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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最令人困惑的神学课题之一，便是对地狱的认识。许多牧师与平信徒将其严重曲解，以至“地
狱”一词竟成了人尽皆知的俗语和咒骂之辞。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人在问着同样的问题：地狱是什么？
地狱在哪儿？恶人的命运是什么？慈爱的上帝真的会让恶人永远受折磨吗？地狱之火会将罪人的罪恶焚
烧净尽吗？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听一听圣经中可靠的答案，不要让围绕该主题的诸多人为的辩论，妨碍了我
们揭开基督所赐下的真理。首先，确实有一个天国要争取，有一个地狱要逃避。耶稣教导说，世上所有的
人，要么得救，要么灭亡，无一例外，没有中间地带，也没有二等奖。“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
倒的和作恶的，从祂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
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太 13:41-43）
鉴于世人的终局不外乎这两种，我们该当以何等迫切的心去寻求真理与正路啊！基督说：“我就是道
路、真理、生命。”
（约 14:6）接受基督关于“地狱”的教导才是唯一的安全之策——惟有祂的教导是绝对
真实可靠的。耶稣说，有人要被丢进火湖，有人会在天国发光。 （太 13:41-43）
奇怪的是，曾有众多的宗教领袖控告耶稣，称其在该问题上的教导是错误的。他们指责耶稣宣讲了“灵
魂不死”的道理（肉体死亡时，不朽的灵魂出窍，有的入天堂，有的下地狱）——但这绝非耶稣的教导。
祂从未说过人在死亡的那一刻会有一个魂灵与肉体分离。在祂的教训中，没有丝毫此类的暗示，也从未教
导过恶人一死就要遭受永无止境的折磨。
下面，让我们来透过耶稣亲口的教训，来查明祂的真实观点。“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
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可 9:43）这些话没有留下任何
值得怀疑的余地：那被丢进火里的，是人的肉体，而非某种神秘的灵魂。耶稣在马太福音中曾论到“全身
下入地狱”，这显然包括人的手、脚、眼睛和身上的“百体”
。(太 5:30)
令人不解的是，现今有无数的神职人员，在大讲特讲“灵魂不死”的道理，他们声称：人死后，会有
一个虚无飘渺、无有无体的灵魂离开死亡的躯体而继续存在。这种观点纵然盛行，却与耶稣的教导大相径
庭、背道而驰。切记，大教师基督在四福音中反复强调：被扔进地狱之火中的人，乃是有手、有脚、有眼
睛和身上的百体。他们绝不会成为无形的灵魂，也不会进入某种缥缈、空灵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要检验圣经中的四个重大事实，它将解开人们关于“恶人的命运”的诸多疑问。

一、先有审判，后有刑罚
关于地狱的第一个重大事实：恶人死后不会立刻到某个地方受罚，而是留在坟墓中，等候末日的审
判与刑罚。在麦子与稗子的比喻中，基督明确教导了这一真理。田主在田里撒了麦子，不料仆人报告说，
麦子中间长了稗子，想问主人是否要将稗子薅出来。田主回答说：
“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
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太 13:29,30）
请听耶稣对这一比喻所作的解释：“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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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
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祂国里挑出来，丢
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太 13:37-42）
任何人都不能再使这个比喻更为简单易懂了。连孩童都能明白耶稣清晰的讲解。祂说稗子代表恶人，
在“在世界的末了”，他们要被“丢在火炉里”。分别义人与恶人的工作，要等到收割的时候。耶稣明说：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如此简明的陈述怎么会被误解呢？恶人一死就进入地狱之火的整套理论
与耶稣的教导（恶人在世界的末了才会被丢进火里）格格不入。
既然恶人的审判是在耶稣再临之后进行，那么在此之前，怎么可能有人受罚呢？先受审后宣判，这才
是正确的司法程序。彼得宣称：“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
日子。”
（彼后 2:9）这才符合情理，对吗？假设一个人因盗窃被带到法庭，法官说：
“先去蹲十年监狱，然
后再审理你的案子。”我想世上不会有如此不公正的法官，这样的行为一定会受到检举。毫无疑问，上帝
