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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21 課 
 

1 禱告 
 

 
組長。求神藉著祂的靈引導我們， 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將你的小組及這一課有關建立教會的學習交托給主。  
 

2 分享 (20 分鐘)                                                        [靈修] 
帖撒羅尼迦後書 1 - 3 

 
輪流簡短分享 (或從你的筆記讀出) 你從指定經文(帖撒羅尼迦後書第 1 - 3 章)所得的靈修領受，只需分享其中的

一次靈修。 
專心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領受。不要討論他的分享。摘錄筆記。 
 

3 背誦 (5 分鐘)                                                   [約翰福音的鑰節] 
(8) 約翰福音 7:38 

 
兩人一組查閱。  
(8) 約翰福音 7:38。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4 講授 (85 分鐘)                                                       [教會禮儀] 
基督徒喪禮 

 
簡介。今課的教導是關於基督徒的喪禮。我們將學習聖經對死亡、死後發生的事情、喪禮儀式和死裏復活的教

導。 
 

A. 人的本質 
 

1. 人的本質的非聖經觀。  
 

世人對人的本質有不同的看法。 
 

 (1) 斐洛的觀點。人的本質由三部分組成。 
這觀點是基於菲洛的哲學 (公元前 200 年 - 公元 45 年，亞歷山大)。菲洛認為人是三元性：人有靈，有魂和有身

體。這觀點進一步區分了一個人的「靈」 和 「魂」，區分了他的 「屬靈」 生命和他的 「魂魄」 生命。靈是

理解神聖的哲學，而魂則是理解人類的哲學。  
 

這種概念在西方被普及化，它給予靈特定的功能，又給予魂和身體獨立的功能。 
• 靈的功能被說成是與神的屬靈知識和與神相交、良心、直覺和創造力有關。 
• 魂的功能僅限於思考 (思維)、作決定和選擇 (意志)及感受不同的情感 (心靈)。 
• 身體的功能簡化為五種感官：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感覺。 

這樣的劃分是對現實過度簡化，且不合符聖經。 
 

 (2) 普洛特努斯的觀點。人的本質由兩部分組成。 
這觀點普及於東方 (印度) 和西方 (希臘) 古代文化。現代世界許多人的觀點是基於普洛特努斯的新柏拉圖哲學 
(公元 269 年，亞歷山大)。普洛特努斯教導人是二元性的：人有身體和魂 (或靈)。這觀點區分了只有物質的身

體和只有屬靈的靈魂。因此，人能夠使他的身體和心理功能分開。 
 

他們認為身體的功能和靈魂的功能並不互相影響。人可以在自己的身體裏過一種生活，在他的靈魂裏過另一種

生活。比如，他可以在自己的身體裏過情慾的生活，在自己的靈魂裏過宗教的生活。一般來說，靈魂被認為是

人的本質存在，身體卻被認為是邪惡的東西。靈(或魂) 是身體的囚犯，直到在死亡時它從身體中被釋放。結果

是只有靈魂被認為是重要的，物質的身體和所有的物質創造被認為是不重要的。例如，週日去教會拯救你的靈

魂是重要，但你在這世上接下來的一週裏如何用身體生活就並不重要。從歷史上看，這觀點對基督教產生了災

難性的影響。這種劃分並不符合聖經。  
 

 (3) 自然主義的觀點。人的本性是物質上的統一。 
這觀點純粹是自然主義。它認為人只包含著一些在進化中改變的物理和化學元素，人根本沒有靈(或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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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經對人的本質的觀點：人是身體和屬靈上的統一。 
 

 (1) 人並不是擁有一個靈魂，而本身就是一個靈魂。 
神在聖經中的啟示並不支持上述的三種觀點。聖經並沒有教導人「有一個靈魂」， 但卻指出人「是一個活的
靈魂」。創世記 2: 7 的直譯是： 「耶和華神造成了人，[他是] 地上的塵土，並在他的鼻孔裏呼吸 (或吹) 生命

的氣息 (或靈) (希伯來文：nishmat chajim)，藉著它這個人成為一個活的靈魂 (或一個活的人) (希伯來文：

nefesh；希臘文： psuché；英語：soul)」。創世記 2:7 描述了神如何創造人類。祂用地面的元素造成了亞當 (意
思是人)，把祂的 「靈」 (呼吸) 吹到亞當的鼻孔裏。因此，亞當 (以他的身體和他靈) 成為「一個活的靈魂」 或 
「一個活的人」。  
 

人的本質是獨特的：人是一個有兩個方面的生命 (存在)：看得見的物質方面 (身體) 和看不見的屬靈方面 (靈)！
人的生命(存在)由身體和靈組成！因此，人是一個整體，而不是二元性，也不是三元性！他的身體屬於被創造

的物質世界，但他的靈來自神，且神揭示了人是祂形象的承載者。這種聖經對人的本質的看法決定了基督徒應

如何看自己：他們是神的創造物 (而絕不是進化的產物)；他們犯了罪 (對神)；他們會死，因此他們需要 (神) 的
救贖。  
 

 (2) 基督徒對人的看法。  
聖經認為人的本質不是二元性，而是一個整體 (一個活的生命)，由物質方面 (身體) 和屬靈方面 (靈) 組成。人

是 「一個活的生命」，也就是擁有看得見的身體和看不見的靈的一個活人。他的兩面 (看得見的身體和看不見

的靈) 是可以區別的，但在地上的今生中是分不開的！ 
 

神在舊約裏設立了道德律法、禮儀律法和民事律法，這些律法影響了舊約信徒的屬靈、道德、社會和物質生

活。這些舊約的律法教導神的子民不僅在屬靈方面，在人的生命的每一個其它方面對神來說都是重要！ 
  

基督徒應看自己是一個整體：他是一個活人 (生命)，有看得見的身體和看不見的靈。因為人的生命 (人的存在) 
有兩個方面：一個看得見的物質方面 (身體) 和一個看不見的屬靈方面 (靈)，基督徒應同時關心他的身體和他的

