊，gossip. 傳舌 judge（論斷）。約八：44「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

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裡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

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 

b) 那是沒有愛心的行為（unloving）v:11a「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評。」法律 law 有禁止論斷

嗎？沒有它指的是至尊的律法（Royal law）雅二：8.9「經上記著說：要愛人如己。你們若全守

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們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為犯法的。」當你在批評

人的時候你就違反了至尊的法律：要愛人如己。小心！你說的話別人不會忘記，我們要將

心比心，不要苛責別人。 

c) 因為說沒有根據的，是不合理的 unjustified；v:12「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

能救人也能滅人的。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只有一位設立法律判定法律的那就是上帝。

只有上帝有權來審判（judge）。論斷，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沒有指派你去批評談論其它人。

我們通常因為一個人犯的一件錯事，我們就全盤的否定他，全部都不好，但他可能只是在

某些事上不小心。我們自己不喜歡的事我們容易下論斷，可能只是看見自己的投影反射。

我們有沒有問第三者（God）神的看法、意見呢？只有上帝看見全貌。 

III ) 在聖經中提到七次，論斷是錯的，但聖經也提到要明辨是非，可以 judge評論，衡量。譬如：

我們自己要省察自己（judge yourself），當面的責備，強如背地的愛情，我們的目的是要建造生

命不是打壓別人。 

什麼時候論斷是錯的呢？ 

→  羅二：1-4「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什麼事上論斷人，就在什麼事上定自

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我們知道這樣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審判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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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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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自己也做相同的事，我

在論斷就是錯的。如果我自己不正直卻批評別人不正直是不對的。約八：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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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wrong 

to judge people when I am practicing the same things.）我沒資格論斷別人。 

→  太七：3-5「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

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

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希伯來文中的幽默在此文中表現出誇大的幽默。It is wrong to judge 

when it blinds me from my own faults. 耶穌說如果因為論斷使我看不見自己的錯，那就是不對

的論斷。如果批評你造成我無法真實的看自己的失敗那就是錯誤的。我們很會分析挑剔但

卻不去分析自己反省自己。v:2「你們貪戀，還是得不著；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

得。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只想高抬自己，打壓別人，不是真愛心。我更不應該

轉移焦點，掩飾自己的罪過。 

→  約七：24「不可按外貌斷定是非，總要按公平斷定是非。」 

撒上十六：7「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

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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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憑外表馬上下結論是錯的。It is wrong to judge when you draw conclusions based on outward 

appearance. 人喜歡從外表第一印象馬上下結論評論一個人，憑衣服髮型面貌來評論一個人

是不對的。 

→  約七：51「不先聽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難道我們的律法還定他的罪嗎？」尚未把事

實弄清楚就定一個人的罪（condemn）是錯的，It is wrong to judge before knowing all the facts. 所

有的事實尚未清楚呈現不要下結論，即或你最終的結論可能是正確的，你仍然不對（wrong），

因為你沒先收集事實，你不能說我早就告訴你了，不是嗎？我早就知道了，這仍然是不對

的；事情有多方面的看法與事實，二面之詞，三面之詞（包括上帝的看法）我們不會全知

道，不要隨便論斷。 

→  西二：16-17「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這些原是後事

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憑著外表的敬虔來論斷人也是不對的。It is wrong to judge people on 

the basis of external religious observance.遵守一些儀式教條看不出一個人與上帝的關係。羅十四

章教導我們如何避免不必要的爭論。外表的吃喝儀式會引起不同的看法，但沒有必要論斷

爭論。羅十四：1-3「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

那軟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論斷吃的人；因為神已經收納他了。」

羅十四：13「所以，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寧可定意誰也不給弟兄放下絆腳跌人之物。」不論作

什麼要有著無愧的良心就好，但不要論斷別人。有些灰色地帶有爭議的事可以放下。羅十

四：22-23「你有信心，就當在神面前守著。人在自己以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責，就有福了。若有

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為他吃不是出於信心。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在上帝面前守著

你的特別看見，就放在你和上帝之間就好”不要到處傷人。你有無愧的心你就有自由。羅

十四：20「不可因食物毀壞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潔淨，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 

→  我絕對是對的，別人一定不對不好，作人身攻擊，貼標籤；雅四：11「弟兄們，你們不可彼

此批評。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兄，就是批評律法，論斷律法。你若論斷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

乃是判斷人的。」當我在論斷時我把自己放在法律之上是不對的（When I judge, and place myself 

above the law; this is wrong.）It is wrong to judge when it causes you to speak evil about another person. 

