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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21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借着祂的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及这一课有关建立教会的学习交托给主。  
 

2 分享 (20 分钟)                                                        [灵修] 
帖撒罗尼迦后书 1 - 3 

 
轮流简短分享 (或从你的笔记读出) 你从指定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 1 - 3 章)所得的灵修领受，只需分享其中的

一次灵修。 
专心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领受。不要讨论他的分享。摘录笔记。 
 

3 背诵 (5 分钟)                                                   [约翰福音的钥节] 
(8) 约翰福音 7:38 

 
两人一组查阅。  
(8) 约翰福音 7:38。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4 讲授 (85 分钟)                                                       [教会礼仪] 
基督徒丧礼 

 
简介。今课的教导是关于基督徒的丧礼。我们将学习圣经对死亡、死后发生的事情、丧礼仪式和死里复活的教

导。 
 

A. 人的本质 
 

1. 人的本质的非圣经观。  
 

世人对人的本质有不同的看法。 
 

 (1) 斐洛的观点。人的本质由三部分组成。 
这观点是基于菲洛的哲学 (公元前 200 年 - 公元 45 年，亚历山大)。菲洛认为人是三元性：人有灵，有魂和有身

体。这观点进一步区分了一个人的「灵」 和 「魂」，区分了他的 「属灵」 生命和他的 「魂魄」 生命。灵是

理解神圣的哲学，而魂则是理解人类的哲学。  
 

这种概念在西方被普及化，它给予灵特定的功能，又给予魂和身体独立的功能。 
• 灵的功能被说成是与神的属灵知识和与神相交、良心、直觉和创造力有关。 
• 魂的功能仅限于思考 (思维)、作决定和选择 (意志)及感受不同的情感 (心灵)。 
• 身体的功能简化为五种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感觉。 

这样的划分是对现实过度简化，且不合符圣经。 
 

 (2) 普洛特努斯的观点。人的本质由两部分组成。 
这观点普及于东方 (印度) 和西方 (希腊) 古代文化。现代世界许多人的观点是基于普洛特努斯的新柏拉图哲学 
(公元 269 年，亚历山大)。普洛特努斯教导人是二元性的：人有身体和魂 (或灵)。这观点区分了只有物质的身

体和只有属灵的灵魂。因此，人能够使他的身体和心理功能分开。 
 

他们认为身体的功能和灵魂的功能并不互相影响。人可以在自己的身体里过一种生活，在他的灵魂里过另一种

生活。比如，他可以在自己的身体里过情欲的生活，在自己的灵魂里过宗教的生活。一般来说，灵魂被认为是

人的本质存在，身体却被认为是邪恶的东西。灵(或魂) 是身体的囚犯，直到在死亡时它从身体中被释放。结果

是只有灵魂被认为是重要的，物质的身体和所有的物质创造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例如，周日去教会拯救你的灵

魂是重要，但你在这世上接下来的一周里如何用身体生活就并不重要。从历史上看，这观点对基督教产生了灾

难性的影响。这种划分并不符合圣经。  
 

 (3) 自然主义的观点。人的本性是物质上的统一。 
这观点纯粹是自然主义。它认为人只包含着一些在进化中改变的物理和化学元素，人根本没有灵(或魂)。  
  

2. 圣经对人的本质的观点：人是身体和属灵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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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并不是拥有一个灵魂，而本身就是一个灵魂。 
神在圣经中的启示并不支持上述的三种观点。圣经并没有教导人「有一个灵魂」， 但却指出人「是一个活的
灵魂」。创世记 2: 7 的直译是： 「耶和华神造成了人，[他是] 地上的尘土，并在他的鼻孔里呼吸 (或吹) 生命

的气息 (或灵) (希伯来文：nishmat chajim)，借着它这个人成为一个活的灵魂 (或一个活的人) (希伯来文：

nefesh；希腊文： psuché；英语：soul)」。创世记 2:7 描述了神如何创造人类。祂用地面的元素造成了亚当 (意
思是人)，把祂的 「灵」 (呼吸) 吹到亚当的鼻孔里。因此，亚当 (以他的身体和他灵) 成为「一个活的灵魂」 或 
「一个活的人」。  
 

人的本质是独特的：人是一个有两个方面的生命 (存在)：看得见的物质方面 (身体) 和看不见的属灵方面 (灵)！
人的生命(存在)由身体和灵组成！因此，人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二元性，也不是三元性！他的身体属于被创造

的物质世界，但他的灵来自神，且神揭示了人是祂形象的承载者。这种圣经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决定了基督徒应

如何看自己：他们是神的创造物 (而绝不是进化的产物)；他们犯了罪 (对神)；他们会死，因此他们需要 (神) 的
救赎。  
 

 (2) 基督徒对人的看法。  
圣经认为人的本质不是二元性，而是一个整体 (一个活的生命)，由物质方面 (身体) 和属灵方面 (灵) 组成。人

是 「一个活的生命」，也就是拥有看得见的身体和看不见的灵的一个活人。他的两面 (看得见的身体和看不见

的灵) 是可以区别的，但在地上的今生中是分不开的！ 
 

神在旧约里设立了道德律法、礼仪律法和民事律法，这些律法影响了旧约信徒的属灵、道德、社会和物质生

活。这些旧约的律法教导神的子民不仅在属灵方面，在人的生命的每一个其它方面对神来说都是重要！ 
  

基督徒应看自己是一个整体：他是一个活人 (生命)，有看得见的身体和看不见的灵。因为人的生命 (人的存在) 
有两个方面：一个看得见的物质方面 (身体) 和一个看不见的属灵方面 (灵)，基督徒应同时关心他的身体和他的

灵。他要如何在这世上用他那不可分割的身体和灵，去过自己的日常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神希望所有的基督徒

在这世界里生活在圣洁和敬虔里，不仅在他们的灵里，也在他们的身体里(罗马书 6:12-13, 19；彼得后书 3: 10-
14)。  
  

基督徒不认为他的身体是邪恶的。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哥林多前书 3: 16-17; 6:19-20)。基督徒不应在他的