靈。他要如何在這世上用他那不可分割的身體和靈，去過自己的日常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神希望所有的基督徒

在這世界裏生活在聖潔和敬虔裏，不僅在他們的靈裏，也在他們的身體裏(羅馬書 6:12-13, 19；彼得後書 3: 10-
14)。  
  

基督徒不認為他的身體是邪惡的。基督徒的身體是聖靈的殿 (哥林多前書 3: 16-17; 6:19-20)。基督徒不應在他的

頭腦或日常生活裏分隔他的身體和他的靈。只要他生活在現在這地上，他的身體和靈是分不開的！神呼召基督

徒在他的身體和靈上榮耀祂。  
   

 (3) 基督徒對墮落犯罪的看法。 
亞當和夏娃的犯罪墮落影響了人的整個存在(生命)。整個人 ( 生命) 帶著他的身體和靈落入了罪裏，達不到神的

目的和心意。罪的墮落影響了他與神的屬靈關係的每一個領域，影響了他與鄰居的社交關係，影響了他與自己

的心理 (智力、意志、情感) 關係，以及他與被創造世界的實體關係 (創世記第 3 章)。這就是為什麼聖經把一個

沒有屬靈生命的人看作是一個死人 (以弗所書 2: 1)。整個人都陷入了罪惡之中。整個人都受到罪和死亡的影

響。整個人都是神所認識，亦將會由祂審判 (希伯來書第 4: 12-13)。  
 

 (4) 基督徒對身體死亡的看法。 
基督徒不認為神的其他物質創造是邪惡的。神的其他物質創造並不像人那樣有一個靈。創世記 1:27 和 2:17 並
不意味著在人類陷入罪惡之前，神的其他物質創造是免於身體死亡的。 
 

在人墮落犯罪之前，所有的植物都被創造為可朽壞的，因為當水果和植物被吃掉時，它們就會死亡 (創世記 
1:29-30；2:16)。在人墮落犯罪之前，地上有荊棘和蒺藜，因為神已經完成了祂所創造的一切 (創世記 2:1)。然

而，人必須在伊甸園工作，並要照顧它，例如抜去荊棘和蒺藜 (創世記 2:15)。但在人墮落犯罪之後，地被詛咒

了，人不得不痛苦地辛勞來控制地所長出的荊棘和蒺藜 (創世記 3:17-18)。  
 

在人墮落犯罪之前，蛇是存在的 (創世記 1:24；3: 1)。但在人墮落犯罪之後，蛇被詛咒，比一切其他動物更

甚，並且成為人類的敵人 (創世記 3: 14-15)。在人墮落入罪惡之前，所有其他生物如野獸、家畜和爬行動物都

被創造為朽壞的。  
 

在人墮落犯罪之前，女人會在生產過程中遭受痛苦。在人墮落犯罪之後，神加增了婦女在生產中的痛苦 (創世

記 3:16)。  
 

在人墮落犯罪之前，只有人被創造成不朽壞，因為只有人是按著神的形象被造的。但在人墮落犯罪之後，人變

成了朽壞 (短暫的)，他被創造的身體回到了地的元素 (創世記 3:19)。在人墮落犯罪之後，一切受造物都服在物

質衰敗的束縛和虛空之下 (羅馬書 8:19-22)。但物質的衰敗和死亡並沒有使神的物質創造或人的物質身體成為

邪惡！在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時，所有人的身體將會復活，並擁有不朽性 (約翰福音 5:28-29；哥林多前書 
15:42-44)，整個物質宇宙將恢復為一個完全公義的宇宙 (使徒行傳 3:21；彼得後書 3: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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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基督徒對肉體救恩的看法。  
「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 (箴言 11:30)。人的生命不僅僅只有他的靈，而是由他的靈和身體組成的！整個人 (生
命 = 身體和靈) 陷入了罪。整個人，即靈和身體，都需要拯救。  
 

耶穌基督是來拯救整個人。祂是來拯救人那看不見的屬靈層面 (他的靈) 和那看得見的物質層面 (他的身體) 
的。祂赦免罪，醫治疾病，釋放受惡魔壓迫的人，釋放被囚的人 (馬可福音 2:10-11, 17；路加福音 4: 18-19)。
祂為孤兒和寡婦的緣故辯護，憐愛異地人及給他食物和衣著 (申命記 10:18；約翰一書 3:17)。耶穌基督使基督

徒全然成聖 (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將來耶穌基督會使基督徒全然得榮耀：他的靈 (約翰一書 3: 1-3) 和他的身

體 (腓立比書 3:21)。  
 

因此，要贏得靈魂就要同時關心一個人的身體和他的靈。基督徒的事工是全面的。基督徒是被召喚去關心整個

人和他生命的每一方面(參見路加福音 2:52)。 
 

3. 聖經中的「靈魂」和「靈」。 
 

 (1) 這兩個詞可能有同樣的意思。 
「靈魂」這詞 (希臘文：psuché) 在新約中出現大約 100 次。「靈」這詞 (希臘文：pneuma) 在新約中則出現超

過 370 次。要將這兩個詞清楚的畫分是不可能的事，雖然這嘗試常常發生。  
 

這兩個詞之間的各種區別是頗為複雜。例子： 
• 氣息這詞的希臘文同義詞可能是 psuché (靈魂) (使徒行傳 20:10) 或 pneuma (靈) (帖撒羅尼迦後書 2:8)。 
• 生命這詞的希臘文同義詞中強調物質生命的可能是 psuché (靈魂) (馬太福音 2:20) 或 pneuma (靈) (路加福音 

8:55)。 
• 人的 psuché (靈魂)可以被激起 (馬可福音 14:34)，他的 pneuma (靈)可以被激怒 (使徒行傳 17:16)。 
• 人的 psuché (靈魂)尊主為大 (路加福音 1:46) 和他的 pneuma (靈)以神為樂 (路加福音 1:47)。 
• 人的看不見存在被稱為 psuché (靈魂) (啟示錄 6: 9)，也被稱為 pneuma (靈) (希伯來書 12:23)。 
•  人的 psuché (靈魂) 可以指他的整個自我或整個人 (馬可福音 10:45；提摩太前書 2:6)，但他的性情可以被稱