更不会作出这样的闹剧。
如果以经解经，对于这一点的疑问自会荡然无存。恶人要“留”到“审判之日”接受什么？“接受刑
罚”。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等到审判之后，才会受罚。圣经有没有透露他们要被留在什么地方？留到什
么时候？基督亲口说道：“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祂的声音，就
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 5:28,29）
多么清晰啊！耶稣说义人和恶人都要从坟墓中复活，义人得生，恶人受罚。可见，在坟墓中等候复活
期间，任何人都不会接受赏罚。报赏也好，刑罚也罢，都要等到复活之后。彼得说要留着他们等候审判的
日子，而基督则清楚说明，他们要留在“坟墓里”。
如果还需要更加清晰的证据，请听耶稣的话：“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
要得着报答。”
（路 14:14）下面还有：
“人子要在祂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祂要照各人的
行为报应各人。”（太 16:27）“那时”是什么时候？就是祂带着众使者降临的时候。义人到那时才会复活，
接受永生的赏赐。这些经文无可争议。上下文中也没有任何歧义或隐含的意思。
圣经最后一章再次提到耶稣的话，
“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启 22:12）
基督提醒我们，当祂重返地球时，
“各人”——每一个人——都会接受公正的报偿。约伯说：
“恶人要留到
祸患的日子，被带到震怒之日。”
（伯 21:30；KJV 直译）但以理说：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
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但 12:2）关于恶人在复活、审判、及刑罚之前被留在何处，大
家还有疑问吗？既有彼得、但以理、约伯、以及耶稣亲自的见证，我们没有丝毫辩驳的余地。恶人要留在
坟墓里。
下面我们进入关于地狱的第二个重大事实：直等到世界的末了，耶稣重返地球时，恶人才会被丢在地
狱的火中。虽然已经查考了大量确凿的证据，但我们还有很多。论到恶人的刑罚，约翰写道：“惟有胆怯
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
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启 21:8）

二、复活之前不会有第二次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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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 21：8 节的经文，是恶人为罪受罚的情形。那和具体的是什么刑罚呢？约翰说“是第二次的死”
。
这对罪人意味着什么？它表明罪人“复活之后”才会被丢在火湖里。他们要在火里遭受第二次的死。然而，
若不先获得第二次生命，怎么会有第二次的死呢？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第一次生命，然后第一次死去，
进入坟墓。在经历第二次的死之前，他们要先复活，接受第二次的生命。当然，这要等到世界的末了。耶
稣说：“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出来。”（约 5:28）
复活，获得第二次生命之后，恶人要在地狱之火中受罚，
“就是第二次的死”。顺便解释一下，第二次
的死就是永死，再也不会有复活了。我们需要注意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在末了恶人复活之后，但许多
人却误以为是紧随着第一次的死。
圣经有否记载恶人将如何被丢在火湖里？当然有。约翰曾描述了千禧年结束之后，那些引人注目的事
件：
“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方’原文作‘角’)，就是歌
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
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启 20:7-9）
千禧年结束时，也就是在第二次的复活中（第一次是义人复活，第二次是恶人复活），所有曾活在世
上的恶人都要从坟墓中出来。在描述完义人如何得生，并与基督同掌王权一千年之后，约翰写道：“其余
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启 20:5）
当然，这里所说的“其余的死人”是指恶人，他们的复活为撒但提供了机会，他要继续对抗上帝和圣
徒。撒但召集复活的恶人，组成一支庞大的军队。他要再次欺骗他们，说服他们，及至恶人坚信他们能征
服从天降下的新耶路撒冷。
（启 21:2）当浩浩荡荡的恶人围困圣城时，突然有烈火从天而降，烧灭了他们。
这就是最后刑罚罪恶的地狱之火。

三、地狱在何处?
