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文贊牧師)



歡迎大家發問題

�我會盡力跟據聖經來回答

�課堂結束前十五分鐘有問答時間，請守規則，一人一問

�可以在 zoom 下面 chat 寫給我，下次回答

�可以電郵問題給我 andychow@scacseattle.org
�可以致電話問

�多謝

http://scacseattle.org


為何研讀這些題目

�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

�台灣女作家張曉風女士 ：「未知死，焉知生」。若
知道人會死，死後的情況，人就可以好好地選擇
如何生活？如何生存得有價值和意義。即是說：

「知死，方知生」



人死後

1.肉體 - 會被溶化消失 (被罪的影響)

- 埋葬 burial; 墳墓 grave (創3:19)

“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2. 靈魂 - 歸回神 (傳12:7)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人死後

但有不同結果

-信神者: i.有永生 (約3:16, 36; 5:24, 29)

(約5:2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聽我話、
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
經出死入生了。”

ii.立即與神同在 (路23:43)

iii.有新身體 (林前15:49-54)

＾



人死後

-不信神者: i.有永刑 (太13:49-50)

“世界的末了也要這樣。天使要出來，從義人
中把惡人分別出來，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

切齒了。」”

ii.與主分隔 (帖後1:8-9)

“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
音的人。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離開主的
面和他權能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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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狀態 Intermediate/interim/present stage

�人死後至復活(或白色大寶座審判)之間的存在去
向 (place)，非遊魂野鬼，非完全消失。

�信者與非信者死後存在狀態？

�舊約早期猶太人沒有中間狀態觀念，約到第二聖
殿時期 (公元前500至公元後70年) 開始有不同觀
念。 新約時代才盛行，也受到希臘文化神話影響，
有比較完善提及。



中間狀態 Intermediate/interim/present stage

�後天主教也就發展了煉獄 purgatory, 大赦贖罪
卷 indulgence, 等觀念。

�基督教聖經說及死後至復活審判之間乃有一段

時間和相當事件發生: 被提, 災難, 千禧年, 爭戰
等等。

�也涉及一些墮落天使地方和結果。

�嚴格地說, 中間狀態非地獄(指永遠刑罰之處)。



拉撒路與財主故事 (路16:19-31)

�19「有一個財主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
奢華宴樂。

�20又有一個討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生瘡，被
人放在財主門口，

�21要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並且狗來
舔他的瘡。

�22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
的懷裡。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



拉撒路與財主故事 (路16:19-31)

�23他在陰間受痛苦，舉目遠遠地望見亞伯拉罕，
又望見拉撒路在他懷裡，

�24就喊著說：『我祖亞伯拉罕哪，可憐我吧！打發

拉撒路來，用指頭尖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
我在這火焰裡，極其痛苦。』

�25亞伯拉罕說：『兒啊，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

拉撒路也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裡得安慰，你倒受
痛苦。



拉撒路與財主故事 (路16:19-31)

�26不但這樣，並且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以致
人要從這邊過到你們那邊是不能的；要從那邊過
到我們這邊也是不能的。』

�27財主說：『我祖啊！既是這樣，求你打發拉撒路

到我父家去；

�28因為我還有五個弟兄，他可以對他們作見證，
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



拉撒路與財主故事 (路16:19-31)

�29亞伯拉罕說：『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

從。』

�30他說：『我祖亞伯拉罕哪，不是的，若有一個從

死裡復活的，到他們那裡去的，他們必要悔改。』

�31亞伯拉罕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

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



拉撒路與財主故事 (路16:19-31)

�財主生前富裕，天天奢華宴樂 v.19

�拉撒路生前討飯，渾身生瘡 v.20

�財主死後在陰間受苦，在火焰裏 v.24

�拉撒路死後在亞伯拉罕懷裏 v.22

�拉撒路也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裡得安慰 v.25

故事以生命逆轉 life reversal 反映貪錢的法利賽人
(v.14) 而帶出一些人死後的去處和狀況

提到中間狀態: 亞伯拉罕懷裏，陰間，火焰之苦，不
可歸回，深淵之隔，復活...