為溫柔的 pneuma (靈) (哥林多前書 4:21)。 
 

 (2) 這兩個詞可能有不同的含義。 
一般來說，「靈魂」(psuché)這個詞強調情感活動，而「靈」 這個詞 (pneuma) 強調思維活動。靈魂可以悲傷

(馬太福音 26:38) 和愛 (馬可福音 12:30)，而靈就感知 (馬可福音 2:8)、計劃 (使徒行傳 19:21)、知道 ( 哥林多前

書 2:11) 和祈禱 (哥林多前書 14:14)。 
 

「靈魂」這詞的範圍往往更廣，表明那高於物質的整體生命，而 「靈」的範圍則比較狹窄，描述人的靈與

神、人的自我意識或性格的關係，這些都被視為主導崇拜行為或與崇拜有關的行為，比如祈禱和作見證。  
 

4. 理解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 中的 「靈」、「魂」 和 「身體」等詞。 
 

 (1) 希臘文文本及其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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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成聖  /  你們  /  全然 (直到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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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損壞的) (是/被保留)  /  你們的靈(你自己，尤其是在與神的關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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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  魂與身體 (你自己作為整個人，特別是與這個世界的關係上) /  無可指摘  /  在降臨的 

時候  /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 得蒙保守 (被保守脫離可怕的定罪)。 
 

 (2) 經文的解釋和翻譯。 
經文沒有把人的本質分為三個部分。靈、魂和身體這些詞並不代表人的本質的三個部分。代名詞「你」屬於第

一句句子。「靈」這個詞 (你與神的關係中看不見的存在) 屬於第二句。魂和身體 (你與這個世界的關係中看不

見和看得見的存在) 屬於第三句。第一句中的代名詞 「你」、第二句中的名詞 「你的靈」 和名詞「魂和身

體」是平行的表達 (參見路加福音 1: 46-47 中的平行性)。  
 

「在每一個部分」 和「無可指責」 被放在句子的前頭是強調整體性。 
第一個形容詞的意思是「直到最終」 (完全、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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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形容詞的意思是 「在每一個部分」 (完整的、 健全的、沒有損壞的)。 
第三個副詞的意思是 「沒有責備」 (無可指責)。 
 

因此，希臘文文本應當翻譯如下: 
“May the God of peace himself sanctify you wholly;  
「願和平之神親自將你完全潔淨； 
and may your spirit in every part (be/ be preserved) complete;  
和願你的靈在每一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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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願魂和身體被保存無可指摘 (免受詛咒)在主耶穌基督的來臨時。」 
 

5. 理解希伯來書 4:12 中的「魂」、「靈」 和「骨節和骨髓」 等詞。 
 

 (1) 希臘文文本及其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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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活的  /  神的道   /   和   /  有功效的 (積極的、強大的)  /  和  /  尖銳 (鋒利)  /  比每一把兩刃的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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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剖開     /       魂與靈        /    和    /  骨節與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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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經文的解釋和翻譯。  
經文沒有把人的本質分為三個部分。要從經文對作者的心理進行任何結論都是靠不住的。 
 

魂和靈、骨節和骨髓這四個詞語組在一起，要被理解為人在各方面的整體思維或屬靈本質的表達。神的道探索

我們靈性存在最深的隱密處，並揭示潛意識的動機。神必定會在最後的審判日這樣做 (希伯來書 4:13；哥林多

前書 4: 5)。  
 

因此，希臘文文本應當翻譯如下： 

“For the word of God is living and active. Sharper than any double-edged sword,  
「因神的道是活和積極的。比任何兩刃的劍尖銳， 
it penetrates even to dividing soul and spirit, joints and marrow;  
它甚至刺入魂與靈、骨節與骨髓之間； 
able to discern or judge the thoughts and intents of the heart.” 
能辨明或判斷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6. 理解馬可福音 12:30 中的「心」、「性」、「意」和 「力」等詞。 
 

「心」、「魂」和 「心靈」 這三個詞每個在希臘文中都有幾種不同的含義。一般來說，心 (希臘文：kardia) 是
人存在的中心，是他所有思想、言語和行為的主要源泉 (箴言 4:23)；性 (希臘文：psuché) 是人情感活動的所在

地；以及意 (希臘文：dianoia) 是他的智力、氣質和態度的中心。力(希臘文： ischus) 是他所有行動的力量和能

量。 
 

還有，我們在這經文中不應過度分析。這四個字在一起的意思是，基督徒應該用神所賦予所有的官能來愛祂。  
 

7. 「魂」和「靈」 這兩個詞與生和死的關係。 
 

在聖經中，「魂」 和 「靈」 這兩個詞之間已經沒有明顯的區別了。這兩個詞都被用來描述人的生命原則、他

的非物質存在、他的看不見的存在或他的屬靈存在。  
 

 (1) 人在死亡前的生命原則不是用 「魂」 一詞來代表，便是用「靈」 這個詞來代表。 
聖經用這兩個詞同時來描述人在身體死亡之前的生命原則。  
在他的身體死亡之前，人在他朽壞身體中的生命原則都是用「魂」一詞 (希伯來文：nefesh，希臘文：psuché，
也翻譯成「生命」) 或 「靈」 這詞 (希伯來文： ruach，希臘文：pneuma) 來表示。  
 

「魂」這個詞被用在創世記 2: 7；詩篇 31:9；63:1；馬太福音 6: 25-27；16: 25-26；啟示錄 18:13。  
「靈」這個詞被用在約伯記 34:14-15 ；詩篇 31: 5；以西結書 36:26；路加福音 8:55；路加福音 23:46；羅馬書 
8:10；哥林多前書 7:34；哥林多後書 7:1；雅各書 2:26。  
 