如果你談論別人導致你說他的壞話，把他當成壞蛋是不對的。如果論斷別人，使你談論別

人不好的事就是不對的。如果毀滅了別人的名譽就是錯的，即或別人做錯了，你論斷他，

毀滅他也是不對的。弗四：29「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

人得益處。」“Always speak positively; speak only those things that build up and encourage.”總是要

說鼓勵的話不是洩氣的話。主日講台我不該上台告訴大家你們大家如何搞砸的指出大大小

小 15點，也不能上台嘮叨大家，應該鼓勵大家如何去做。 

→  林前四：5「所以，時候未到，什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

念。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保羅指的是動機，上帝說我們沒有資格評論別人的動

機。（Why they do what they do?）要論斷別人動機時間尚未到。It is wrong to judge before the 

final moment.（premature）。因為你不知道人內心真的想法；只有上帝看見，你自己的動機你

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更何況別人的動機呢？時間未到，不要先下定論，不要聽見就評論。 

IV ) 如何能停止論斷別人的習慣呢？How do you break the habit of judging? 

→ 1) （Remember, I will be judged by the same standard I use to judge other people.）記住我也會被別人用

相同標準來檢驗我。太七：1.2「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

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你時常批評論斷別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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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你也會同樣地被檢驗，你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 

→ 2) 羅十四：12-14「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所以，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

寧可定意誰也不給弟兄放下絆腳跌人之物。我憑著主耶穌確知深信，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惟獨

人以為不潔淨的，在他就不潔淨了。」記住我們每個人都要向上帝交帳（Each of us is accountable 

to God.）你不需向我交帳報告，你人生每一部分上帝都知道，上帝在評斷我們，上帝會很

公平誠實的評斷我們真實的我；他不偏心。One day God will settle the score. 有一天上帝會報

應的。 

→ 我個人要如何回應別人的批評論斷呢？ 

a) 不去理它 ignore；b) 理性、柔順，思考 Be reasonable。c) 聽、學、成長 listen。 

→ 3) 記住上帝對我是多麼的寬容（God is merciful to me.）雅二：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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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定律：饒恕原諒比批評論斷更偉大。憐憫人的有

福了（Blessed are the merciful.）太十八：18-28中有一位不肯饒恕人的僕人，主說不憐憫人

的必不蒙憐憫，太十八：33.34「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嗎？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

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上帝喜歡我們有憐憫。上帝對我們諸般的忍耐寬容。但我

們不懂得感恩惜福，卻把那些恩典當成理所當然。 

=> 我們每個人都要對付自己可能太吹毛求疵（being critical）的態度。如果你想找人的毛病，找別

人的過失隨時都可以找到，但為何不能多看別人的長處，不看別人的短處呢？要有成功的婚

姻何嚐不是如此呢？停止猜測批判別人的動機吧，只有上帝能真正了解評論人，上帝沒有呼

召你去論斷別人，祂呼召你向祂負責交帳。你是否能禱告，主啊求你叫我不要再扮演上帝，

這星期不要批評論斷別人，保守我的口，不要傳舌、傳遞傷害人的訊息，讓我只說建造人生

命的好話。 

 

問題： 

1. 我喜歡批評的原因是？ 

2. 論斷與批評有甚麼不同的表現嗎？ 

3. 聖經中明辨（discern）與論斷有何不同？ 

4. 自我的論斷、批判（反省）有必要嗎？ 

5. 好朋友的責任，建造，批判？ 

6. 寬容的心你有做到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