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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補充 2 
 

[死後的生命] 
有關死後的生命之論說 

 
 (1) 天上的事。  
在約翰福音 3:13， 耶穌說：「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天上的事特別是指神永恆的

救贖計劃，耶穌在約翰福音 3:13-18 中作出了解釋。只有神的兒子曾經在神面前，知道天上所作出的一切決

定。因此，神要拯救世上各國人民的計劃，及通透過耶穌基督的死亡和復活來完成計劃，這是完全超出了人類

知識的範圍，直到它被揭示給世人。只有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到地上，只有耶穌基督升到天上 (以弗所書 4: 9-
10)。只有耶穌基督知道神的救贖計劃。只有耶穌基督向人們揭示了神的救贖計劃， 並將其執行 (參見馬太福音 
11:25-27;啟示錄 5:1-5)！ 
 

 (2) 聖經很清楚的教導以下有關死後的生命的真理。 
• 聖經教導人是 「活的靈魂」 (希伯來文: nefesh chajah) (創世記 2: 7)，它是由一個看得見的身體和一個看不

見的靈魂組成。 
• 人的靈是不朽的，比人的身體更長壽。神在人的心中設置了永恆 (傳道書 3:11)。 
• 基督徒的靈在人死後便立刻上天堂 (腓立比書 1:23)；在天上完全知道別人及認識別人 (基督)，並已成為像

耶穌基督人性的靈 (約翰福音 3: 2)。但是，一個死去的人的靈不能與地上活著的人接觸 (傳道書 9:5,6,10)。 
• 在基督第二次降臨的時候，基督徒的身體將從死裏復活，像基督榮耀的身體一樣 (腓立比書 3:21)。 

(參見 門徒訓練手冊 6，第 23 和 第 5 課 – 與死去的先祖的關係)。  
 

A 有關人死後會發生什麼事，各種不符合聖經的論說之反駁。 
 

A. 地獄之論說 
 

1. 地獄之論說不符合聖經。 
 

地獄之論說指地獄在舊約希伯來文中被稱為 「Sheol(陰間)」， 或在新約希臘文中稱為 「Hades(陰間)」，是所

有死者的住所，無論他們是非信徒還是信徒。地獄之論說有以下兩種形式： 
 

(1) 第一個地獄的論說 (一個中性的地方)。 
當義人和惡人去世， 他們的身體和靈(或靈魂) 都下到了地下的一個真實地方叫做陰間(Sheol 或 Hades)。這地方

在地下面的某個位置，有一個中立的性質。這是一個淒涼的陰暗之地，是一個遺忘的地方。那裏是所有死人都

註定要去的地方， 它只是地上生命的夢幻反映。他們把地獄看作是一個沒有道德意識、沒有活動和沒有快樂

的地方。他們認為地獄既不是獎勵的地方，也不是懲罰的地方。 
 

這也是其他宗教的信仰。他們相信人生活在地獄裏，就像他們生活在地上一樣。他們認為死人需要金錢、房

子、食物、衣服和其他塵世奢侈品，才能在地獄生存，這些東西應該由他們在世的親屬提供給他們！ 
 

 (2) 第二個地獄的論說 (一個分裂的地方)。 
地獄不是一個中立的地方，而是分為兩部分，給好人的叫樂園(Paradise)，給壞人的叫地獄(Gehenna)。直到最

後的審判日， 好人在樂園享受輕微的獎勵，而壞人在地獄受到輕微程度的懲罰。  
 

有一群人認為樂園只是為猶太人而設。另一個群體認為樂園只給那些遵守法律的猶太人，所有其他猶太人和外

邦人都會去地獄。這些猶太人相信那即將到來的彌賽亞會將所有猶太人從地獄裏拯救出來，但所有外邦人 (非
猶太人) 將永遠留在地獄那黑暗的地方裏。 
 

有一群基督徒相信在基督升天之前，所有信徒都進入樂園，但在祂升天之後，他們進入天堂。 
 

這兩種地獄的論說都不符合聖經！ 
 
2. 聖經對地獄的教導 (陰間「Sheol」 or 陰間「Hades」). 
  

「陰間」 (Sheol 或 Hades)這詞在聖經的每一段經文中並不總是有相同的含義。這個詞描述死亡的三個不同方
面。  
• 在象徵的層面，它形容死亡的狀態。 
• 在字面意義的層面，它描述死亡的地方，它可能是所有死人的屍體被掉進的墳墓。 
• 在字面意義的層面，它描述地獄，就是只給那些死去的邪惡之人的靈（或靈魂）去的地方。 

聖經中每一段經文的上下文必須決定那一個是要表達的意思。在路加福音 16:19-31 的上下文裏，這個詞只能指

那被稱為地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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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陰間這詞(Sheol or Hades)有時是指死亡的狀態。 
陰間(Sheol 或 Hades)是脫離軀體的存在狀態，或身體和靈 (或靈魂) 分離的狀態。 
  

死亡狀態好像有閘的要塞。在聖經中，死亡狀態經常被視為死亡的境界，它被形容為一個有閘的要塞，只有基督

才能用祂的鑰匙打開 (馬太福音 16:18；啟示錄 1:18)。 這種象徵現象很可能是基於概括的墳墓觀念（返回塵

土），是所有人在進入死亡狀態時都會下降到的地方 (傳道書 3: 19-21)。由於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死亡時都下

降到死亡狀態，而他們的身體也下降到墳墓，這可以象徵地說他們在陰間是沒有區別的(傳道書 9:2-3-3)。「耶

和華使人死(進入死亡狀態)，也使人活，使人下陰間，也使人往上升 (進入生命狀態)。」(撒母耳記上 2:6)。這

下降到陰間的死亡狀態在以下經文都有記載： 約伯記 14: 13-14；17: 13-14；詩篇 89:48；何西阿書 13:14；使

徒行傳 2:27, 31；並在啟示錄 6: 8 和 20:28 中被擬人化。 
 

聖經中的一些經文如詩篇 16:10、30: 3、49:15 和 89:48 說靈魂是下到陰間或在陰間。但眾所周知，在希伯來文

中，人稱代名詞 「我的」 與 「靈魂」 (希伯來文: fneesh) 這詞在一起是一個象徵表達，相當於人稱代名詞的 
「我」。例如，詩篇 89:48 說「誰能常活免死，救他的靈魂脫離陰間的權柄呢？」它的意思是 「誰人能把自己
從死亡的狀態或勢中拯救出來？」箴言 23:13-14 說如果你用杖懲罰一個孩子，那麼你就會把他的靈魂從陰間拯