头脑或日常生活里分隔他的身体和他的灵。只要他生活在现在这地上，他的身体和灵是分不开的！神呼召基督

徒在他的身体和灵上荣耀祂。  
   

 (3) 基督徒对堕落犯罪的看法。 
亚当和夏娃的犯罪堕落影响了人的整个存在(生命)。整个人 ( 生命) 带着他的身体和灵落入了罪里，达不到神的

目的和心意。罪的堕落影响了他与神的属灵关系的每一个领域，影响了他与邻居的社交关系，影响了他与自己

的心理 (智力、意志、情感) 关系，以及他与被创造世界的实体关系 (创世记第 3 章)。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把一个

没有属灵生命的人看作是一个死人 (以弗所书 2: 1)。整个人都陷入了罪恶之中。整个人都受到罪和死亡的影

响。整个人都是神所认识，亦将会由祂审判 (希伯来书第 4: 12-13)。  
 

 (4) 基督徒对身体死亡的看法。 
基督徒不认为神的其他物质创造是邪恶的。神的其他物质创造并不像人那样有一个灵。创世记 1:27 和 2:17 并
不意味着在人类陷入罪恶之前，神的其他物质创造是免于身体死亡的。 
 

在人堕落犯罪之前，所有的植物都被创造为可朽坏的，因为当水果和植物被吃掉时，它们就会死亡 (创世记 
1:29-30；2:16)。在人堕落犯罪之前，地上有荆棘和蒺藜，因为神已经完成了祂所创造的一切 (创世记 2:1)。然

而，人必须在伊甸园工作，并要照顾它，例如抜去荆棘和蒺藜 (创世记 2:15)。但在人堕落犯罪之后，地被诅咒

了，人不得不痛苦地辛劳来控制地所长出的荆棘和蒺藜 (创世记 3:17-18)。  
 

在人堕落犯罪之前，蛇是存在的 (创世记 1:24；3: 1)。但在人堕落犯罪之后，蛇被诅咒，比一切其他动物更

甚，并且成为人类的敌人 (创世记 3: 14-15)。在人堕落入罪恶之前，所有其他生物如野兽、家畜和爬行动物都

被创造为朽坏的。  
 

在人堕落犯罪之前，女人会在生产过程中遭受痛苦。在人堕落犯罪之后，神加增了妇女在生产中的痛苦 (创世

记 3:16)。  
 

在人堕落犯罪之前，只有人被创造成不朽坏，因为只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但在人堕落犯罪之后，人变

成了朽坏 (短暂的)，他被创造的身体回到了地的元素 (创世记 3:19)。在人堕落犯罪之后，一切受造物都服在物

质衰败的束缚和虚空之下 (罗马书 8:19-22)。但物质的衰败和死亡并没有使神的物质创造或人的物质身体成为

邪恶！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所有人的身体将会复活，并拥有不朽性 (约翰福音 5:28-29；哥林多前书 
15:42-44)，整个物质宇宙将恢复为一个完全公义的宇宙 (使徒行传 3:21；彼得后书 3: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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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基督徒对肉体救恩的看法。  
「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 (箴言 11:30)。人的生命不仅仅只有他的灵，而是由他的灵和身体组成的！整个人 (生
命 = 身体和灵) 陷入了罪。整个人，即灵和身体，都需要拯救。  
 

耶稣基督是来拯救整个人。祂是来拯救人那看不见的属灵层面 (他的灵) 和那看得见的物质层面 (他的身体) 
的。祂赦免罪，医治疾病，释放受恶魔压迫的人，释放被囚的人 (马可福音 2:10-11, 17；路加福音 4: 18-19)。
祂为孤儿和寡妇的缘故辩护，怜爱异地人及给他食物和衣着 (申命记 10:18；约翰一书 3:17)。耶稣基督使基督

徒全然成圣 (帖撒罗尼迦前书 5:23)。将来耶稣基督会使基督徒全然得荣耀：他的灵 (约翰一书 3: 1-3) 和他的身

体 (腓立比书 3:21)。  
 

因此，要赢得灵魂就要同时关心一个人的身体和他的灵。基督徒的事工是全面的。基督徒是被召唤去关心整个

人和他生命的每一方面(参见路加福音 2:52)。 
 

3. 圣经中的「灵魂」和「灵」。 
 

 (1) 这两个词可能有同样的意思。 
「灵魂」这词 (希腊文：psuché) 在新约中出现大约 100 次。「灵」这词 (希腊文：pneuma) 在新约中则出现超

过 370 次。要将这两个词清楚的画分是不可能的事，虽然这尝试常常发生。  
 

这两个词之间的各种区别是颇为复杂。例子： 
• 气息这词的希腊文同义词可能是 psuché (灵魂) (使徒行传 20:10) 或 pneuma (灵) (帖撒罗尼迦后书 2:8)。 
• 生命这词的希腊文同义词中强调物质生命的可能是 psuché (灵魂) (马太福音 2:20) 或 pneuma (灵) (路加福音 

8:55)。 
• 人的 psuché (灵魂)可以被激起 (马可福音 14:34)，他的 pneuma (灵)可以被激怒 (使徒行传 17:16)。 
• 人的 psuché (灵魂)尊主为大 (路加福音 1:46) 和他的 pneuma (灵)以神为乐 (路加福音 1:47)。 
• 人的看不见存在被称为 psuché (灵魂) (启示录 6: 9)，也被称为 pneuma (灵) (希伯来书 12:23)。 
•  人的 psuché (灵魂) 可以指他的整个自我或整个人 (马可福音 10:45；提摩太前书 2:6)，但他的性情可以被称