逆轉 reversal 

�太20:16…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

�可8:35…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
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太19:29…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
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倍，並且承受永生。

�路14:11…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
高。

�腓1: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雅4:6…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地下世界

Underworld
陰間



陰間 (Sheol希伯來文)

�舊約時代

1.希伯來文 “ לֹואְׁש ” Sheol 在舊約出現65次, 31次翻譯

陰間 (詩30:3), 31次翻譯墳墓 (詩141:7), 3次翻譯坑
KJV(民16:33)。

2.陰間不應該譯為墳墓或地獄。另有希伯來文queber

乃墳墓。

(詩30:3) “耶和華啊，你曾把我的靈魂從陰間(sheol)救
上來，使我存活，不至於下坑(queber)。”



陰間 (Sheol希伯來文)

�舊約時代
(民16:33) “這樣，他們和一切屬他們的，都活活地墜
落陰間(Pit 坑 KJV)；地口在他們上頭照舊合閉，他
們就從會中滅亡。”

3.早期以色列民相信陰間 (Sheol)乃每個死人(非身
體乃人本/靈魂)去的地方 (創37:35) ，不能返回 (伯
7:9)
(創37:35) “他(雅各)的兒女都起來安慰他，他卻不肯
受安慰，說：「我必悲哀著下陰間，到我兒子那裡。」
約瑟的父親就為他哀哭。”



陰間 (Sheol希伯來文)

�舊約時代

(約7:9) “雲彩消散而過；照樣，人下陰間也不再
上來。”

4.在後來(約第二聖殿後至新約)演變 (Sheol)乃不義
人死後去的地方 (詩55:15), 義人則蒙救(詩49:15, 
86:13) 等觀念 。

詩55:15 “願死亡忽然臨到他們！願他們活活地下入
陰間！因為他們的住處，他們的心中，都是邪惡。”



陰間 (Sheol希伯來文)

舊約時代

詩49:15 “只是神必救贖我的靈魂脫離陰間的權柄，

因他必收納我。（細拉）”

5.陰間乃在地下世界(underworld)(賽14:15)(箴15:24)

(賽14:15) “然而，你必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深之處。”

6.陰間乃黑暗之處(伯17:13)



陰間 (Sheol希伯來文)

舊約時代

7.陰間有閘門 gate，意味有守衛進出口(伯17:16)

“等到安息在塵土中，這指望必下到陰間的門閂
(gate, NIV)那裡了。”

8.陰間有痛苦(詩116:3), 有知覺。

“死亡的繩索纏繞我；陰間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
難愁苦。”



陰間 (Sheol希伯來文)

9.陰間被視為中間狀態, 等待復活和審判。(但12:1-
2)

“1...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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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後來發展至新約, 陰間有兩個部份: 陰間和樂園
(亞伯拉罕懷裏) (路16:22)- 義與不義之暫時處。



陰間 (Hades希臘文)

�新約時代

1.七十十譯本 Septuagint(希臘文舊約) 將舊約
Sheol 譯作 Hades，中文一樣譯陰間，其意義內容一

樣，也是中間狀態。不應與地獄等同。

2.希臘文 “ᾅδης” Hades 在新約出現 11 次

3.Hades乃希臘神話死神名字，也代表他管的地方。



陰間 (Hades希臘文)

�新約時代

4.是一個受火燄苦楚地方(路16:23-24), 財主是有知
覺。但非火湖, 可能圖像引進將來之刑罰。也可以望
見義人死後之處-亞伯拉罕的懷裏 (路16:23) 。

5.與死亡相連(啟1:18, 6:8)。

(啟6:8)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 騎在馬上的，
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
用刀劍、饑荒、瘟疫（或譯：死亡）、野獸，殺害地上
四分之一的人。”



陰間 (Hades希臘文)

�新約時代

6.也是提及有閘門 gate, (太16:18) 論及陰間權柄，原
文為門; 耶穌有陰間鑰匙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
磐石上；陰間的權柄（權柄：原文是門 gate），不能勝
過他。”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
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陰間 (Hades希臘文)

�新約時代

7.陰間最後被扔在火湖裏(啟20:14), 說明是中間狀態。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

死。”

8.非信徒死後靈魂去到之處, 暫待等審判(路16:22)。

9.有兩個部份: 陰間和樂園(亞伯拉罕懷裏)- 義與不義
之暫時處。(路16:22)



地下世界

Underworld
地獄



地獄 (聖經三個字 Gehenna, Lake of Fire, Tartaros)

1.新約聖經英文 hell/ 中文地獄 這個字原文出現
了13次 (耶穌11次, 雅各1次, 彼得1次)

2.新約聖經沒有地獄這個希臘文字, 12次出現時英
文翻譯 hell 中文譯地獄乃是希臘文字 “γεένα” 
Gehenna (太5:22, 29, 30; 10:28; 18:9; 23:15, 33; 
可9:44; 46, 47; 路12:5; 雅3:6)

(太5:29)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掉，
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丟在地獄裡。”



地獄 (Gehenna)

(雅3:6) “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
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
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