救出來。這表示對孩子的適當懲罰會使他免於過早死亡 (死亡狀態) 或受到地獄的破壞。  
 

死亡狀態被認為是一個陰鬱而無望的地方。神對有關人的死亡和復活之間的狀態的啟示，在舊約中仍然是不完整

的。一些人認為死亡的狀態，特別是墳墓裏腐爛身體的狀態，是一個陰鬱的地方。約伯在約伯記 7: 9-10、10: 
19-22、16:22 和 17:7-16，表達了他的死亡觀點。陰間作為死亡狀態被描述為 「一個往而不返的地方 (回到現在

的地上)」、「黑暗和死蔭之地」和 「死蔭和混亂的土地」。它被描述為 「死人在黑暗中躺的著地方」、「與

蠕蟲和腐爛的密切關係」和「死人被鎖在門後面的地方， 並且死人與他的計畫、欲望和希望都一起下降到那

裏」。 
 

在約伯 14:7-11，約伯認為陰間 (死亡狀態) 是 「無望」 的東西：植物和樹木都會死，但每年它們再次發芽，並

產生新的芽！但人類死了，再也不能在現在這地上再活過來。人的生命是分界的 (劃界的)，與植物和樹木不

同，他只有一次在這地上生存的機會！ 
 

但在舊約中，生命有希望超越死亡狀態。然後，約伯在約伯記 14: 12-17 ，表達了一個願望的想法。人能在死亡後

再有生命的機會嗎？神會為死亡設定一個有時限， 並在死亡狀態下把他藏起來，直到現在的天地消失嗎？神

會呼召他，把他從睡夢中喚醒，使他從陰間 (死亡狀態) 中復活嗎？然後，他會等待神的更新和得著希望！這是

一個預言的想法，然而，他立即在約伯記 14: 18-19 停了下來。在約伯記 16: 19-21 和 19: 25-27 ，這預言的想法

又再出現了。雖然約伯是凡人，但他知道他的救贖主 - 神 - 是永活的。神在世界歷史的盡頭，將站在現在這地

的塵埃 (元素) 上，參與地上正在發生的事情。當約伯離開他的軀體後，他就在他的肉體以外看見神，也就是

說，他將在他的靈裏看見神。 
 

約伯的預言想法更清楚的記載在其他舊約書卷。我們會找到在面對死亡仍有的喜樂盼望，就像在新約中一樣。

例如，以諾與神同行，並被帶到神的面前 (創世記 5:22-24)。以利亞在旋風中升上了天 (王 2:11) 。以諾和以利

亞沒有下到地獄 (希伯來書 11: 5)！詩篇 116:15 說「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義人在死亡時，

從邪惡中得赦，進入和平, 在死亡裏得到安息 (以賽亞書 57:1-2)。人在死亡時，身體回到它來自的塵土，但人

的靈回到那將它給人的神那裏 (傳道書 12:7)。義人的屍體將安然居住，也就是說, 神保留他屍體的元素直到復

活的那一天。他 (不朽的) 的靈將在神面前體驗到豐盛的喜樂 (詩篇 16:9, 11；17:15；49:15；73: 24-26；箴言 
14:32；以賽亞書 25:8；但以理書 12:2)。 

 

在新約裏，生命在死亡狀態之外也有希望。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著的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 (馬太福音 
22:32)！舊約信徒渴望一個更美好的家鄉 -- 一個天上的家鄉 (希伯來書 11:13-16)！新約更清楚地揭示了基督徒

的喜樂觀，並教導在脫離軀體的狀態下他們有意識的幸福。例如，當他們地上的身體被摧毀時，他們的靈就有 
「來自神的房屋，就是天上永恆之家」。當基督徒與他們的身體分離 (遠離身體) 時，他們就與主同在家園 (哥
林多前書 5:1, 8；參考路加福音 16: 22-25；23:43；使徒行傳 7:59；以弗所書 3: 14-15；腓立比書 1:21, 23；帖撒

羅尼迦前書 5:10；啟示錄 6:9, 11；14:13)。 
 

 (2) 陰間這詞有時解作地獄。  
地獄是永恆刑罰的地方。 
 

陰間解作地獄。在一些經文中，死亡和陰間之間的平行被描述為一種威脅和警告，而不是僅僅一種狀態 (箴言 
5:5； 7:27； 9:17-18； 15:24；23:14)。因此，其含義更接近地獄。例如，箴言 15:24 指出 智慧人從生命的道上

升，使他避免往下到陰間，即地獄。邪惡的人受到下陰間受懲罰的威脅。神在申命記 32:19-22 說祂對以色列拜

偶像的公義怒氣點燃了火，燃燒到陰間的境界，即地獄。因此，神的憤怒在陰間燃燒意指在地獄的層面。詩篇 
9: 17-18 警告那些忘記神的惡人和所有國家，他們都必回到陰間。他們會下到地獄，在那裏將被遺忘和沒有指

望，與公義的子民的情況不同。詩篇 49:13-15 警告信任自己的人，他們不會從陰間贖回。他們會下到地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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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帶到神的面前，與義人的情況成對比。惡人必留在地獄裏，沒有救贖，沒有盼望，沒有神的愛的同在 (帖
撒羅尼迦後書 1: 9)。 
 