为温柔的 pneuma (灵) (哥林多前书 4:21)。 
 

 (2) 这两个词可能有不同的含义。 
一般来说，「灵魂」(psuché)这个词强调情感活动，而「灵」 这个词 (pneuma) 强调思维活动。灵魂可以悲伤

(马太福音 26:38) 和爱 (马可福音 12:30)，而灵就感知 (马可福音 2:8)、计划 (使徒行传 19:21)、知道 ( 哥林多前

书 2:11) 和祈祷 (哥林多前书 14:14)。 
 

「灵魂」这词的范围往往更广，表明那高于物质的整体生命，而 「灵」的范围则比较狭窄，描述人的灵与

神、人的自我意识或性格的关系，这些都被视为主导崇拜行为或与崇拜有关的行为，比如祈祷和作见证。  
 

4. 理解帖撒罗尼迦前书 5:23 中的 「灵」、「魂」 和 「身体」等词。 
 

 (1) 希腊文文本及其直译。 
Αυτος ο Θεος της ειρηνης αγιασαι υµας ολοτελεις,  
Himself / the God of peace / sanctify / you / wholly (to the complete end); / 
自己  /  平安的神  /  使成圣  /  你们  /  全然 (直到最终) 
 

και ολοκληρον υµων το πνευµα 
And / in every part (complete, sound, undamaged)(be/be preserved) / your spirit (you yourself, especially in relationship 
to God); / 
又  /  每一部分(完整的、 健全的、没有损坏的) (是/被保留)  /  你们的灵(你自己，尤其是在与神的关系上)；/ 
 

και η ψυχη και το σωµα αµεµπτως εν τη παρουσια του κυριου ηµων Ιησου Χριστου τηρηθεινη 
And / the soul and the body (you yourself as entire person, especially in relationship to this world) / blamelessly / at the 
return / of our Jesus Christ / be kept (be preserved from terrible condemnation).  
与  /  魂与身体 (你自己作为整个人，特别是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上) /  无可指摘  /  在降临的 

时候  /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 得蒙保守 (被保守脱离可怕的定罪)。 
 

 (2) 经文的解释和翻译。 
经文没有把人的本质分为三个部分。灵、魂和身体这些词并不代表人的本质的三个部分。代名词「你」属于第

一句句子。「灵」这个词 (你与神的关系中看不见的存在) 属于第二句。魂和身体 (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中看不

见和看得见的存在) 属于第三句。第一句中的代名词 「你」、第二句中的名词 「你的灵」 和名词「魂和身

体」是平行的表达 (参见路加福音 1: 46-47 中的平行性)。  
 

「在每一个部分」 和「无可指责」 被放在句子的前头是强调整体性。 
第一个形容词的意思是「直到最终」 (完全、彻底)。 
第二个形容词的意思是 「在每一个部分」 (完整的、 健全的、没有损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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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副词的意思是 「没有责备」 (无可指责)。 
 

因此，希腊文文本应当翻译如下: 
“May the God of peace himself sanctify you wholly;  
「愿和平之神亲自将你完全洁净； 
and may your spirit in every part (be/ be preserved) complete;  
和愿你的灵在每一个部分 (是/被保存) 完整的； 

and may the soul and the body be kept blamelessly (from damnation) at the coming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和愿魂和身体被保存无可指摘 (免受诅咒)在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时。」 
 

5. 理解希伯来书 4:12 中的「魂」、「灵」 和「骨节和骨髓」 等词。 
 

 (1) 希腊文文本及其直译。  
Ζων γαρ ο λογος του θεου και ενεργης και τοµωτερος υπερ πασαν µαχαιραν διστοµον  
For living / the word of God/ and / effective (active, powerful) / and / sharper (cutting) / than every double-edged sword  
因为活的  /  神的道   /   和   /  有功效的 (积极的、强大的)  /  和  /  尖锐 (锋利)  /  比每一把两刃的剑 
 

και διικνουµενος αχρι µερισµου ψυχης και πνευµατος, αρµων τε και µυελων,  
And / piercing / to / the dividing / of soul and spirit, / and / of both joints and marrow, /  
和  /    刺     /  入   /    剖开     /       魂与灵        /    和    /  骨节与骨髓 
 

και κριτικος ενθυµησεων και εννοιων καρδιας). 
and / quick to discern or judge / the thoughts (reflections, ideas) / and / intents (insights, deliberations) / of the heart. 
和  /    快捷的辨明或判断     /          思念 (反思、想法)         /  和  /        主意 (见解、熟虑)     /   心中 
 

 (2) 经文的解释和翻译。  
经文没有把人的本质分为三个部分。要从经文对作者的心理进行任何结论都是靠不住的。 
 

魂和灵、骨节和骨髓这四个词语组在一起，要被理解为人在各方面的整体思维或属灵本质的表达。神的道探索

我们灵性存在最深的隐密处，并揭示潜意识的动机。神必定会在最后的审判日这样做 (希伯来书 4:13；哥林多

前书 4: 5)。  
 

因此，希腊文文本应当翻译如下： 
“For the word of God is living and active. Sharper than any double-edged sword,  
「因神的道是活和积极的。比任何两刃的剑尖锐， 
it penetrates even to dividing soul and spirit, joints and marrow;  
它甚至刺入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之间； 
able to discern or judge the thoughts and intents of the heart.” 
能辨明或判断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6. 理解马可福音 12:30 中的「心」、「性」、「意」和 「力」等词。 
 

「心」、「魂」和 「心灵」 这三个词每个在希腊文中都有几种不同的含义。一般来说，心 (希腊文：kardia) 是
人存在的中心，是他所有思想、言语和行为的主要源泉 (箴言 4:23)；性 (希腊文：psuché) 是人情感活动的所在

地；以及意 (希腊文：dianoia) 是他的智力、气质和态度的中心。力(希腊文： ischus) 是他所有行动的力量和能

量。 
 

还有，我们在这经文中不应过度分析。这四个字在一起的意思是，基督徒应该用神所赋予所有的官能来爱祂。  
 

7. 「魂」和「灵」 这两个词与生和死的关系。 
 

在圣经中，「魂」 和 「灵」 这两个词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区别了。这两个词都被用来描述人的生命原则、他