圣经清楚的说明这火要在“全地”（启 20:9）吞灭恶人。每一位论及地狱之主题的圣经作者，都对恶
人第二次的死提供了新的视野。彼得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
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彼后 3:7）随后，他又论到在主的日子，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
关于恶人受罚的地点，彼得的论述非常清晰。他说“这地”要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
用火焚烧。恶人受罚的地点就在这个地球。以赛亚说：
“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
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赛 34:8,9）

先知描述整个地球要被火包围。甚至河水与灰尘都要变成易燃易爆的石油与硫磺。以赛亚说这是善恶
之争结束时，上帝所采取的“报仇”与“报应”之举。
大卫用以下的话作见证说：
“祂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作他们杯中的份。”
（诗 11:6）
请注意，在论及恶人的命运时，大卫的用词几乎与约翰和彼得的话相同，他们一致提到受罚的地点（地球）
和受罚的方式（烈火）。
这将我们引入关于地狱的第三个重大事实：作为受罚的地点，地狱就在地球上。在最后的审判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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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将变成一片火湖。但这又引发了其它关于恶人命运的有趣提问。其中最令人困惑的就是恶人受罚的时
间。他们要在火湖里经受多长时间的痛苦呢？
没有人能精确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经上记着说，他们要照自己的行为受罚。可见，惩罚的程度各有不
同。有人烧的时间长，有人烧的时间短。然而，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恶人不会永远在火湖里受痛苦。

四、地狱之火并非不灭
我们有如下理由坚信这一点。首先，地球也被称为义人最后的家乡。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
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太 5:5）彼得说：“天必大有响声废去……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后 3:10）
之后，他看到一个充满公义的新天新地。
“但我们照祂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彼后 3:13）
恶人之所以不能继续活在地球上，是因为全地已经特别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了。（罗 4:13）
罪带来的一切咒诅被清除之后，地球的主权要归还原主，并要恢复上帝起初的计划。上帝最初的旨意终必
实现，这里要成为完全之人的荣美家乡。
再者，恶人之所以不能继续活在世上，是因为他们不信靠基督而得永生。惟有义人接受了永生的赏赐。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 3:16）不信的人
会如何呢？他们的结局必是灭亡。经上记着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罗 6:23）请牢记这些简明而清晰的
经文。上帝从未应许恶人得生，他们结局乃是死亡——永远的死亡。惟有义人的份是生命——永远的生命。
信靠耶稣是得永生的唯一途径。约翰这样描述：“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祂儿
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约一 5:11,12）我问你一个问题：火
湖中的恶人“有上帝的儿子”吗？当然没有。既然如此，他们怎能得生命呢？约翰说：“你们晓得凡杀人
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约一 3:15）火湖中的杀人犯会有永生吗？绝不会。
有人宣称不靠着耶稣也能获得永生，这是世界上最可憎的邪说。恶人靠什么得生？保罗宣告说：基督
耶稣“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提后 1:10）上帝所默示的圣言显明：若不藉着基督的福音，
就没有人能得永生。圣经何处记载要将永生赐予恶人？义人得生的经文比比皆是，却从未提到不信的人能
得永生。
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
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
变成不朽坏的（‘变成’原文作‘穿’
。下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林前 15:51-53）
这段经文提到，在某个时刻，义人要在眨眼间“变成不朽坏的”。这个时刻还未到来。要等到耶稣再
临，号筒末次吹响，义人复活的时候。圣经从未提到恶人也要变成不朽坏的形体。显然，恶人没有永生，
也不能“永远活在”火湖里。
有人捏造恶人会在火湖里永远受罚，此种说法是荒诞而不合情理的。这与圣经完全相悖。以西结说：
“犯罪的灵魂必死亡。
”
（结 18:4，KJV 直译）不论我们如何理解灵魂，但请接受圣经简明的真理：灵魂会
死，会因罪而死。
倘若恶人永远活在火湖里，他们岂不是和义人一样拥有了永生？只是享有永生的地点不同。除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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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还能赐予永生呢？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给出了清晰而简要的回答。不信上帝独生子的人将要灭亡。他们