一些釋經家試圖避免這困難，他們放棄中立的地獄想法和地獄分成兩個部分的假設：義人所住的天堂和惡人所

住的地獄。然而，舊約裏沒有任何地方有這樣的區分的痕跡。相反，舊約確實把陰間說成是懲罰惡人的地方。

此外，新約清楚地將樂園與天堂等同起來 (路加福音 23:43; 哥林多後書 12:2, 4)，而不是在地獄的一個地方！新

約清楚地區別陰間與地獄 (馬太福音 11:23-24；路加福音 16:23)。在路加福音 16:23-24 中，自私的財主去世

了，被埋葬及在陰間裏，也就是在地獄裏，他在那裏受折磨痛苦。在所有這些情況下，只有惡人去陰間，就是

地獄，因為義人上天堂。因此，陰間永遠不能被視為有兩個分開的部分，像上面的第二個地獄論說所建議！ 
 

陰間作為撒但和惡魔的居所。此外，「陰間」一詞與 " Abaddon " 一詞是同義字，它的意思是毀滅 (約伯 26:6；箴

言 15:11；27:20)。 這是一個很強的措詞， 應用在深淵的天使，是魔鬼和邪惡的靈居住的地方 (啟示錄 19:11； 
參考啟示錄 9:1-5； 11: 7；17:8；20: 1-3)。因此，「陰間」永遠不可能有一個中立的性質，像上面第一個地獄

論說所建議的！ 
 

 (3) 陰間這個詞有時指墳墓。 
 
陰間(Sheol 或 Hades)是墳墓，是所有死人的身體都要下到去的。 
 

「陰間」(Sheol)這個詞的原意很有可能是毀滅的地方，於是在首要的意義上它是指地獄，是邪惡的人永遠滅亡

的地方。只有在次要意義上，它也指破壞身體的地方，即墳墓。在仍然不完整的舊約啟示中，陰間一詞更常用

於墳墓多於地獄，而在完整的新約啟示中, 相應的陰間(Hades)一詞更多是用於地獄而不是墳墓。 
 

要確定「陰間」(Sheol) 一詞是指死亡狀態還是墳墓，就如之前約伯記的經文 (約伯記 14:13；17:13；9:21)提到

的那樣。在以下的經文中，墳墓的含義是更有可能。在創世記 42:38 ，雅各說失去兒子的悲傷會把他白髮的頭

帶到陰間，也就是墳墓 (還有創世記 37:35；44:29；列王紀上 2:6, 9)。詩篇 88:3 說他的性命臨近陰間 (墳墓)，
即是說他快死了。詩篇 6:5 說在死地無人記念耶和華，在陰間也沒有人讚美耶和華，即是從墳墓裏。詩篇 49:6-
15 指出相信自己和他們的財富的人，以及贊成他們所說的話的追隨者，他們的命運都是落在陰間 (墳墓)，儘管

他們擁有一切財富，他們的身體會在那裏腐爛。但那些信靠神的義人的命運，是神必拯救他們，即是使他們的

身體從墳墓裏復活，帶他們到神那裏與祂同在。然而，在死人復活之前，在死亡時「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

賜靈的神 」 (傳道書 12: 7)，這表示當身體被放置在墳墓裏時，靈魂是與神同在 (路加福音 23:46, 53)。  
 

傳道書 9:6, 10 指的是死亡狀態，特別是躺在墳墓裏的身體。經文指出在陰間，即在墳墓裏的死亡狀態，既沒

有工作，也沒有計劃或知識或智慧。處於死亡狀態的人永遠不會再參與在日光下發生的任何事情。處於墳墓裏

死亡狀態的人對現今地上沒有任何影響！正如躺在墳墓裏的屍體與這世界裏的生命隔絕一樣，一個處於死亡狀

態的人也肯定是與現今世上的一切活動隔絕。使徒行傳 2:27, 31 說陰間是指死亡的狀態，特別是身體的層面，

它在墳墓裏腐爛。  
 

結論：視乎經文的上文下理， 陰間可能解作：  
• 在身體復活之前，身體和靈魂在死亡的狀態裏是分離的。 
• 在墳墓裡躺著的身體的狀態與它的靈是分離的 
• 在地獄裏人的靈的狀態與它的身體是分離的 

 

聖經中沒有任何一段經文教導所有人的靈 (或靈魂) 實際上在死亡時都會去同一個地方！不管是義人還是惡人，

所有的人的身體都下到墳墓裏去，但他們的靈(或靈魂)卻肯定會去不同的地方！基督徒 (義人) 的靈(或靈魂) 會
上天堂 (傳道書 12: 7；哥林多前書 5:8；腓立比書 1:23；希伯來書 12:23)，而非基督徒 (不義的人) 的靈(或靈魂)
會下地獄 (馬太福音 11:23-24；路加福音 16:23)。 
 
 

B. 煉獄的論說 
 

1. 煉獄的論說不符合聖經。  
 

煉獄的論說教導，在死亡的時候，只有完全純潔的基督徒的靈(或靈魂) 才會去天堂。他們是馬太福音 23:46 和
腓立比書 1:23 中提到的 「聖徒」。所有其他基督徒的靈(或靈魂) 會首先去「煉獄」，然後他們才能進入天

堂 。「煉獄」是一個火的地方，充滿悲痛和折磨。在煉獄中， 他們必須經歷一個淨化的過程，將他們在地上

所犯的一切可赦免的罪淨化。根據羅馬天主教會的規定，煉獄不是懲罰的地方，而是淨化和準備進入天堂的地

方。  
 

煉獄時間的長短和淨化的強弱取決於多少罪還需要淨化。煉獄的時間可以縮短，煉獄中的痛苦強度可以減輕： 
• 藉著仍然活著的天主教徒的禱告和善行 
• 特別藉著在羅馬天主教會的彌撒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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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皇有權給予寬容，這可以減輕甚至終止在煉獄裏的暫時痛苦。 
• 教皇可以「冊封」某一個人，也就是說，宣佈做了很多好事的某人為「聖人」。 

 

羅馬天主教這一論說不是建立在聖經上，而是建立在旁經瑪加伯書下卷 12:42-45 的基礎上，其內容這樣說：

40。在每個死去的士兵的衣服下，他們發現了拜偶像的雕像 . . . 42. 他們在禱告中懇求，這罪可以被抹去 . . . 43. 
猶大瑪加伯舉行了一次募捐，並將一筆鉅款送到耶路撒冷作為贖罪祭。44. 他這樣做是為了使死人復活。他為