 (2) 人死後的生命原則不是用 「魂」這詞，便是用 「靈」 這詞來代表。" 
聖經同時用這兩個詞來描述人身體死亡後的存在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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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身體死亡後，他那沒有朽壞身體附著的存在 (即他的無形或脫離肉體的存在) 不是由「魂」 (希臘文，

psuché) 這詞，便是由「靈」這詞 (希伯來文： ruach，希臘文：pneuma) 來代表。  
 

「魂」這個詞被用在啟示錄 6:9；20:4。 
「靈」這個詞被用在傳道書 12:7；以賽亞書 26:14；希伯來書 12:23。 
  

B. 身體死亡的性質 
 

人對身體死亡的性質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1. 神創造了不朽的人。 
 

閱讀  創世記 1:27；傳道書 3:11；創世記 2:15-17。 
發掘及討論。人被創造後及在他墮落犯罪之前，他的本質是什麼？ 
筆記。第一批人亞當和夏娃被創造出來時不是朽壞的。他們是按照神的形象創造出來，這種完美的條件似乎排

除了分解和死亡。在創造的時候，「神在人的心中設定了永恆」。他們被創造出來的身體和他們靈都是不朽

的。 
 

但創世記 1: 26-27 並不意味著所有其他東西同樣也是被創造成不朽的。經文只是告訴我們，人類的身體死亡不

是原始創造的一部分。 
 

2. 人的身體死亡是神對罪的懲罰。 
 

閱讀  創世記 2:15-17； 3:17-19； 約翰福音 5:28-29；馬太福音 10:28；25:46；啟示錄 21:8。  
發掘及討論。人在墮落犯罪之後的本質是什麼？ 
筆記。  人類的物質、屬靈和永恆的死亡進入神的創造，作為神對罪的懲罰。因為是人犯罪，所以人只有死，

作為對罪的懲罰！  
 

人類墮落入罪後，他們的身體變成會朽壞。他們死後，他們的身體就會腐爛，歸回塵土。不過，儘管他們的身

體死了，但他們的靈(或魂) 不會死亡，也不能被殺死。  
 

在基督第二次來臨和所有人的身體復活之後，神會改變信徒的身體和靈 (或魂) (腓立比書 3:21；約翰福音 3: 1-
3)，但卻會毀滅 (希臘文：apollumi) 在地獄裏不信的人和邪惡的人的身體和靈(或魂)。「毀滅」 一詞不能指毀

滅惡人的身體和靈(或魂)，因為他們的毀滅是形容為在地獄裏受永恆的懲罰 (馬太福音 25:46)。  
 

3. 只有人的身體死亡是不自然的。 
 

閱讀  詩篇 90:7-11；羅馬書 1:32；5:16；加拉太書 3:13。  
發掘及討論。人類的身體死亡應如何看待？ 
筆記。  有些人認為人的死亡是自然的。這些人一般不相信神或罪的現實 (罪就是達不到神對你生命的目標)，
也不相信一個人的靈魂是永恆的。因此，他們認為死亡只是一個無法解釋的空虛，或者僅僅是所有存在物的終

結。這樣的人有時不認為死亡是恐怖。  
 

另一些人認為人的死亡是不自然的。這些人一般相信神，相信神創造了人。不過， 他們對人在創造中的本質

有不同的信念，以致對死亡的本質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認為人被創造出來就是朽壞的。他們說，因為人類犯了罪，他未能上升到不朽的層面。肉體的死亡只是

人類原始朽壞狀況的延續。 
 

其他人 (基督徒) 相信人被創造出來是不朽的。他們說，因為人犯了罪，失去了繼續不朽壞的可能性。身體的死

亡是對他不服從的懲罰 (創世記 2: 15-17)。在聖經中，人的身體死亡並不是對人一件自然的事，而是神忿怒的

表達 (詩篇 90:7-11)，是神的審判 (羅馬書 1:32)、定罪 (而不是：罰入地獄) (羅馬書 5:16) 和詛咒 (加拉太書 
3:13)。  
 

創世記 2:17 只涉及人的身體死亡，而不是所有其他事物的身體死亡。創世記 1:29-30 說植物被吃掉，因而意味

著地上的其他生物不是被創造不朽的。因此，雖然人的死亡對神的創造來說是不自然的，但在神的創造中，所

有其他生物 (如植物和樹木、魚類和鳥類、爬行物和動物) 的死亡從來都不是不自然的。  
 

4. 人的身體死亡被推遲是有美好理由的。 
 

閱讀  創世記 2:17；使徒行傳 14:15-17；羅馬書 3:25-26；提摩太後書 1:10；彼得後書 3:7-9。  
發掘及討論。為什麼神在人墮落犯罪之後，沒有立即將身體的死亡強加於人呢？ 
筆記。  如果神只是公義而不是慈愛，祂可能會在第一批人墮落入罪後便立即將身體的死亡強加於他們。 
 

不過，因為神既是公義，也是仁慈(愛)的，祂對祂的創造物表現出耐心。祂藉著祂對所有受造物的普及恩典，

限制了並仍然限制罪惡和死亡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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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藉著祂在耶穌基督裏的特別恩典 (愛)，把生命和不朽性顯示出來 (約翰福音 10:28; 提摩太後書 1:10)，並會最

終毀滅死亡 (哥林多前書 15:50-56)！祂不希望人滅亡，而是希望他們悔改 (以西結書 33:11；提摩太前書 2:4；
彼得後書 3:9)。  
所有以信心回應福音的人：  

• 已經分享著祂對屬靈死亡的勝利 
• 將會分享祂對身體死亡的勝利 
• 和在地獄裏的永恆死亡或身體和靈的毀滅！ 

 

5. 人的身體死亡是回歸塵土。 
 

閱讀  創世記 2:7； 3:19。  
筆記。  人的身體是由地上的「塵土」 (元素)造出來的。當一個人死亡時，他本來的身體與他的靈 (或魂) 分
離，並通過埋葬或火化的方式回歸它來自的地上。「人是塵土，他必歸回塵土」。 
 