的非物质存在、他的看不见的存在或他的属灵存在。  
 

 (1) 人在死亡前的生命原则不是用 「魂」 一词来代表，便是用「灵」 这个词来代表。 
圣经用这两个词同时来描述人在身体死亡之前的生命原则。  
在他的身体死亡之前，人在他朽坏身体中的生命原则都是用「魂」一词 (希伯来文：nefesh，希腊文：psuché，
也翻译成「生命」) 或 「灵」 这词 (希伯来文： ruach，希腊文：pneuma) 来表示。  
 

「魂」这个词被用在创世记 2: 7；诗篇 31:9；63:1；马太福音 6: 25-27；16: 25-26；启示录 18:13。  
「灵」这个词被用在约伯记 34:14-15 ；诗篇 31: 5；以西结书 36:26；路加福音 8:55；路加福音 23:46；罗马书 
8:10；哥林多前书 7:34；哥林多后书 7:1；雅各书 2:26。  
 

 (2) 人死后的生命原则不是用 「魂」这词，便是用 「灵」 这词来代表。" 
圣经同时用这两个词来描述人身体死亡后的存在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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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身体死亡后，他那没有朽坏身体附着的存在 (即他的无形或脱离肉体的存在) 不是由「魂」 (希腊文，

psuché) 这词，便是由「灵」这词 (希伯来文： ruach，希腊文：pneuma) 来代表。  
 

「魂」这个词被用在启示录 6:9；20:4。 
「灵」这个词被用在传道书 12:7；以赛亚书 26:14；希伯来书 12:23。 
  

B. 身体死亡的性质 
 

人对身体死亡的性质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1. 神创造了不朽的人。 
 

阅读  创世记 1:27；传道书 3:11；创世记 2:15-17。 
发掘及讨论。人被创造后及在他堕落犯罪之前，他的本质是什么？ 
笔记。第一批人亚当和夏娃被创造出来时不是朽坏的。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出来，这种完美的条件似乎排

除了分解和死亡。在创造的时候，「神在人的心中设定了永恒」。他们被创造出来的身体和他们灵都是不朽

的。 
 

但创世记 1: 26-27 并不意味着所有其他东西同样也是被创造成不朽的。经文只是告诉我们，人类的身体死亡不

是原始创造的一部分。 
 

2. 人的身体死亡是神对罪的惩罚。 
 

阅读  创世记 2:15-17； 3:17-19； 约翰福音 5:28-29；马太福音 10:28；25:46；启示录 21:8。  
发掘及讨论。人在堕落犯罪之后的本质是什么？ 
笔记。  人类的物质、属灵和永恒的死亡进入神的创造，作为神对罪的惩罚。因为是人犯罪，所以人只有死，

作为对罪的惩罚！  
 

人类堕落入罪后，他们的身体变成会朽坏。他们死后，他们的身体就会腐烂，归回尘土。不过，尽管他们的身

体死了，但他们的灵(或魂) 不会死亡，也不能被杀死。  
 

在基督第二次来临和所有人的身体复活之后，神会改变信徒的身体和灵 (或魂) (腓立比书 3:21；约翰福音 3: 1-
3)，但却会毁灭 (希腊文：apollumi) 在地狱里不信的人和邪恶的人的身体和灵(或魂)。「毁灭」 一词不能指毁

灭恶人的身体和灵(或魂)，因为他们的毁灭是形容为在地狱里受永恒的惩罚 (马太福音 25:46)。  
 

3. 只有人的身体死亡是不自然的。 
 

阅读  诗篇 90:7-11；罗马书 1:32；5:16；加拉太书 3:13。  
发掘及讨论。人类的身体死亡应如何看待？ 
笔记。  有些人认为人的死亡是自然的。这些人一般不相信神或罪的现实 (罪就是达不到神对你生命的目标)，
也不相信一个人的灵魂是永恒的。因此，他们认为死亡只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空虚，或者仅仅是所有存在物的终

结。这样的人有时不认为死亡是恐怖。  
 

另一些人认为人的死亡是不自然的。这些人一般相信神，相信神创造了人。不过， 他们对人在创造中的本质

有不同的信念，以致对死亡的本质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人被创造出来就是朽坏的。他们说，因为人类犯了罪，他未能上升到不朽的层面。肉体的死亡只是

人类原始朽坏状况的延续。 
 

其他人 (基督徒) 相信人被创造出来是不朽的。他们说，因为人犯了罪，失去了继续不朽坏的可能性。身体的死

亡是对他不服从的惩罚 (创世记 2: 15-17)。在圣经中，人的身体死亡并不是对人一件自然的事，而是神忿怒的

表达 (诗篇 90:7-11)，是神的审判 (罗马书 1:32)、定罪 (而不是：罚入地狱) (罗马书 5:16) 和诅咒 (加拉太书 
3:13)。  
 

创世记 2:17 只涉及人的身体死亡，而不是所有其他事物的身体死亡。创世记 1:29-30 说植物被吃掉，因而意味

着地上的其他生物不是被创造不朽的。因此，虽然人的死亡对神的创造来说是不自然的，但在神的创造中，所

有其他生物 (如植物和树木、鱼类和鸟类、爬行物和动物) 的死亡从来都不是不自然的。  
 

4. 人的身体死亡被推迟是有美好理由的。 
 

阅读  创世记 2:17；使徒行传 14:15-17；罗马书 3:25-26；提摩太后书 1:10；彼得后书 3:7-9。  
发掘及讨论。为什么神在人堕落犯罪之后，没有立即将身体的死亡强加于人呢？ 
笔记。  如果神只是公义而不是慈爱，祂可能会在第一批人堕落入罪后便立即将身体的死亡强加于他们。 
 