死人帶來了這贖罪祭，使他們的罪得到赦免。  
 

然而，瑪加伯書中的這一段也教導了一些羅馬天主教也不能接受的東西，就是那些因拜偶像的致命罪而死的

人，可能可從煉獄中解脫出來(第 40 節)！ 
 

2. 反對煉獄的聖經理據。 
 

 (1) 所有基督徒在死亡時立刻去天堂。  
所有 (重生) 基督徒都是「聖徒」 (哥林多前書 1:2)。聖經用各種術語來描述基督徒死後的離去。「天堂」這美

妙地方，是基督徒死後去的地方，被描述為「樂園」(路加福音 23:43)、為 「父家裏的許多住處」(約翰福音 
14:2)、為 「榮耀的地方」 (詩篇 73:24-25)、為 「與基督同在」 (腓立比書 1:23) 和 「與主同住」 (哥林多後書 5: 
8)。根據哥林多後書 5:8，「離開身體」 是 「與主同住」；而根據腓立書 1:23，「離開住在身體裏」 是 「與

基督同在」。  
 

 (2) 沒有人可以在基督完成的救贖工作上添加任何東西。 
基督徒在死的時候立刻去天堂， 因為基督已經為他們所有的罪付出了代價！ 
 

煉獄的論說試圖為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贖工作上增加一些東西 (約翰福音 19:30)。然而，啟示錄 22: 18-
19 警告人不要添加或刪減聖經教導中的任何東西！基督是信徒的完全稱義和成聖 (哥林多前書 1:30)！ 
  

煉獄的論說也使其他基督徒的善行和禱告成為對救恩作出貢獻的方法。它甚至將過多的善行，比如彌撒祭品和

特殊聖人的善行，成為拯救他人的一種方法。然而，以弗所書 2:8-9 教導沒有人能被好行為拯救！雖然羅馬天

主教會聲稱羅馬天主教會擁有死亡和地獄的鑰匙，但啟示錄 1:18 清楚地告訴我們，只有耶穌基督才擁有這些

鑰匙！  
  

C. 靈魂睡眠的論說 
 

1. 靈魂睡眠的論說不符合聖經。  
 

靈魂睡眠的論說認為人死後他的靈 (或靈魂) 下降到完全無意識的狀態 (這就是所謂的 「睡眠」)。死人的靈 (或
靈魂)只有在復活時再變得有意識 (清醒)。 
 

靈魂睡眠的論說往往與 「毀滅論說」 和 「第二次機會論說」 相結合。身體和靈 (或靈魂) 在人死後下降到墳

墓，進入完全不存在的狀態。只有在復活時那靈 (或靈魂) 才會再次變得清醒，並獲得第二次機會:  
• 選擇悔改，得拯救及接收一個完整的新創造的身體 
• 或保持不悔改，被徹底消滅 

 

這些假教師的理論建立在聖經經文如約翰福音 11:11：「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以及帖撒羅

尼迦前書第 4:13：「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這兩段經文都把 「死亡」 說成 「睡覺」。

他們的理論建立在經文如詩篇 6:5 和傳道書 9:10 ，當中說死人是無意識的 (無知)；「既沒有工作， 也沒有謀

算或知識或智慧」。他們的理論也建立在哥林多後書 5:10 和啟示錄 20: 11-15 等經文， 說人的命運將只會在最

後的審判日被確定，而不是在那日之前。  
 

2. 反對靈魂睡眠的聖經理據。  
 

(1) 聖經從來沒有教導人的靈 (或靈魂) 或身體睡著了! 
這個詞源於屍體和熟睡的人之間的相似之處，被用作身體死亡的委婉表達。 
 

(2) 聖經教導死人的靈(靈魂)是非常有意識的。 
聖經中似乎教導死人是無意識的，明顯是要強調一個事實，就是人在死亡狀態下不能再參與這現今世界的活

動！例如，傳道書 9: 5-12 說：「死了的人毫無所知 ... 在日光之下(在地上)所行的一切事上，他們永不再有分

了。... 在你所必去的陰間，沒有工作，沒有謀算，沒有知識，也沒有智慧。」因此，在死後，工人不能再工

作，歌手不能再歌唱，君王不能再在地上統治。因此聖經教導當軀體在墳墓裏時，靈(或靈魂) 是無法意識到地

上發生的事情 (參見以賽亞書 63:16)！ 
 

然而，聖經也指出雖然身體在墳墓裏，但靈 (或靈魂) 非常清楚天堂或地獄裏所發生的事！例如，路加福音 16: 
22-28 說當自私的財主死了和被埋葬後，他在地獄睜開眼睛，並經歷地獄的折磨和痛苦！還有，希伯來書 12: 
22-24 和啟示錄 6:9: 9-10 教導，當基督徒死亡時，他們在相交裏享受有意識的生命，那相交就是與三位一體的

神和在他們之前死去的所有其他基督徒的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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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永恆的命運不是在最後的審判日決定，而是宣佈。 
人的永恆命運取決於他們仍活在地上時與耶穌基督的關係！耶穌在約翰福音 3:18 和 3:36 說：「不信的人，罪

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根據馬太福音第

25 章和帖撒羅尼迦後書第 1 章，所有人在死前還活在地上時，永恆的命運已被確定。根據馬太福音第 25: 14-
30 中有關人才的比喻，每個人的獎賞或懲罰是在他死之前和耶穌第二次降臨之前決定的。 
 