6. 人的身體死亡是與地上的事的完全分離。 
 

閱讀  詩篇 49:10,17；傳道書 9:1-12；以賽亞書 63:16；路加福音 16:27-31；提摩太前書 6:7。    
筆記。  一個處於死亡狀態的人，將永遠不會在日光之下再參與這地上發生的任何事情。他無法收集知識，也

無法在這地上進行規劃或工作。他對現今這地上沒有任何影響！他不知道他在地上的家庭關係，也不能和他們

有任何聯繫。1  
 

人的身體死亡是人的身體和靈 (或魂) 的分離，是與他在地上所愛的家人和朋友的分離，是與他在地上所有成就

和財產的分離，是與地上發生的一切事的分離。當他的身體在墳墓裏腐爛成塵土的時候，他的靈 (或魂) 將永遠

不會再參與現今這地上發生的任何事情。  
 

C. 基督徒的死亡 
 

發掘及討論。如果基督代替了基督徒受苦和死亡，為何基督徒還得受苦和死亡呢？ 
 

1. 基督徒的身體死亡不再是一種懲罰。 
 

閱讀  詩篇 116:15；羅馬書 6:23；哥林多前書 15:56；羅馬書 3:23-26；5:6-10；希伯來書 9:24-26。  
筆記。  對非基督徒來說，身體的死亡仍然是對罪的懲罰 (羅馬書 6:23)。 
 

然而，對基督徒來說，身體的死亡不再是對罪的懲罰，因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贖罪犧牲已經完全滿足了神對他

們的罪的義忿。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表明了神對他們的罪的公正懲罰 (以賽亞書 53: 5-6；彼得前書 2:24；
3:18)。相信耶穌基督的人是肯定稱義的，也就是說，他們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他們的身體死亡不能再被視為

對他們的罪的懲罰。「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詩篇 116:15)。 
 

2. 基督徒的身體死亡是神使他們成聖的方法。 
 

閱讀  詩篇 49:5-10,15-17；89:47-48；箴言 14:12,27；21:25；羅馬書 1:28-32；羅馬書 8:17；哥林多後書 4:7-
11；希伯來書 4:15；5:7-10；彼得前書 4:12-14；約翰一書 2:15-17。  
筆記。  基督徒仍然要面對苦難 (痛苦、疾病、挫折、壓迫、逼害) 和身體的死亡，是神潔淨他們的方法。 
 

雖然耶穌基督從未犯過罪，但祂必然面對著各式各樣的人性試探和痛苦。對耶穌基督來說，這些試煉和苦難是

使祂軟弱的人性成為完美的方法 (希伯來書 5: 8-9)。 
 

同樣，儘管基督徒會犯罪，但他們所遭受的各種痛苦，都是為了謙卑他們的驕傲，克制他們的情慾，檢查他們

的世俗性，以及培養他們的屬靈思維。聖經清楚地教導，他們在地上受苦的目的，就是耶穌基督的新生命和聖

潔生命可以在他們的身體裏顯露出來，這生命現在已經在地上 (哥林多後書 4: 7；彼得前書 4:14)，以後會永遠

在天上 (馬太福音 5: 11-12)。  
 

3. 基督徒的身體死亡是他們成聖的結束，卻是他們完美生活的開始。 
 

閱讀  哥林多前書 15:50；希伯來書 12:23；啟示錄 21:27。  
筆記。  身體的死亡其實是基督徒在地上所遭受的一切苦難的巔峰和終結。 
哥林多前書 15:50 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基督徒現在的身體仍

然受制於罪性、衰弱和身體的死亡。基督徒現在的身體不能承受最終完美狀態的神的國。這意味著基督徒以現

時的朽壞狀態，現在是不能進到天上或之後進到新的地。 
 

                                                           
1 那些聲稱自己能夠接觸到死去的人的靈魂的招魂者和靈媒，實際上是與能夠模仿人的惡魔 (邪惡的靈魂) 接觸 (撒母耳記上第 28 章；哥林

多前書 11:14)，且他們總是說謊話 (約翰福音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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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什麼基督徒現時的身體必須首先死去和轉變。正如基督透過地上的苦難和身體的死亡進入祂的榮耀一

樣，基督徒也只有透過他們在世上的苦難和身體的死亡，才進入他們永恆的狀態！他們在地上的身體死亡結束

了他們的靈(或魂) 的成聖，以致他們成為「完全正義的人的靈魂」 (約翰一書 3: 1-3；希伯來書 12:23)。對基督

徒來說，身體的死亡不是終結，而是他們完美生命的開始，先是在天上， 後來又在新的地上！當一個基督徒

離世，他會立即見到基督，並與基督同在 (腓立比書 1: 20-24；參見使徒行傳 7:54-60)。 
 

4. 對基督徒來說，對身體死亡的恐懼已經被身體復活的盼望所取代。 
 

閱讀  路加福音 22:40-44；使徒行傳 2:24；希伯來書 2:14-15。  
筆記。  基督徒所經歷的地上苦難和身體的死亡，成為他們通往天上的大門。 
 

基督藉著祂的死和從死裏復活，已經從祂的死亡痛苦中被釋放出來 (路加福音 22:44；使徒行傳 2:24)。  
 

基督也將因害怕死亡而被奴役的基督徒釋放出來 (希伯來書 2:14-15)。他們對死亡的恐懼已經被他們從死裏復

活的盼望所取代。而建立盼望正是基督徒成聖的一部分！ 
 

D. 人在身體死亡後的狀況 
 

發掘及討論。一個人死後，他的身體和靈 (或魂) 會發生什麼事？一個人的身體在死後會去那裏？而他的靈或魂

會去那裏？所有人的靈或魂在死後是否都去同一個地方？ 
 

1. 沒有當下身體的人的存在是永恆的。 
 

閱讀  傳道書 3:11。  
筆記。  聖經教導一個人的靈 (或魂) 是永恆的。他現今在地上的身體仍然是暫時的 (塵土)，但在基督第二次降

臨時他將永遠復活。 
 

2. 不義的人在身體死亡後的狀況。 
 

閱讀  馬太福音 25:46；馬可福音 9:42-48；路加福音 16:22-23；彼得後書 2:4-10；帖撒羅尼迦後書 1:6-10。 
筆記。當一個不義的人死亡的時候，也就是當一個沒有被耶穌基督稱義的人死亡的時候，他的靈 (或魂) 就與他