不过，因为神既是公义，也是仁慈(爱)的，祂对祂的创造物表现出耐心。祂借着祂对所有受造物的普及恩典，

限制了并仍然限制罪恶和死亡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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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借着祂在耶稣基督里的特别恩典 (爱)，把生命和不朽性显示出来 (约翰福音 10:28; 提摩太后书 1:10)，并会最

终毁灭死亡 (哥林多前书 15:50-56)！祂不希望人灭亡，而是希望他们悔改 (以西结书 33:11；提摩太前书 2:4；
彼得后书 3:9)。  
所有以信心回应福音的人：  

• 已经分享着祂对属灵死亡的胜利 
• 将会分享祂对身体死亡的胜利 
• 和在地狱里的永恒死亡或身体和灵的毁灭！ 

 

5. 人的身体死亡是回归尘土。 
 

阅读  创世记 2:7； 3:19。  
笔记。  人的身体是由地上的「尘土」 (元素)造出来的。当一个人死亡时，他本来的身体与他的灵 (或魂) 分
离，并通过埋葬或火化的方式回归它来自的地上。「人是尘土，他必归回尘土」。 
 

6. 人的身体死亡是与地上的事的完全分离。 
 

阅读  诗篇 49:10,17；传道书 9:1-12；以赛亚书 63:16；路加福音 16:27-31；提摩太前书 6:7。    
笔记。  一个处于死亡状态的人，将永远不会在日光之下再参与这地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他无法收集知识，也

无法在这地上进行规划或工作。他对现今这地上没有任何影响！他不知道他在地上的家庭关系，也不能和他们

有任何联系。1  
 

人的身体死亡是人的身体和灵 (或魂) 的分离，是与他在地上所爱的家人和朋友的分离，是与他在地上所有成就

和财产的分离，是与地上发生的一切事的分离。当他的身体在坟墓里腐烂成尘土的时候，他的灵 (或魂) 将永远

不会再参与现今这地上发生的任何事情。  
 

C. 基督徒的死亡 
 

发掘及讨论。如果基督代替了基督徒受苦和死亡，为何基督徒还得受苦和死亡呢？ 
 

1. 基督徒的身体死亡不再是一种惩罚。 
 

阅读  诗篇 116:15；罗马书 6:23；哥林多前书 15:56；罗马书 3:23-26；5:6-10；希伯来书 9:24-26。  
笔记。  对非基督徒来说，身体的死亡仍然是对罪的惩罚 (罗马书 6:23)。 
 

然而，对基督徒来说，身体的死亡不再是对罪的惩罚，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牺牲已经完全满足了神对他

们的罪的义忿。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表明了神对他们的罪的公正惩罚 (以赛亚书 53: 5-6；彼得前书 2:24；
3:18)。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肯定称义的，也就是说，他们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他们的身体死亡不能再被视为

对他们的罪的惩罚。「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诗篇 116:15)。 
 

2. 基督徒的身体死亡是神使他们成圣的方法。 
 

阅读  诗篇 49:5-10,15-17；89:47-48；箴言 14:12,27；21:25；罗马书 1:28-32；罗马书 8:17；哥林多后书 4:7-
11；希伯来书 4:15；5:7-10；彼得前书 4:12-14；约翰一书 2:15-17。  
笔记。  基督徒仍然要面对苦难 (痛苦、疾病、挫折、压迫、逼害) 和身体的死亡，是神洁净他们的方法。 
 

虽然耶稣基督从未犯过罪，但祂必然面对着各式各样的人性试探和痛苦。对耶稣基督来说，这些试炼和苦难是

使祂软弱的人性成为完美的方法 (希伯来书 5: 8-9)。 
 

同样，尽管基督徒会犯罪，但他们所遭受的各种痛苦，都是为了谦卑他们的骄傲，克制他们的情欲，检查他们

的世俗性，以及培养他们的属灵思维。圣经清楚地教导，他们在地上受苦的目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和圣

洁生命可以在他们的身体里显露出来，这生命现在已经在地上 (哥林多后书 4: 7；彼得前书 4:14)，以后会永远

在天上 (马太福音 5: 11-12)。  
 

3. 基督徒的身体死亡是他们成圣的结束，却是他们完美生活的开始。 
 

阅读  哥林多前书 15:50；希伯来书 12:23；启示录 21:27。  
笔记。  身体的死亡其实是基督徒在地上所遭受的一切苦难的巅峰和终结。 
哥林多前书 15:50 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基督徒现在的身体仍

然受制于罪性、衰弱和身体的死亡。基督徒现在的身体不能承受最终完美状态的神的国。这意味着基督徒以现

时的朽坏状态，现在是不能进到天上或之后进到新的地。 
 

                                                           
1 那些声称自己能够接触到死去的人的灵魂的招魂者和灵媒，实际上是与能够模仿人的恶魔 (邪恶的灵魂) 接触 (撒母耳记上第 28 章；哥林

多前书 11:14)，且他们总是说谎话 (约翰福音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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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现时的身体必须首先死去和转变。正如基督透过地上的苦难和身体的死亡进入祂的荣耀一

样，基督徒也只有透过他们在世上的苦难和身体的死亡，才进入他们永恒的状态！他们在地上的身体死亡结束

了他们的灵(或魂) 的成圣，以致他们成为「完全正义的人的灵魂」 (约翰一书 3: 1-3；希伯来书 12:23)。对基督

徒来说，身体的死亡不是终结，而是他们完美生命的开始，先是在天上， 后来又在新的地上！当一个基督徒

离世，他会立即见到基督，并与基督同在 (腓立比书 1: 20-24；参见使徒行传 7:54-60)。 
 

4. 对基督徒来说，对身体死亡的恐惧已经被身体复活的盼望所取代。 
 

阅读  路加福音 22:40-44；使徒行传 2:24；希伯来书 2:14-15。  
笔记。  基督徒所经历的地上苦难和身体的死亡，成为他们通往天上的大门。 
 

基督借着祂的死和从死里复活，已经从祂的死亡痛苦中被释放出来 (路加福音 22:44；使徒行传 2:24)。  
 

基督也将因害怕死亡而被奴役的基督徒释放出来 (希伯来书 2:14-15)。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已经被他们从死里复