3.Gehenna 來自希伯來文 ge hinnom 或指 “valley 
of Hinnom.“中文譯作“欣嫰子谷”, 是舊約以色列獻
人(兒女)祭之處 (耶7:31)(代下28:3) 。

“他們在欣嫩子谷建築陀斐特的邱壇，好在火中焚
燒自己的兒女。這並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
所起的意。」”



地獄 (Gehenna)
新約耶穌時代乃城外之垃圾池/晝夜焚化之地。

欣嫩子谷
摩利山 橄欖山



地獄 (Gehenna)

4.Gehenna  第一個看法 a.歷史角度- 就如以往以
色列民做神不悅/不法之事，受罰。現在不聽耶穌
教導就受棄掉如垃圾般受丟，消掉。(太5:22, 29, 

30)提醒人要跟從耶穌教訓在神面前行義。這看法
不讚成 Gehenna套入為將來末世刑罰，只看為是
耶穌教導(登山寶訓背景)工具，不應譯為地獄。

第二個看法 b.將來角度-與火湖通用/共用，神將
會罰不義的人，火燒乃是刑罰，有地獄意義。



地獄 (Gehenna)

整體來說，Gehenna 有這些特性:

非神存在的地方

幽暗沒有生命/氣息的地方

一個“被遺棄”的圖像

有火為清理，煉，消毀的作用

圖畫是叫人今生醒覺自己



地獄 (Lake of Fire)



地獄 (Lake of Fire)

1.火湖 “λίμνην τοῦ πυρὸς” (lake of fire), 聖經中
只有啟示錄出現五次 (啟19:20; 20:10, 14, 15; 

21:8) 。

2.火作刑罰，硫磺的火湖 (太13:42)(啟20:10), 可

能加強環境氣味之危。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就是

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
到永永遠遠。”



地獄 (Lake of Fire)

3.神最後刑罰地方圖像, 不滅的火(可9:44, 48) ，永
遠刑罰 (太25:46), 晝夜受痛苦 (啟20:10)

(可9:48) “在那裡，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

4.成為神罰敵人[撒旦, 獸=敵基督, 徦先知 (啟
19:20, 20:10)] 的表徵和實質。

5.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 (啟20:14) “死亡和
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地獄 (Lake of Fire)

6.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啟20: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這火湖就是第二次

的死。”

7.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非信者)，他就被扔在火
湖裡受刑罰 (啟20:15)(太13:49-50)(太25:41)。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

裡。”



地獄 (Tartaros)

1.第13次翻譯 hell 地獄之希臘文字乃 “Τάρταρος”
Tartaros (彼後2:4)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沒有寬容，曾把他們丟在地

獄 (Tartaros)，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

2.希臘神明之一，也是神話中監禁戰敗神明之地 。

3.在陰間以下最底層，是個受刑罰地方。 後來成為
大惡不義之人死後去受罰之地方。(Wikipedia 查
Tartarus)



地獄 (Tartaros)

4.後來在猶太文獻提及此乃捆挷墮落犯錯天使之地。

也是彼得後書這經文背景。



地下世界

Underworld
無底坑



無底坑 Bottomless pit

亞巴頓 ןֹוּדַבֲא “Abaddon” (希伯來)/亞比倫 Ἀπολλύων
“Apollyon” (希臘)
1.此乃無底坑王的名，領蝗蟲軍隊去危害人 (啟9:11)
“有無底坑的使者作牠們的王，按著希伯來話，名叫

亞巴頓，希臘話，名叫亞玻倫。”

2.此名意乃破壞 destruction 或毀壞之地 place of 
destruction. 意味無底坑乃毀壞之地



無底坑 Bottomless pit

3.在舊約出現了六次, 譯為滅亡/毀滅 (伯26:6, 
28:22, 31:12; 詩88:11; 箴15:11, 27:20) 。在這些經
文中，它和陰間在一起出現。

箴15:11, 陰間和滅亡尚在耶和華眼前，何況世人的
心呢？

箴27:20, 陰間和滅亡永不滿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

4.無底坑與陰間同在地下處，可能附近或有連繫。



總結

�Grave - 每個人死後肉身埋葬處

�Shoel - 不義之人死後(靈魂)暫待處(舊約詞)

�Hades -不義之人死後(靈魂)暫待處(新約詞)

�Hell - 不義之人(靈與体)永遠終極受刑之處 (廣義)

�Gehenna - 不義之人(靈與体)被棄之處(耶穌用語)

�Lake of Fire -不義之人(靈與体)永遠受苦刑之處
(啟示錄用語)

�Pits - 惡魔群之拘留處



為何研讀這些題目 (希伯來書11:13-16)

13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
旅，是寄居的。

14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15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16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
預備了一座城。



上部完

問題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