的身體分離，且立刻被扔進地獄裏。路加福音 16: 22-23 指出不義的人立即下地獄，在那裏他將遭受折磨。使

徒彼得指出他們的懲罰是持續的，他們被關押著等待審判的日子。耶穌和使徒保羅教導說，不義的人會被關禁

遠離主的面，同時受到永遠毀滅的懲罰。 
 

3. 義人在身體死亡後的狀況。 
 

閱讀  路加福音 23:43；哥林多後書 5:8；腓立比書 1:21-23；希伯來書 12:22-24；羅馬書 8:35-39。 
筆記。  當一個義人死亡的時候，也就是當一個已被耶穌基督稱義的人死亡的時候，他的靈 (或魂) 就與他的身

體分離，且立刻進到耶穌基督的同在。路加福音 16:22 教導說，那在神眼中看為義的乞丐，是立即被天使帶到

亞伯拉罕的身邊。路加福音 23:43 記述那悔改的強盜立即進入天堂與基督同在。哥林多後書 5: 8 指出基督徒

「離開身體」 是指 「與主一起在家園」。腓立比書 1: 21-23 教導說，他的「離世」的意思是指 「與基督同

在」。還有，希伯來書 12: 22-24 將他在天堂的存在描述為 「來到成千上萬的天使在歡樂的聚會」，「來到諸

長子的會所 (希臘文：ekklésia)，他們的名字寫在天上」，「來到審判眾人的神」，「來到新約的中保耶

穌」，. . . 和 「來到完全正義的人的靈魂」。最後，羅馬書 8: 35-39 教導我們，身體的死亡永遠不能把基督徒

與神或神對他的愛分開！ 
 

4. 基督徒在天上的靈的狀況。 
 

發掘及討論。基督徒的靈(或魂) 在天上經歷和做什麼？ 
筆記。  在基督徒死亡和復活之間的過渡期間，他們的身體在地上的墳墓裏，而他們的靈 (或魂) 在天上與神同

在。他們的靈 (或魂) 在天上是非常自覺和活躍的。  
 

 (1) 基督徒會看到基督的榮耀。 
閱讀  約翰福音 14:1-4；17:24。  
筆記。  當基督徒在身體死去時，他們的靈 (或魂) 將會在基督面前，看到祂的榮耀，即是看到和體驗到祂的愛

和憐憫、聖潔、公義、良善、智慧等。 
 

 (2) 基督徒會安息。 
閱讀  希伯來書 4:9-11；啟示錄 7:16-17； 14:13； 21:4。 
筆記。他們的靈 (或魂) 將從他們地上生活中的爭競、辛勞、問題、憂慮、疾病、苦難、 痛苦、 恐懼、苦惱、

罪惡和悲傷中得著安息。他們將永遠不會再受苦。 
 

 (3) 基督徒將會知道。 
閱讀  哥林多前書 13:9-12。   
筆記。  他們的不完美將會消失，他們將完全知道他們需要知道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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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基督徒將會充滿喜樂。 
閱讀  詩篇 16:11。  
筆記。  他們將在神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和永遠的福樂。 
 

 (5) 基督徒會歌唱。 
閱讀  啟示錄 4:9-11； 5:11-14。 
筆記。 他們將向神唱新歌，讚美和敬拜神。 
 

 (6) 基督徒將會事奉。 
閱讀  啟示錄 7:9-15。 
筆記。  他們將日夜事奉神。基督徒就像天使一樣也沒有身體，他們會在各式各樣有意義的工作中為事奉神。  
 

 (7) 基督徒將會統治。 
閱讀  詩篇 2:8-9；啟示錄 2:26-27；3:21。 
筆記。因為基督徒與基督在天上，他們會分享基督的寶座和祂對罪和死亡及所有人類敵人和魔鬼的勝利。主利

用比喻的語言，描繪了對所有敵勢力和所有敵對基督的人的徹底毀滅。當基督徒在基督第二次降臨之前與祂在

天上，他們將分享基督的勝利。 
 

在基督第二次來臨地上時，基督徒將與基督一同審判活人和死人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4；馬太福音 25: 31-32)。
因此，基督徒也將分享基督對地上所有惡人最後勝利的成就 (馬太福音 13:41；啟示錄 19:15-16)，他們將分享

祂永恆的榮耀！基督和基督徒的敵人將永遠被打敗，永遠不會再起來！ 
 

「十二個」 使徒在基督第二次降臨後，也將在新地上「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的十二個支分派」(馬
太福音 19:28；路加福音 22:28-30)。這兩段經文指的是神的國度在其最後的完美階段。「審判」 必須理解為光

榮的統治，在上面發出輝煌的光 (但以理書 12:3；馬太福音 13:43)。以色列的十二個支分派在這裏是復興的新

以色列的一個名詞，既可以是指從世界歷史開始到結束從猶太人十二個支分派中聚集出來的選民(羅馬書

11:26)，也可以是指從世界歷史的開始到結束所有從猶太人和外邦人中揀選出來的人 (加拉太書 6:16)。無論是

那種情況，它都必須是指那些被重生的人，因為在萬物更新之後，任何不純潔的東西都不能進入神的國的最終

形式 (啟示錄 21:27)。 
 

聖經沒有對有關基督徒在天上的經歷和活動給予任何更多的細節！ 
 

E. 人在復活後的狀況 
 

發掘及討論。基督徒的身體復活後會有什麼發生在他們身上？ 
 

1. 不義的人在身體復活後的狀況 
 

閱讀  馬太福音 10:28；啟示錄 21:8。 
筆記。不義的死人的身體在復活時將與他們的靈 (或魂) 聯合。天使將把他們趕到在空中的基督審判寶座之前 
(馬太福音 24:40 下, 41 下)，他們的末日將被公開宣佈 (馬太福音 25:41-46)。之後，他們將與他們的身體和靈 
(魂) 被扔在地獄裏 (馬太福音 10:28；啟示錄 21: 8)。 
 