因此，人死後也不會有第二次被拯救的機會！根據馬太福音 25:34, 41 和帖撒羅尼迦後書 1: 5-10，最後的審判

是神的判決的莊嚴宣佈，並在所有天使和所有曾活過的人面前，揭示神的公義和榮耀！人在最後判決時所表示

的驚訝，涉及判決所依據的理由，而不是判決本身。神的恩典應帶來對「基督的兄弟」 (其他基督徒)施予憐

憫，這是最終審判的理由(馬太福音 12:50；希伯來書 2: 11-12) (馬太福音 25:34-40)。他們被定罪的理由是他們

沒有對基督徒表達憐憫 (馬太福音 25:41-45)。 
 

D. 毀滅論說 
  

1. 毀滅論說不符合聖經。  
 

 (1) 毀滅論說。1 
毀滅論說認為人死後，身體和靈 (或靈魂) 都被消滅。身體和靈(或靈魂) 下到墳墓，進入一個完全不存在的狀

態。復活時意識並不會復甦， 而是一個新的身體和一個新的靈 (靈魂) 的全新創造！ 
 

毀滅論說相信惡人死後是不存在的，因此並沒有地獄，也沒有折磨的地方。惡人永遠被消滅！ 
 

毀滅論說也教導，義人死後是不存在的，因此死亡和復活之間並沒有一個中間狀態！在復活時，只會為義人創

造一個完整的新身體和新靈 (或靈魂)！ 
 

他們說神創造的所有人都是會朽壞的，但人可以透過信心、順服和成聖而成為不朽壞。不悔改的罪人將被毀滅 
(消滅)。  
 

然而，聖經教導說神創造所有的人是不朽壞的，但當他們叛逆他們便失去了他們的不朽性。在最初人墮落犯罪

時，神便從人身上除去不朽性。那些轉向神的人得到永生，但不悔改的人卻得到永恆的懲罰 (馬太福音 
25:46)，這是與毀滅不同的。 
 

 (2) 破壞論說。 
他們把破壞這詞解釋為 「毀滅」，就是對意識或整個存在完全摧毀。一些倡議者認為惡人因自己的罪會有短

暫時間的有意識痛苦，然後就被毀滅。其他信徒倡議者說惡人死後立即被消滅。他們的理論基礎是：  
• 只有神是不朽壞的 
• 永生是賜予信徒的 
• 不信的人會被消滅, 他們把這解釋為被減少致不存在。 

 

2. 反對毀滅論說的聖經理據。 
  

 (1) 神是永遠不朽的，但基督徒卻是得到不朽性。 
神擁有不朽性。根據提摩太前書 6:16，神 「是獨一不死」，即擁有永恆不朽性或不死。神不能死！  

 

神創造人是不朽的。第一批人亞當和夏娃是被創造為不朽的。他們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創世記 1:27)，這種完

美的條件似乎排除了腐爛和死亡。神在創造時，祂「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 (傳道書 3:11)。他們的身體和靈 
(或靈魂) 都是被創造為不朽的。神的目的是要人永遠活在祂的同在！但亞當和夏娃並不擁有在意義上不能死的

那種不朽性。如果他們違背神，他們就會失去不朽性而死 (創世記 2:15-17)。創世記第 3 章便講述了他們是如

何成為死亡的受害者。  
 

基督徒在復活時將接受不朽性。在復活時，那會腐爛的身體將被提升為不朽壞 (哥林多前書 15:42, 50)。這表示

人在復活時將獲得不朽性。那麼基督徒就不能死，也不會再死了！只有基督徒被稱為 「不朽」， 因為只有他

們有永生，註定要在靈 (或靈魂) 和身體上永遠榮耀神。基督徒繼承了永無止境和絕對完美的生命，在神面前永

遠得著祝福。  
 

 (2) 靈(或靈魂) 肯定能活下來。 
在出埃及記 3: 6， 神對摩西說：「我是你父親的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而耶穌指出：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馬太福音 22:32)。當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死亡的時候，他們並沒有脫

                                                           
1 
毀滅主義 (也稱為消滅主義或破壞論) 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和耶和華見證人的信仰。在最終審判中， 那些沒有得到救贖的人註定要被徹底

毀滅，而不是受永恆的折磨。他們反對地獄的信念。那些透過他們的自由意志拒絕救贖的人會被永遠摧毀。耶和華見證人認為死後不可能

有懲罰，因為死人不再存在。 
 



 
© 2016 「空中門徒訓練」    訓練手冊 5        補充 2：有關死後生命之論說 頁 6 

離存在。雖然他們的身體還在墳墓裏，並註定要復活，但他們的靈 (或靈魂) 是肯定存在，而且還活著！神不是

不存在的靈(或靈魂)，祂是存在和活著的靈(或靈魂)！因此，人在死亡時他的靈 (或靈魂) 並沒有脫離存在，而

是在死亡中生存下來，並繼續存在。  
 

 (3) 身體肯定會在未來的存在有份。 
根據創世記 3:19，人在死亡時身體會腐爛成塵土 (使徒行傳 2: 29-31)。但 「塵土」並不等於 「不存在」！約翰

福音 5:28-29、使徒行傳 24:15 和啟示錄 20:15 清楚地告訴我們，在基督第二次降臨的時候，人的身體 (那已變

成了塵土) 不會被再創造，而是會從塵土中復活！義人和惡人的身體都要從死裏復活。 
 

聖經中沒有任何東西表明義人和邪惡的人不會同時復活！聖經教導所有的死人在基督第二次降臨時只一次全體

的復活！ 
  

哥林多前書 15: 35-42 和腓立比書 3:21 指出任何屬於基督徒之前的身體，都會被改變，使他們復活的身體就像

基督榮耀的身體！因此，復活不是為人創造一個全新的身體， 而是將他們原本朽壞的身體作一個榮耀的轉
變！這樣，人就像復活的主耶穌基督 (約翰福音 20: 24-29) 一樣，仍然是可以識辨的。  
 

馬太福音 25:46 清楚教導，在最後的審判日之後，義人和惡人都將繼續永遠存在！因此，人在死亡時他的靈 
(或靈魂) 或身體都不會脫離存在，而在復活和最終審判日之後，人的靈 (或靈魂) 或身體也不會脫離存在! 
 