活的盼望所取代。而建立盼望正是基督徒成圣的一部分！ 
 

D. 人在身体死亡后的状况 
 

发掘及讨论。一个人死后，他的身体和灵 (或魂) 会发生什么事？一个人的身体在死后会去那里？而他的灵或魂

会去那里？所有人的灵或魂在死后是否都去同一个地方？ 
 

1. 没有当下身体的人的存在是永恒的。 
 

阅读  传道书 3:11。  
笔记。  圣经教导一个人的灵 (或魂) 是永恒的。他现今在地上的身体仍然是暂时的 (尘土)，但在基督第二次降

临时他将永远复活。 
 

2. 不义的人在身体死亡后的状况。 
 

阅读  马太福音 25:46；马可福音 9:42-48；路加福音 16:22-23；彼得后书 2:4-10；帖撒罗尼迦后书 1:6-10。 
笔记。当一个不义的人死亡的时候，也就是当一个没有被耶稣基督称义的人死亡的时候，他的灵 (或魂) 就与他

的身体分离，且立刻被扔进地狱里。路加福音 16: 22-23 指出不义的人立即下地狱，在那里他将遭受折磨。使

徒彼得指出他们的惩罚是持续的，他们被关押着等待审判的日子。耶稣和使徒保罗教导说，不义的人会被关禁

远离主的面，同时受到永远毁灭的惩罚。 
 

3. 义人在身体死亡后的状况。 
 

阅读  路加福音 23:43；哥林多后书 5:8；腓立比书 1:21-23；希伯来书 12:22-24；罗马书 8:35-39。 
笔记。  当一个义人死亡的时候，也就是当一个已被耶稣基督称义的人死亡的时候，他的灵 (或魂) 就与他的身

体分离，且立刻进到耶稣基督的同在。路加福音 16:22 教导说，那在神眼中看为义的乞丐，是立即被天使带到

亚伯拉罕的身边。路加福音 23:43 记述那悔改的强盗立即进入天堂与基督同在。哥林多后书 5: 8 指出基督徒

「离开身体」 是指 「与主一起在家园」。腓立比书 1: 21-23 教导说，他的「离世」的意思是指 「与基督同

在」。还有，希伯来书 12: 22-24 将他在天堂的存在描述为 「来到成千上万的天使在欢乐的聚会」，「来到诸

长子的会所 (希腊文：ekklésia)，他们的名字写在天上」，「来到审判众人的神」，「来到新约的中保耶

稣」，. . . 和 「来到完全正义的人的灵魂」。最后，罗马书 8: 35-39 教导我们，身体的死亡永远不能把基督徒

与神或神对他的爱分开！ 
 

4. 基督徒在天上的灵的状况。 
 

发掘及讨论。基督徒的灵(或魂) 在天上经历和做什么？ 
笔记。  在基督徒死亡和复活之间的过渡期间，他们的身体在地上的坟墓里，而他们的灵 (或魂) 在天上与神同

在。他们的灵 (或魂) 在天上是非常自觉和活跃的。  
 

 (1) 基督徒会看到基督的荣耀。 
阅读  约翰福音 14:1-4；17:24。  
笔记。  当基督徒在身体死去时，他们的灵 (或魂) 将会在基督面前，看到祂的荣耀，即是看到和体验到祂的爱

和怜悯、圣洁、公义、良善、智慧等。 
 

 (2) 基督徒会安息。 
阅读  希伯来书 4:9-11；启示录 7:16-17； 14:13； 21:4。 
笔记。他们的灵 (或魂) 将从他们地上生活中的争竞、辛劳、问题、忧虑、疾病、苦难、 痛苦、 恐惧、苦恼、

罪恶和悲伤中得着安息。他们将永远不会再受苦。 
 

 (3) 基督徒将会知道。 
阅读  哥林多前书 13:9-12。   
笔记。  他们的不完美将会消失，他们将完全知道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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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基督徒将会充满喜乐。 
阅读  诗篇 16:11。  
笔记。  他们将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 
 

 (5) 基督徒会歌唱。 
阅读  启示录 4:9-11； 5:11-14。 
笔记。 他们将向神唱新歌，赞美和敬拜神。 
 

 (6) 基督徒将会事奉。 
阅读  启示录 7:9-15。 
笔记。  他们将日夜事奉神。基督徒就像天使一样也没有身体，他们会在各式各样有意义的工作中为事奉神。  
 

 (7) 基督徒将会统治。 
阅读  诗篇 2:8-9；启示录 2:26-27；3:21。 
笔记。因为基督徒与基督在天上，他们会分享基督的宝座和祂对罪和死亡及所有人类敌人和魔鬼的胜利。主利

用比喻的语言，描绘了对所有敌势力和所有敌对基督的人的彻底毁灭。当基督徒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与祂在

天上，他们将分享基督的胜利。 
 

在基督第二次来临地上时，基督徒将与基督一同审判活人和死人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4；马太福音 25: 31-32)。
因此，基督徒也将分享基督对地上所有恶人最后胜利的成就 (马太福音 13:41；启示录 19:15-16)，他们将分享

祂永恒的荣耀！基督和基督徒的敌人将永远被打败，永远不会再起来！ 
 

「十二个」 使徒在基督第二次降临后，也将在新地上「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分派」(马
太福音 19:28；路加福音 22:28-30)。这两段经文指的是神的国度在其最后的完美阶段。「审判」 必须理解为光