2. 義人在身體復活後的狀況 
 

閱讀  腓立比書 3:20-21；羅馬書 4:17。   
筆記。他們屍體的塵土將躺在他們的墳墓裏，或散落在地上的某個角落，直到基督第二次降臨。在基督第二次

降臨的時候，他們以前身體的塵土將被復活和轉化，使他們成為像基督榮耀復活的身體！耶穌基督是那位從看

不見的創造了一切可見的事物 (約翰福音 1: 3；希伯來書 11: 3)，祂能夠使屬於他們以前身體的任何東西復活和

改變，成為像祂自己復活的身體。還有，他們復活的身體將與他們的靈 (或魂) 聯合，這些靈將與基督從天上同

來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4, 16)。他們的稱義和嘉獎將在空中最後的審判公開地宣佈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7 上；

馬太福音 25: 31-40)。他們在最後的審判和地的更新之後，將與基督一起降臨到更新的地上，並在新地上永遠

與基督同在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7 下；啟示錄 21:1-5)。  
 

3. 復活的基督徒的變化身體將是不朽的、榮耀的、強壯的、屬靈的和永存的身體。 
 

閱讀  哥林多前書 15:35-44,53-54；腓立比書 3:21。  
筆記。保羅利用聖經的象徵意義教導，信徒在死亡中倒下，就像穀種播在地上，從中產生出新的、更豐富的、

更光榮的生命。人的自然身體是 「肉和血」，是會腐壞、沒有恩典和軟弱的，但基督徒復活的身體將是 「不

朽的、榮耀的、強壯的和屬靈的」！  
基督徒復活的身體將是 

• 不朽的，也就是說，永遠不會衰老、生病或軟弱，永遠不會死亡。 
• 榮耀的，也就是分享神的特徵如愛、聖潔、公義、神的力量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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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能力中復活，也就是得著能力，永遠過著改變的生活！ 
• 屬靈的，即完全被聖靈更新和管理。 
• 永存的，也就是說，他們將永遠存在於一個完美的生命裏，存在於神的永恆福份和祂的面前！ 

總而言之，他們卑微的身體在他們復活時將被轉化為像基督的榮耀身體，不再受制於現今這地上的物理法則

(約翰福音 20:6-9, 19, 26；路加福音 24:21；使徒行傳 1: 9；啟示錄 21: 4)。  
 

F. 基督徒常提問的問題 
 

1. 基督徒應尊敬死人嗎？是否應該紀念心愛家人的死亡？ 
 

「崇拜 (敬拜)」： 不！「尊敬」: 是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在訓練手冊 6，補充 8。  
 

2. 基督徒在天上能彼此認識嗎？ 
 

根據路加福音 16:9，基督徒透過他們在地上的世俗財富所結交的朋友， 會歡迎他們進入天上永恆的居所！ 
 

根據路加福音 16: 19-31，天上有認識和交流。 
 

馬太福音 8:11 描述了天上的喜樂與宴會的象徵圖畫。因此，期待再次相見和在天上彼此愉快地相交是完全符

合聖經的，只要它是從屬於與基督的相交。  
 

3. 如果基督徒真的能認出天上的人，他們會不會想念他們在地上沒有成為基督徒的親人和朋友？ 
 

根據馬太福音 12:46-50，地上所有不「在基督裏」的關係都將失去它們在天上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期待，一

旦我們進入天上，我們將不會記得任何關於我們以前的非基督徒家庭成員和朋友。 
 

G. 基督徒的喪禮 
 

1. 心愛的人死去的悲傷。 
 

 (1) 給予表達悲傷的空間。 
當一個心愛的人死去時，總會有許多悲傷和淚水。基督徒對死裏復活的盼望不一定要排除對失去心愛的人的哀

悼。當耶穌的朋友拉撒路死時，耶穌哭了。基督徒應該給予充分的空間來表達悲傷。 
 

 (2) 幫助那些在悲傷過程的人。 
基督徒對那些失去了一個心愛的人的基督徒同伴，在他們的悲傷過程中應給予幫助。 
他們有四項任務：他們需要幫助他們： 

• 接受喪失的現實。 
• 經歷喪失所帶來的痛苦。 
• 適應沒有了離世者陪伴的生活情況。 
• 放開與離世者的感情維繫，重新投入新的人際關係和生命目標。 

悲傷的過程可能維持數年的時間！ 
 

2. 基督徒喪禮的形式。 
 

 (1) 埋葬或火化。 
聖經沒有規定基督徒該如何處理死人的屍體。火化的問題具爭議性。有些基督徒認為聖經教導身體的復活，所

以身體應該是被埋葬，而不是被火化摧毀。其他基督徒相信，無論是透過埋葬、或火化或在災難中喪身，屍體

肯定會被摧毀，並返回到塵土 (創世記 3:19；啟示錄 20:13)，所以基督徒可自由決定他們是希望被埋葬還是火

化。他們相信，神既然從塵土或地的元素中創造了一個人的原始身體 (創世記 2: 7)，祂也會將塵土或該屍體的

元素復活 (希伯來書 11:3; 1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6)。然而，有些基督徒對火化有強烈的保留。  
 

 (2) 葬禮儀式。 
聖經也沒有規定基督徒該如何被埋葬或火化。然而，聖經清楚地告訴我們，為什麼世界上有死亡、人在死後去

那裏、以及在身體的復活和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時的最終審判會發生什麼事。因此，聖經教導有關葬禮的不是