 (4)不朽或繼續存在與永生是不一樣的。 
永生的確是神的恩賜，只是給義人的，就是那些相信耶穌基督的人。但是，當惡人得不到永生時，並不意味著

他們就不會繼續存在。 根據約翰福音 5:28-29 和使徒行傳 24:15，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身體將同時復活。還

有，根據馬太福音 25:46 ，只有基督徒才會得到永生，而非基督徒會得到永恆的懲罰。聖經清楚地教導，沒有

人會脫離存在！義人和惡人都將永遠存在。義人將享永恆的生命，惡人將受永恆的懲罰 (馬太福音 25:46; 2 帖
撒羅尼迦後書 1: 9)。  
 

 (5)「破壞」 一詞與毀滅或脫離存在是不一樣的。 
聖經中與人有關的死亡、毀滅和滅亡的詞語並不意味著脫離開存在。根據哥林多前書 5: 5，肉體毀壞這個詞不

能意味著毀滅。它的意思是透過 「毀壞他的身體」來作「懲罰」。經文說：「要把這樣的人交給撒但，敗壞

他的肉體，使他的靈魂在主耶穌的日子可以得救。」教會將一個罪人給交撒但，以摧毀他的罪性，透過例如可

怕的疾病或痛苦等方式，希望他的靈(或靈魂) 能夠在審判的日子得到保存。撒但只能由於人的罪性而造成嚴重

的傷害或懲罰。不過，只有基督才能透過祂的救贖工作來消滅人的罪性！ 
  

根據帖撒羅尼迦後書 1: 8-9，最終審判時的毀滅與脫離存在正好相反。惡人在那裏受到永遠的毀滅或永遠的懲

罰，這是永遠的存在，但卻是遠離神的同在，遠離祂尊貴榮耀的能力。神要施加 (8 節)的復仇或懲罰，是驅逐

這些人，以致不能體驗神的愛、憐憫和關懷。他們被驅逐，以致不能看到和驚歎耶穌基督的榮耀威嚴。根據啟

示錄 20:10 和 21:8 ，第二次死亡是指惡人被扔到日夜燃燒的硫磺的地方永遠被折磨。 
 

E. 第二個機會的論說 
 

1. 第二個機會的論說不符合聖經。 
  
 (1) 第二個機會的論說認為人在肉體死亡之後仍有機會透過基督得救。 
堅持這一理論的人認為某些人仍然有第二次相信的機會，即: 
• 從來沒有機會聽到福音的人 
• 從來沒有正確理解或考慮基督的要求的人 
• 嬰兒時期死亡的人 

他們說如果沒有適當的機會聽到福音和相信福音，任何人都不應被判罰到地獄。因此，他們的結論是人的永恆

狀態在他的肉體死亡和最終判斷日之間，不是不可挽回的。  
 

 (2) 他們的理論建立在一個以人道主義的基礎上來理解神的愛和公義。 
他們提出的經文如： 
• 他們根據約翰福音 3:18 和 3:36 指出只有故意不信才是定罪的理由。 
• 他們根據彼得前書 3:19 和 4: 6 指出基督在祂死和復活之間的時期向監獄裏的靈傳道，這些靈被視為在陰間

或地獄裏。 
• 他們也將理論建立在哥林多前書 5:10 和啟示錄 20: 11-15 等經文上，認為人的命運只有在最終的審判中才能
確定。 

 

2. 反對第二個機會的論說的聖經理據。 
 

 (1) 人的永恆命運是由他們在地上時的信心和信心的生命決定的！ 
一個人在地上的信心和行為決定了他的永恆命運。發生在死亡和復活之間那中間階段的事情對這方面沒有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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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3:18-21 和 3:36 指出，人在地上與耶穌基督的個人關係，決定他們的永恆命運！約翰福音第 3 章的教

導的背景，是有關耶穌來到這世界，以及那世代的人對祂作了什麼。耶穌指出凡不相信祂的就已經被定罪！祂

也指出凡拒絕祂的就看不到生命，因為神的忿怒仍在他身上！ 
 

人永恆的命運取決於他們在地上如何生活。在馬太福音 7: 22-23、10: 32-33 和 25:31-46，耶穌清楚地教導我

們，在地上行神的旨意、在人面前承認耶穌和對基督的兄弟行憐憫，這些會決定人永恆的命運！當然，人得救

不是因為他們的好行為， 而是靠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他們相信耶穌基督是他們唯一的救主和主 (約翰

福音 6:29)，而他們的行為將證明他們的信心是否真實 (雅各書 2: 14-22)。在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時，祂給的是

嘉許和獎賞還是定罪和懲罰，將取決於每個人對祂在地上所委託給他的能力和機會所作出的一切 (馬太福音 
21:21, 30；哥林多前書第 5:10；啟示錄 20: 11-15)。在最終的審判，人不會有第二次機會相信耶穌基督，而他

們永恆的命運將被公開宣佈！人的永恆命運是由他們的信心和他們在地上所活出的信心生活所決定！  
 

 (2) 不信的人死後的永恆狀態 (地位) 已經是一個確定狀態。 
耶穌指出神在惡人死後便立即施予懲罰 (路加福音 16: 19-23)。使徒彼得說神將不義的人留待審判的日子，但同

時也在繼續懲罰他們。不義的人被押存或保留一段時間，以達到一定的目的。在他們的身體死亡之後，他們的

懲罰還在繼續，他們受折磨一直到最終的審判日 (彼得後書 2: 9)。在最終的審判日之後，他們的受苦只會變得

更加惡劣。他們將遭受更多的恥辱，神將會在所有曾經活過的人前，宣佈他們的懲罰。他們不僅在靈 (或靈魂)
裏，也會在身體上遭受地獄的痛苦 (馬太福音 10:28； 10:28, 46)！他們也要承受神撤離祂那永遠存在的愛和關

懷所帶來的痛苦 (帖撒羅尼迦後書 1: 8-10)。不義的人將「永遠不斷被保留」在最可怕的黑暗裏 (猶大書 7-13)。 
 

 (3) 第二次機會的論說往往是不宣揚福音的藉口。 
它剝奪了傳福音的迫切性！現在必須傳揚福音，叫人可信或不信 (馬可福音 16:15-16)。福音將在基督第二次到