荣的统治，在上面发出辉煌的光 (但以理书 12:3；马太福音 13:43)。以色列的十二个支分派在这里是复兴的新

以色列的一个名词，既可以是指从世界历史开始到结束从犹太人十二个支分派中聚集出来的选民(罗马书

11:26)，也可以是指从世界历史的开始到结束所有从犹太人和外邦人中拣选出来的人 (加拉太书 6:16)。无论是

那种情况，它都必须是指那些被重生的人，因为在万物更新之后，任何不纯洁的东西都不能进入神的国的最终

形式 (启示录 21:27)。 
 

圣经没有对有关基督徒在天上的经历和活动给予任何更多的细节！ 
 

E. 人在复活后的状况 
 

发掘及讨论。基督徒的身体复活后会有什么发生在他们身上？ 
 

1. 不义的人在身体复活后的状况 
 

阅读  马太福音 10:28；启示录 21:8。 
笔记。不义的死人的身体在复活时将与他们的灵 (或魂) 联合。天使将把他们赶到在空中的基督审判宝座之前 
(马太福音 24:40 下, 41 下)，他们的末日将被公开宣布 (马太福音 25:41-46)。之后，他们将与他们的身体和灵 
(魂) 被扔在地狱里 (马太福音 10:28；启示录 21: 8)。 
 

2. 义人在身体复活后的状况 
 

阅读  腓立比书 3:20-21；罗马书 4:17。   
笔记。他们尸体的尘土将躺在他们的坟墓里，或散落在地上的某个角落，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在基督第二次

降临的时候，他们以前身体的尘土将被复活和转化，使他们成为像基督荣耀复活的身体！耶稣基督是那位从看

不见的创造了一切可见的事物 (约翰福音 1: 3；希伯来书 11: 3)，祂能够使属于他们以前身体的任何东西复活和

改变，成为像祂自己复活的身体。还有，他们复活的身体将与他们的灵 (或魂) 联合，这些灵将与基督从天上同

来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4, 16)。他们的称义和嘉奖将在空中最后的审判公开地宣布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7 上；

马太福音 25: 31-40)。他们在最后的审判和地的更新之后，将与基督一起降临到更新的地上，并在新地上永远

与基督同在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7 下；启示录 21:1-5)。  
 

3. 复活的基督徒的变化身体将是不朽的、荣耀的、强壮的、属灵的和永存的身体。 
 

阅读  哥林多前书 15:35-44,53-54；腓立比书 3:21。  
笔记。保罗利用圣经的象征意义教导，信徒在死亡中倒下，就像谷种播在地上，从中产生出新的、更丰富的、

更光荣的生命。人的自然身体是 「肉和血」，是会腐坏、没有恩典和软弱的，但基督徒复活的身体将是 「不

朽的、荣耀的、强壮的和属灵的」！  
基督徒复活的身体将是 

• 不朽的，也就是说，永远不会衰老、生病或软弱，永远不会死亡。 
• 荣耀的，也就是分享神的特征如爱、圣洁、公义、神的力量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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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能力中复活，也就是得着能力，永远过着改变的生活！ 
• 属灵的，即完全被圣灵更新和管理。 
• 永存的，也就是说，他们将永远存在于一个完美的生命里，存在于神的永恒福份和祂的面前！ 

总而言之，他们卑微的身体在他们复活时将被转化为像基督的荣耀身体，不再受制于现今这地上的物理法则

(约翰福音 20:6-9, 19, 26；路加福音 24:21；使徒行传 1: 9；启示录 21: 4)。  
 

F. 基督徒常提问的问题 
 

1. 基督徒应尊敬死人吗？是否应该纪念心爱家人的死亡？ 
 

「崇拜 (敬拜)」： 不！「尊敬」: 是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训练手册 6，补充 8。  
 

2. 基督徒在天上能彼此认识吗？ 
 

根据路加福音 16:9，基督徒透过他们在地上的世俗财富所结交的朋友， 会欢迎他们进入天上永恒的居所！ 
 

根据路加福音 16: 19-31，天上有认识和交流。 
 

马太福音 8:11 描述了天上的喜乐与宴会的象征图画。因此，期待再次相见和在天上彼此愉快地相交是完全符

合圣经的，只要它是从属于与基督的相交。  
 

3. 如果基督徒真的能认出天上的人，他们会不会想念他们在地上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亲人和朋友？ 
 

根据马太福音 12:46-50，地上所有不「在基督里」的关系都将失去它们在天上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一

旦我们进入天上，我们将不会记得任何关于我们以前的非基督徒家庭成员和朋友。 
 

G. 基督徒的丧礼 
 

1. 心爱的人死去的悲伤。 
 

 (1) 给予表达悲伤的空间。 
当一个心爱的人死去时，总会有许多悲伤和泪水。基督徒对死里复活的盼望不一定要排除对失去心爱的人的哀

悼。当耶稣的朋友拉撒路死时，耶稣哭了。基督徒应该给予充分的空间来表达悲伤。 
 

 (2) 帮助那些在悲伤过程的人。 
基督徒对那些失去了一个心爱的人的基督徒同伴，在他们的悲伤过程中应给予帮助。 
他们有四项任务：他们需要帮助他们： 

• 接受丧失的现实。 
• 经历丧失所带来的痛苦。 
• 适应没有了离世者陪伴的生活情况。 
• 放开与离世者的感情维系，重新投入新的人际关系和生命目标。 

悲伤的过程可能维持数年的时间！ 
 

2. 基督徒丧礼的形式。 
 

 (1) 埋葬或火化。 
圣经没有规定基督徒该如何处理死人的尸体。火化的问题具争议性。有些基督徒认为圣经教导身体的复活，所

以身体应该是被埋葬，而不是被火化摧毁。其他基督徒相信，无论是透过埋葬、或火化或在灾难中丧身，尸体

肯定会被摧毁，并返回到尘土 (创世记 3:19；启示录 20:13)，所以基督徒可自由决定他们是希望被埋葬还是火

化。他们相信，神既然从尘土或地的元素中创造了一个人的原始身体 (创世记 2: 7)，祂也会将尘土或该尸体的

元素复活 (希伯来书 11:3; 1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然而，有些基督徒对火化有强烈的保留。  
 

