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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大家發問題

�我會盡力跟據聖經來回答

�課堂結束前十分鐘有問答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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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課之後有人問

1. 魔鬼和邪靈現時在何處？地球或陰間或地下世
界？

2. 你提及地下世界(地獄) 有最底層的坑，非信徒受審
判刑罰是否有不同程度(層次)的火刑或在坑的不同層
面？

3. 在最後審判日之前， 若人的靈魂在陰間或地下世
界魂遊 (wandering)， 可否接受耶穌基督而逆轉到樂
園？(因為在世時有很多人都無机會聽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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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立即與神同在 (路23:43)

iii.有新身體 (林前15:49-54)

-不信神者: i.有永刑 (太13:49-50)

ii.與主分隔 (帖後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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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狀態 Intermediate/interim/present stage

�人死後至白色大寶座審判之間的存在去向

上星期討論之中間狀態:

陰間 (人)

Tartaros (坑)(犯罪天使)



最後總結(加上前一次的討論總結)

Grave 墓 - 每個人死後肉身埋葬處

Shoel 陰間 - 不義之人死後(靈魂)暫待處(舊約詞)

Hades陰間 -不義之人死後(靈魂)暫待處(新約詞)

Hell 地獄 - 不義之人(靈與体)永遠終極受刑之處 (廣義)

Gehenna 欣嫩子谷 - 不義之人(靈與体)被棄之處(耶穌用語)

Lake of Fire 火湖-不義之人(靈與体)永遠受苦刑之處 (啟示

錄用語)

Pits 坑 - 惡魔群之拘留處



天上

Above world
亞伯拉罕懷裏



亞伯拉罕懷裏 Abraham’s Bosom

-屬神的人有天使領去亞伯拉罕懷裏

-耶穌時代猶太人相信義人死後去他們信心之父之處，
等候復活(但2:2)

-懷裏/身邊(RSV) : 

是最親蜜，安全/安歇(撤下12:3)

尊貴身份處(約13:23)。

-耶穌時代猶太人相信亞伯拉罕懷裏乃在陰間其中之
一處。



天上

Above world
樂園，三重天



樂園: (路23:43)(林後12:2-4)(啟2:7)

�V.43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

我在樂園裡了。」

�V2, V.4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裡的人，他前十四
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他提到樂園裡，聽見隱
祕的言語，是人不可說的。

�V.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

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
他吃。



樂園

1.義人與耶穌同在的地方(路23:43)

2.起碼耶穌之後，信徒死後靈魂即時去樂園, 不
需要去陰間後再轉移(路23:43)

3.保羅經歷, 樂園也是三重天(林後12:2,4)

4.根據 The Legends of the Jews 猶太人神話中
論及古時族長 Patriarchs 如亞伯拉罕等乃在第
三重天。



樂園

猶太人對天的觀念是相信有三重天

�第一是天空, (太6:26)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
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
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第二是太空星層, (詩19:1) “諸天(heavens)述說神

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第三是神在之處, (林後12:2)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
裡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



神在之處

星層

天空

聖經/保羅論三重天



樂園

5.有生命樹地方(啟2:7)

6.伊甸園(創2:9), 新耶路撒泠城中(啟22:2): 伊甸園己

成過去, 似乎意味樂園和新城有密切關係，可能描述
同一地方。

�(啟22:1-2)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

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或譯：回）果
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從經文推論描述天上

三重天 = 樂園 (生命樹) = 新
耶路撒冷城 (生命樹) = 神和

羔羊 (耶穌) 寶座地方



樂園(曾經/現在)何處三個說法

1. 樂園乃在陰間處，不過乃有深淵分隔，等待復活。

跟據 (路16:19-31) 比喻。也是新約猶太人相信的。

樂
園

(義)

陰
間

(不義)

陰間



樂園(曾經/現在)何處三個說法

2. 樂園乃在陰間處不過有深淵分隔, 但耶穌死後
去陰間將樂園提到天上(弗4:8-9)

陰間

(不義)(義)

樂園 耶穌死後到陰間釋放
樂園到天上，現在處

天堂



樂園(曾經/現在)何處三個說法

3. 樂園與陰間由始至終都在不同地方。耶穌死後直
到天上樂園，與父神一齊。

陰間

(不義)(義)

樂園
耶穌/神在的地方

天堂 地底下



支持第三個說法理由

(1)(路23:43)  “…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
園裡了。” 

(2)(弗4:8-9) 經文重點乃論及恩賜，”地下”相信指耶
穌降在世界 this world，非地下世界 underworld 。

弗4:7-9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
恩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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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