來之前在全世界宣佈，作為對萬民的見證 (馬太福音 24:14 章)！ 
 

 (4) 福音絕對不會向身體死亡後的人傳講！ 
彼得前書 3: 18-22 和 4: 1-6 這兩段經文不涉及同一主題，因此它們不能一起用來建立第二個機會的論說。這處

經文都並不涉及向死後的人傳福音。因為這些段落經常被濫用，我們將會詳細解釋。  
 

3. 第二個機會論說基於對彼得前書 1: 18-22 和彼得前書 4: 1-6 的獨特解釋 
 

 (1) 向陰間的人傳道。  
根據第二次機會的論說，彼得前書 3: 18-22 是指耶穌基督在祂的死亡和復活之間，祂的靈 (或靈魂) 下降到被視

為陰間的監獄，而陰間被解釋為地獄，是在耶穌第一次降臨之前生活的人的靈魂的住所。  
 

 (2) 傳講福音。  
根據第二次機會的論說，彼得前書 4: 6 說耶穌向那些死後在陰間的人的靈魂傳福音，藉以給他們第二次被拯救

的機會。 
 

 (3)正確解釋。 
彼得前書 3: 18-22 沒有提到基督下到地獄，而是說基督勝利升到天上。它不是說傳福音，而是向所有不服從的

人宣佈祂的最後勝利。  
 

彼得前書 4: 1-6 沒有說向死人傳福音，而是說他們還活著的時候已向他們傳福音。 
 

所以，第二個機會的論說是不符合聖經的！ 
 

4. 彼得前書 3:18-22 的正確解釋。 
 

彼得前書 3:18-22 所描述的偉大事件是基督的勝利升天。正是祂的提升本身就是祂戰勝宇宙中所有一切事物的

宣言！ 
 

 (1) 第 18 節講的是有關基督透過祂的死和復活來完成贖罪及復和的工作。 
耶穌死的時候，只有祂的人性死了。祂被「在肉身處死」代表祂被處死時仍然擁有祂的虛弱的人體，背負著人

類的罪惡 (羅馬書 1: 3)。耶穌在祂的死拋開了祂軟弱的人性，切斷了與罪和死亡的一切聯繫。耶穌死的時候，

祂將祂的靈交在祂的天父手中 (路加福音 23:46)。因此，耶穌死的時候, 祂的身體被埋在墳墓裏，祂的靈在父神

面前。在聖經裏，我們沒有讀到耶穌的靈下到陰間，被解讀為地下世界或地獄！  
 

當耶穌復活的時候，只有祂的人性復活了。祂是 「靠聖靈活著」，意思是說祂的身體是由聖靈 (即靠祂的神性) 
使活過來或復活 (參見約翰福音 3:17-18)。 
 

在祂復活後，祂的整個身體是一個榮耀的和完全受聖靈控制的身體 (羅馬書 1: 4；歌羅西 2: 9)！從那一刻開

始，耶穌按祂的人性而言，祂不再生活在人肉身的軟弱中，而是生活在聖靈的力量中。從那一刻起，神無比的

大能把耶穌基督放置在神的右邊，超越宇宙中所有的能力 (馬太福音 28:18； 哥林多前書 15:25；以弗所書 1: 
20-23；腓立比書 2: 9-11；啟示錄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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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 19-20 節談論基督的 「去」 和祂的 「傳道」。 
 

基督的 「去」 不是祂復活前的事，而是祂復活後的事。耶穌基督被聖靈的大能復活，在這聖靈的復活狀態下，祂去

了某個地方，傳揚了某一些東西！ 
 

根據第 18-19 節，耶穌這 「去」 並不是在祂的死亡和復活之間的事。這「去」不是藉著耶穌復活前的人的

靈， 而是以復活後祂榮耀的身體「去」! 
 

基督的 「去」 不是向下，而是往上。第 22 節說耶穌沒有下到死人的靈的地下世界，而是上升到天上神的右邊

去！ 
 

在約翰福音 12:32 ，耶穌的復活、升天和登基被認為是一個向神 的「提升」。在啟示錄 12: 5 ，復活、升天和

登基被認為是向神的「一個抓起」。同樣，在彼得前書 3: 19-22，祂的復活、升天和登基的事件被認為是一個

「上去」到天上的神！ 
 

基督的 「宣告」 不是傳福音，而是宣告祂的勝利。第 19 節只是說 「傳道」 (宣告)。但這宣告的內容是什麼呢？在

希臘原文中，基督的 「去」  和「傳道」屬於一起。「藉著去 (希臘文的分詞)，祂向之前死去並被監禁在某處

的人的靈宣佈 (主要動詞)。祂勝利地去了天堂 (在祂死和復活之後)，這本身就是祂最終的勝利的「宣告」！第

19 節沒有提到福音的宣告，而是談論基督榮耀升天是祂最終的勝利！  
 

基督的 「去」是一個針對所有粗心和不服從的人的宣言。第 19-20 節說，祂勝利的宣告是特別針對 「在監獄中的

靈， 他們是在挪亞時代方舟正在被建造時違抗神的人」。這些違抗神並在監獄裏的靈是誰呢？他們是在洪水

中死去的人無形的靈(或靈魂)，他們被囚禁在地獄裏。創世記 6:5 說他們是邪惡的一代，而彼得後書 2: 5 指出

挪亞是宣講公義的傳道者。挪亞相信神的話，於是建造方舟，而這些不虔誠的人一定在嘲笑他，針對他為那即

將臨到的洪水審判所作出的宣講和警告。他們不僅不相信他的信息，還忽視他建造的方舟，這本是作為一個可

見的標記，提醒他們即將來臨的摧毀。他們違抗神的警告和藐視祂的忍耐，長達約一百年之久 (彼得前書

3:20；創世記 5:32；6:3；7:6)。但當洪水來的時候，挪亞的信心被確定，不信(和不服從)的邪惡世代被定罪了 
(希伯來書 11: 6)。 
 

根據馬太福音 24:37-39 所記載， 耶穌親自教導「挪亞時代的人」 象徵世上所有粗心大意和不服從的人！因

此，耶穌基督的升天是宣告戰勝所有粗心大意、不服從和不義的人，不論他們是活在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之前