 (2) 葬礼仪式。 
圣经也没有规定基督徒该如何被埋葬或火化。然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世界上有死亡、人在死后去

那里、以及在身体的复活和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时的最终审判会发生什么事。因此，圣经教导有关葬礼的不是

基督徒应该如何埋葬他们的死人，而是他们可以在葬礼上宣扬什么！在基督教的葬礼上，讲道者可以传讲福

音，把这些重要的圣经真理教导给在场的人。  
 

3. 基督徒葬礼上的讲道。 
 

基督徒可以在葬礼上传扬几种不同的信息。以下是四种的可能： 
 

 (1) 基督徒可以传讲福音。 
因为葬礼上总会有非基督徒出席，讲道者们可以传讲关于基督的好消息。 
 

 (2) 基督徒可以传讲罪和死亡的问题。 
阅读  罗马书 6:23；希伯来书 9:27；罗马书 5:8-11；提摩太后书 1:10；哥林多前书 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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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必须用死亡来惩罚罪。神把死亡带入世界作为一种惩罚。因为神是圣洁和公义的，祂必须用死亡来惩罚罪。 
 

但谁能解决死亡问题呢？科学不能解决死亡问题。任何宗教或魔法都不能解决死亡问题。圣经说只有神 (基督) 
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 (约翰福音 11:25)！  
 

神也透过(传讲)福音将永生和不朽性展露出来。神在祂对人的极大怜悯和爱中，将自己在耶稣基督里，代替那

些相信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神透过祂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解决了罪的问题和罪与死亡的问题。凡相信

耶稣基督的人，都已经被称义，他们在最后的审判中将从神的忿怒中得拯救。  
 

神用苦难和死亡作为成圣的方法。基督徒不再遭受肉体上的痛苦和死亡作为一种惩罚，而是作为一种成圣的方

法 (将他们永远分别出来归与神)，并作为通往天堂的大门。 
 

 (3) 基督徒可以传讲基督为他们经历死亡的惩罚。 
阅读  希伯来书 7:26-27；10:1-4；罗马书 3:21-26；约翰福音 5:24。  
 

纵观历史，人对自己的罪恶感到内疚和羞愧，并将动物的祭品带到神面前。但是，动物不是人，不是完美的，

也不是自愿死亡的。因此，动物的牺牲永远无法将他们从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尽管人献上祭牲，他们仍然感到

内疚, 并继续为自己的罪恶感到羞愧。 
 

然而，耶稣基督是一个人，完全无罪，且愿意代替每一个相信祂的人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代替信徒经历了

死亡的惩罚。祂是对我们的罪的唯一完美的牺牲。神对信徒的罪的义忿和惩罚已被置于耶稣身上， 因此这些

都已从信徒中除掉。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永远不会再被定罪 (灭亡)！他将不再把身体的死亡看作是对罪的惩

罚，而是他在天上与基督完美生活的开始。  
 

 (4) 基督徒可以传讲基督为他们经历死亡的恐怖。 
 

阅读  马太福音 27:46；使徒行传 2:22-24；希伯来书 2:9,14-15。  
基督代替了基督徒遭受死亡的痛苦。在神的恩典下，祂代替了基督徒尝到了死亡的滋味。祂代替了基督徒经历

被神撇弃的痛苦和恐怖。因此，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从罪的权势中被释放出来，亦从害怕死亡的奴役中释放

出来！基督徒相信圣经的真理，他们不会再经历死亡带给所有人的这种痛苦、悲哀和恐惧，因为耶稣基督代替

了他们经历了这一切！  
 

 (5) 基督徒可以传讲人的永恒终点。 
 

阅读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3；马太福音 25:31-34,41,46；路加福音 4:19；哥林多后书 6:2。  
 

人的永恒终点是由他在地上活着时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决定的！当一个人在身体死亡后，他便再没有机会被拯救

了！ 
 

综观基督第二次降临的突然性、从死里复活的迅速和即时的最终审判，这意味着当这些事件发生时，就没有机

会悔改了。那就太晚了！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以及你在身体死亡之前如何在地上与祂和为祂生活，绝对决定

你将会如何被审判！ 
 

耶稣基督在祂的第一次来临时拯救了许多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 19:10)。神

不是派祂的儿子来到这世界定世界的罪，而是透过祂拯救世界 (约翰福音 3:17)。现在仍然是 「神的恩典时

间」(以赛亚书 61:1-2 上)！ 
 

但在祂第二次来临时，祂不是来使人归信，而是来审判人 (参见马太福音 3: 11-12)！因此，传道人应该在葬礼

上传讲福音，挑战还活着的亲戚和其他人接受基督为救主！哥林多后书 6:2 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

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当你还活着，且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你仍然可以得着拯救！因

此，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基督，你现在就应该祷告，接受祂进入你内心和生命里！(约翰福音 1:12；启示录 
3:20)。  
 

5 祷告 (8 分钟)                                                           [回应] 
回应神话语的祷告 

 
在小组里轮流向神简短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向神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6 预备 (2 分钟)                                                            [作业] 
预备下一课 

 
    (组长。 写下这预备部分或让组员抄下来，让他们回家作准备)。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门徒及基督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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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宣讲、教导或研习 「基督徒丧礼」 - 与一位或几位组员一起做。 
3. 与神的个人时间。安静的訮读 提摩太前书第 1 – 4 章，每日研读半章。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并写下笔记。  
4. 背诵。 默想和背诵新的经文。 (9) 约翰福音 8:12。 每日复阅最后背诵的 5 处经文。  
5. 查经。在家中预备下次的查经。 约翰福音第 9 章。 用五歩查经法。  
6. 祷告。 在这星期为某人或特别一件事祷告，看看神会做甚么 (诗篇 5:3)。  
7. 更新你的笔记有关建造基督教会的材料，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讲授笔记及这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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