在地下嗎？”



支持第三個說法理由

(3)聖經通常論及”接信徒”乃是上天非落地再上天。
(帖前4:16-17)(王下2:10-11)

王下2:10-11 “以利亞說：「你所求的難得。雖然如此，

我被接去離開你的時候，你若看見我，就必得著；不
然，必得不著了。」

他們正走著說話，忽有火車火馬將二人隔開，以利

亞就乘旋風升天去了。”



支持第三個說法理由

(4)以諾和以利亞有否需要去陰間？或只是特殊情
況？(創5:24; 王下2:10-11; 來11:5)

創5:24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
不著他，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
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明證。”



論復活

1.猶太人相信復活 (賽26:19; 但12:2-3; 太22:28-30; 約
11:23-26)

(賽26:19) 死人（原文是你的死人）要復活，屍首（原文是我的
屍首）要興起。睡在塵埃的啊，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
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來。

2.所有死人都有復活 (和合 本 & KJV ) “rise” (NIV) 但結果
不同 (約5:28-29) (徒24:15)

(徒24:15) 15並且靠著神，盼望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
就是他們自己也有這個盼望。



論復活

(約5:28-29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凡
在墳墓裡的，都要聽見他的聲音，就出來：行善的，
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1.信者 - 結果復活 “rise” 得生(約5:29)

- 有不朽壞身體 (林前15:49-54)

2.非信者 - 結果復活 “rise” 定罪(約5:29)

- 聖經沒有提他們會有什麼身體形態, 但
他們會有永遠受罰



不朽壞身體是怎樣的？(我的推想)

聖經沒有清楚講明，但從其他經文和創造原意可以嘗試推想

- 與死前肉身有相似模樣 (路24:36-43)

- 但屬天上的 (林後5:1-3 ; 林前15:50)可以親身與神同在 (路
23:43)

- 超然特性, 例: 與主在空中相遇 (帖前4:14-17)； 與主同管
1000年(啟20:4), 與神到永恆。

- 耶穌乃我們榜樣 (林前15:20), 他復活後身體 (路24:36-43) 

- 應有亞當被造時的原意和模式

- 不會受罪侵蝕受壞 (應該沒有哀老皺文吧??)



歸納啟示錄論死和復活(啟20:4-15)

第一次死 (每個人有肉身死) v.4, 13

(來9:27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第一次復活 (信者/義人) v.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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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死 (非信者/不義人受審受永刑) v.6, 14

第二次復活 (非信者/不義人) v.12-13

(啟20:4-5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這火湖就是第二次
的死。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裡。)



最後總結(加上前一次的討論總結)

Grave 墓 - 每個人死後肉身埋葬處

Shoel 陰間 - 不義之人死後(靈魂)暫待處(舊約詞)

Hades陰間 -不義之人死後(靈魂)暫待處(新約詞)

Hell 地獄 - 不義之人(靈與体)永遠終極受刑之處 (廣義)

Gehenna 欣嫩子谷 - 不義之人(靈與体)被棄之處(耶穌
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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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總結(加上前一次的討論總結)

Pits 坑 - 惡魔群之拘留處

Abraham Bosom 亞伯拉罕懷裏 - 義人死後(靈魂)
暫待處

Paradise - 義人死後靈居處

Heaven/Third Heaven - 義人與神永遠同在之處

Resurrection - 人復活到永遠



生命的由來，目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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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創世記1章); (亞當犯罪:創3;羅5:12-14); (洪水罰人:創6:9-9:17); (耶穌降世:福音
書;羅5:15-21); (死後審判:希伯來書9:27); (信/不信都復活:徒24:15;約5:28-29); (信者死
後与主在樂園:路23:43); (不信者在陰間受苦:路16:22-23); (樂園与陰間之深淵:路16:26);
(有不朽壞身体:林前15:50-53); (信者在主前交帳:林前3:10-15); (不信者受白色大寶座審判:
啟20:11-12); (新天地:啟21和22章); (火湖永刑: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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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的界
神 到永恆

天使
世界和人
宇宙萬物

撒旦與污靈

火湖
點線代表自由出入兩界

(神造人:創1章);(神出入人間:創18:1-5);(神創造天使為服役:來1:14;尼9:6);(天使進入人間:來
13:2);(撒旦隨落:賽14:12-15; 路10:18);(天使隨落成污靈:啟12:4);(撒旦掌管世界:太4:8-9;來
2:14);(撒旦受刑:啟20:2,10);(污靈受刑:太25:41; 猶6);(信者得永生:約3:16);(不信到火湖受永刑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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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完

問題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