還是之後。  
 

同時，這也是要所有人悔改的警告！我們從聖經的其他經文知道基督的死亡、復活、升天和登基，是對所有邪

惡的屬靈勢力 (以弗所書 1: 20-22) 的勝利宣告，這些屬靈勢力包括魔鬼和他的惡魔(約翰福音 12:31-32；啟示錄 
12:5-9；20:1, 3, 7)、邪惡的靈(墮落的天使) (路加福音 8:31；歌羅西 2:15；彼得後書 2: 4；猶大書 6；啟示錄 9:1) 
和世界上所有邪惡的政府 (詩篇 2: 8-12)！耶穌基督的升天是祂徹底勝利的宣告！ 
 

 (3) 第 21-22 節經文談論耶穌基督的復活、升天和登基。 
在羅馬將軍返回羅馬的勝利遊行上，他的俘虜會被鎖在他的戰車上，跟隨著行列， 這正是耶穌基督勝利升天

的象徵，祂的俘虜跟隨著祂的凱旋行列。 
 

根據哥林多後書 2:14 和以弗所書 4:8 的記載，耶穌基督在祂的勝利遊行中，把歷史上所有的基督徒都帶來了。

祂用福音所宣告的愛和恩典征服了他們。耶穌基督首先從天上降臨到地上最低的地方 (即祂接受了軟弱和朽壞

的本性)，以便揭示神和為罪代贖。之後，祂升上了天上的最高位置 (即祂現在擁有了榮耀的人性)以便使一切

變得豐盛 (腓立比書 2:6-11；以弗所書 1:10)。「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

賜賞給人。』（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 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以弗所

書 4: 8-10)。勝利的升天象徵著耶穌基督透過祂的死亡和復活戰勝了罪和死亡。在祂勝利的升天中，祂向地上

萬國展示了祂透過仁慈和恩典所征服的所有基督徒！ 
  

根據歌羅西書 2:15，歷史上所有被征服的邪惡力量都跟隨耶穌基督的遊行行列。勝利遊行象徵耶穌基督藉著祂

的死和復活征服了黑暗的所有勢力，並將它們展示給世界上所有的王國！ 
 

根據彼得前書 3: 21-22， 所有善良的天使和宇宙中所有的邪惡的靈，以及地上所有政府，都心甘情願地服從耶

穌基督！耶穌基督是萬王之王和萬主之主 (馬太福音 28:18；以弗所書 1: 20-23；啟示錄 17:14)。  
 

根據哥林多前書 15:25 和腓立比書 2:10-11，所有不順服基督在憐憫上勝利的人，他們有一天必服從祂在審判上

的勝利 (約翰福音 5:22)！ 
 

5. 彼得前書 4:1-6 的正確解釋。 
 

彼得前書 4: 1-6 所提到的事件，是有關在某些人還活著的時候向他們傳福音，但他們在彼得寫書信時已經死

了。經文說的是在人還活著的時候向他們傳福音，這樣他們就可以得救，然後在自己的身體還活著時過聖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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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它指出儘管現在的身體在未來會死亡，但仍需要在當下的身體中過一個屬靈的生活。彼得前書 4: 6 說：

「為此，就是死人(字面意思是「 死了 」，是過去還活著，但在那時已經死了的人)也曾有福音傳給他們，要叫

他們的肉體按着人受審判(藉著死亡)，他們的靈性卻靠神活着。」他們人性的靈已經重生 (他們在靈性上按照

神的要求生活)，但他們的人體仍必須死亡 (他們仍然必須根據人性的身體的審判)。 
 

 (1) 第 6 節教導傳福音的目的。 
向人傳福音的真正原因，不是為了拯救他們，就是為了審判他們！第 3 至第 5 節說那些繼續生活在罪和不道德

的生活方式的人， 將被審判！另外，第 1、2 和 6 節說基督徒會在地上為神度過餘生，他們將被拯救！所有人

在將來都會 「根據身體中的人被審判」，包括基督徒在內。這表示他們卑微的身體已經註定有一天會死亡，

正如地上所有的人都會這樣 (希伯來書 9:27)。基督徒必須在身體上死去，因為他們現在的血肉不能承受神的國 
(哥林多前書 15:50)。 
 

然而，所有對福音作出回應的人都會 「按靈性為神而活」。這表示基督徒將藉著他們重生的或新的靈為神而
活，服事和敬拜祂，儘管他們中有許多人將死於迫害。他們有了內在的生命，便會喜悅神的話語和神的道路 
(約翰福音 4: 23-24；羅馬書 7:22, 25)。總之，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將過著聖潔的生命！ 
 

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傳給他們。這句話的意思是，有些人在他們活著的時候聽到並相信福音，他們已在迫害或

自然死亡的過程中死去，所以在彼得寫他的第一封信時已經是死人了。他們相信基督時他們還活著這事實，並

沒有在迫害中保存了他們的身體。但它拯救他們脫離了對罪和永死的懲罰，使他們能夠在迫害中過聖潔的生

活！ 
 

 (2) 第 6 節沒有也不可能教授第二次機會的論說。 
第 6 節不能意味著在地下世界或地獄裏向死人的靈魂傳福音， 因為這些靈魂已經沒有身體了！因此，第 6 節唯

一可能的解釋是，福音是在這些人的身體被審判前向他們傳講的，那就是在他們身體死亡之前！這節經文不能

解釋為福音是在人身體死亡後向他們傳福音，即是說向已經死亡的人的靈魂傳福音，因為這些靈魂在福音向他

們傳講之後，將不再有身體來被定罪至死！  
 

結論：第 6 節並沒有教導福音是在地下世界或地獄裏傳給死人的靈魂。 
 

總結：聖經中沒有證據表明人會有第二次機會聽到福音，以及在死後得救！福音只有在人還活著在地上的時候

才會傳給他們。當他們還在地上活著的時候， 他們的信或不信將決定他們的永恆命運。因此  
 

「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後書 6:2)！ 
 

「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馬可福音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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