基督徒應該如何埋葬他們的死人，而是他們可以在葬禮上宣揚什麼！在基督教的葬禮上，講道者可以傳講福

音，把這些重要的聖經真理教導給在場的人。  
 

3. 基督徒葬禮上的講道。 
 

基督徒可以在葬禮上傳揚幾種不同的信息。以下是四種的可能： 
 

 (1) 基督徒可以傳講福音。 
因為葬禮上總會有非基督徒出席，講道者們可以傳講關於基督的好消息。 
 

 (2) 基督徒可以傳講罪和死亡的問題。 
閱讀  羅馬書 6:23；希伯來書 9:27；羅馬書 5:8-11；提摩太後書 1:10；哥林多前書 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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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必須用死亡來懲罰罪。神把死亡帶入世界作為一種懲罰。因為神是聖潔和公義的，祂必須用死亡來懲罰罪。 
 

但誰能解決死亡問題呢？科學不能解決死亡問題。任何宗教或魔法都不能解決死亡問題。聖經說只有神 (基督) 
才能解決死亡的問題。耶穌說：「我是復活和生命」 (約翰福音 11:25)！  
 

神也透過(傳講)福音將永生和不朽性展露出來。神在祂對人的極大憐憫和愛中，將自己在耶穌基督裏，代替那

些相信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神透過祂的兒子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解決了罪的問題和罪與死亡的問題。凡相信

耶穌基督的人，都已經被稱義，他們在最後的審判中將從神的忿怒中得拯救。  
 

神用苦難和死亡作為成聖的方法。基督徒不再遭受肉體上的痛苦和死亡作為一種懲罰，而是作為一種成聖的方

法 (將他們永遠分別出來歸與神)，並作為通往天堂的大門。 
 

 (3) 基督徒可以傳講基督為他們經歷死亡的懲罰。 
閱讀  希伯來書 7:26-27；10:1-4；羅馬書 3:21-26；約翰福音 5:24。  
 

縱觀歷史，人對自己的罪惡感到內疚和羞愧，並將動物的祭品帶到神面前。但是，動物不是人，不是完美的，

也不是自願死亡的。因此，動物的犧牲永遠無法將他們從的罪惡中拯救出來。儘管人獻上祭牲，他們仍然感到

內疚, 並繼續為自己的罪惡感到羞愧。 
 

然而，耶穌基督是一個人，完全無罪，且願意代替每一個相信祂的人死在十字架上！耶穌基督代替信徒經歷了

死亡的懲罰。祂是對我們的罪的唯一完美的犧牲。神對信徒的罪的義忿和懲罰已被置於耶穌身上， 因此這些

都已從信徒中除掉。凡相信耶穌基督的人，永遠不會再被定罪 (滅亡)！他將不再把身體的死亡看作是對罪的懲

罰，而是他在天上與基督完美生活的開始。  
 

 (4) 基督徒可以傳講基督為他們經歷死亡的恐怖。 
 

閱讀  馬太福音 27:46；使徒行傳 2:22-24；希伯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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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代替了基督徒嘗到了死亡的滋味。祂代替了基督徒經歷

被神撇棄的痛苦和恐怖。因此，凡相信耶穌基督的人都從罪的權勢中被釋放出來，亦從害怕死亡的奴役中釋放

出來！基督徒相信聖經的真理，他們不會再經歷死亡帶給所有人的這種痛苦、悲哀和恐懼，因為耶穌基督代替

了他們經歷了這一切！  
 

 (5) 基督徒可以傳講人的永恆終點。 
 

閱讀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3；馬太福音 25:31-34,41,46；路加福音 4:19；哥林多後書 6:2。  
 

人的永恆終點是由他在地上活著時與耶穌基督的關係決定的！當一個人在身體死亡後，他便再沒有機會被拯救

了！ 
 

綜觀基督第二次降臨的突然性、從死裏復活的迅速和即時的最終審判，這意味著當這些事件發生時，就沒有機

會悔改了。那就太晚了！你與耶穌基督的關係，以及你在身體死亡之前如何在地上與祂和為祂生活，絕對決定

你將會如何被審判！ 
 

耶穌基督在祂的第一次來臨時拯救了許多人！「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加福音 19:10)。神

不是派祂的兒子來到這世界定世界的罪，而是透過祂拯救世界 (約翰福音 3:17)。現在仍然是 「神的恩典時

間」(以賽亞書 61:1-2 上)！ 
 

但在祂第二次來臨時，祂不是來使人歸信，而是來審判人 (參見馬太福音 3: 11-12)！因此，傳道人應該在葬禮

上傳講福音，挑戰還活著的親戚和其他人接受基督為救主！哥林多後書 6:2 說：「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

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現在，當你還活著，且在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之前，你仍然可以得著拯救！因

此，如果你還沒有接受基督，你現在就應該禱告，接受祂進入你內心和生命裏！(約翰福音 1:12；啟示錄 
3:20)。  
 

5 禱告 (8 分鐘)                                                           [回應] 
回應神話語的禱告 

 
在小組裏輪流向神簡短禱告， 回應你在今天所學到的。 
或把組員分成兩個或三個人一組，向神禱告， 回應你在今天所學到的。  
 

6 預備 (2 分鐘)                                                            [作業] 
預備下一課 

 
    (組長。 寫下這預備部分或讓組員抄下來，讓他們回家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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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身。要委身建立門徒及基督的教會。   
2. 宣講、教導或研習 「基督徒喪禮」 - 與一位或幾位組員一起做。 
3. 與神的個人時間。安靜的訮讀 提摩太前書第 1 – 4 章，每日研讀半章。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並寫下筆記。  
4. 背誦。 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 (9) 約翰福音 8:12。 每日複閱最後背誦的 5 處經文。  
5. 查經。在家中預備下次的查經。 約翰福音第 9 章。 用五歩查經法。  
6. 禱告。 在這星期為某人或特別一件事禱告，看看神會做甚麼 (詩篇 5:3)。  
7. 更新你的筆記有關建造基督教會的材料，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講授筆記及這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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