会死亡，也将承受第二次的死——永远的死，而且永不再复活。这样的死亡没有尽头。那是无尽的、永远
的刑罚，是无止境的、永远彻底的死，而不是在烈火中永生。

五、无法熄灭之火
有人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焚烧恶人的不灭之火（太 3:12）怎么解释？这火永不熄灭吗？当然不是。
熄灭是指停止燃烧或扑灭。没有人能扑灭地狱之火，那是从上帝而出的烈火。谁都无法熄灭并逃生。以赛
亚论到这火时说：“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
以坐在其前的火。”（赛 47:14）当它完成毁灭的任务之后，自然会熄灭。没有人能扑灭这火并获救，正如
圣经所说，一切都要烧成灰烬。
耶利米曾预言耶路撒冷将被“不灭的”烈火焚烧，
（耶 17:27）但最后却成了灰烬。
（代下 36:19-21）阅
读这些经文，想一想圣经中所说的“不灭”是什么意思。它并不是指这火永不熄灭。所谓的“不灭”是指
不能被扑灭。
那么，用来形容地狱之火的“永远”(犹 7)和“永无止境”又该作何解释呢？圣经对于这些词汇的定
义足以排疑解惑。许多人的错误在于用现代的定义来诠释圣经的话，却不结合当时的背景。这与解经的最
基本原则是相悖的。
事实上，永火并不是指永远不灭的火。犹大书 7 节也以同样的方式描述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又
如所多玛、蛾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警戒。”
（犹 7）
显然，所多玛今天已经不再燃烧。该城的遗址就是现在的死海。虽然他们被“永火”焚烧，但我们得
知这要作为鉴戒。作为什么的鉴戒呢？“又判定所多玛、蛾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
虔人的鉴戒。
”（彼后 2:6）
正如我们所说，将所多玛变为灰烬的永火是末了毁灭恶人的鉴戒。按照这节经文的论述，毁灭所多玛
和蛾摩拉的“永火”也要烧灭恶人。这是否意味着恶人也要烧成灰烬呢？圣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万军
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
无存留。……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玛 4:1,3）
再没有比这更清晰有力的答复了。这永火要烧尽一切。甚至作为树“根”的撒但最后也要被烧灭。通
过以经解经，我们发现整个画面是如此地一致。不顾这些确凿的证据，故意回避之人真是可怕。有人因为
传统而一辈子怀有偏见，即使读到“将他们烧灭……成为灰烬”，也依然认为恶人要永远活着受苦。诚然，
关于地狱有一些难解的经文，但通过参考上下文，我们发现它们都是一致的，而且圣经可以作为它本身的
注释。
理解了它显而易见的含义之后，基督在马太福音的那段话就不再令人费解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太 25:46）许多人对于“永刑”二字感到困惑，请注意，圣经并没有说“永无
止境地刑罚人”，这刑罚并非要持续到永永远远。圣经有没有记载这刑罚是什么？当然有。
“因为罪的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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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死。”（罗 6:23）所以，耶稣只是说明那是没有终点的、彻底的死，而且永不再复活。
保罗用以下的话作了进一步的简化：“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
刑罚……”请注意，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这刑罚是什么。“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祂权能的荣光。”
（帖后 1:8,9）所以，这惩罚乃是永远的沉沦，再没有复活得生的希望。
但圣经中所说的不死之虫又是指什么呢？许多人读过耶稣对于地狱的论述：“在那里，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可 9:48）有人说这些虫是指人的灵魂。这真是耶稣的意思吗？圣经从未暗示灵魂是一只虫。
在这个例子中，耶稣用“欣嫩子谷”代指“地狱”。欣嫩子谷是耶路撒冷城外一个焚烧杂物的地方。
毫无疑问，基督的听众可以看到欣嫩子谷（常年燃烧死尸与垃圾的地方）缓缓上腾的烟尘。若有什么东西
脱离了那毁灭的火焰，立刻会被蛆虫和蠕虫啃噬。面对眼前所呈现的彻底毁灭之情景，耶稣就将欣嫩子谷
的火比作地狱之火。这火是不灭的，那些虫子也在不断啃噬尸体，俨然是一幅彻底毁灭的悲惨场面。
约翰说：恶人“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启 14:11）关于地狱，这或许是最容易被曲
解的经文了。不熟悉“永远”二字在圣经中用法的人确实会感到困惑。对照新旧约圣经，共有 57 次以“永
远”来指代已经结束的事情。换句话说，“永远”并非总是指“没有止境”。
此类例证有很多，其中有两三处尤其值得注意。出埃及记 21 章论到奴隶得释放的律例。期满之后，
奴隶若选择继续侍奉主人而不愿得自由，就要用锥子穿透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出 21:6）但
他要服侍主人多久呢？当然是在有生之年。所以，这里的“永远”并非没有止境。哈拿带着儿子撒母耳去
圣殿，
“使他永远住在那里。”
（撒上 1:22）而在同一章的第 28 节又说：
“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 “永远”
一词的本义是指一段不确定的时期。通常来讲，它是指某个事物可以在特定环境中继续存在的一段时期。
约拿在鱼腹中虽然只有三天，他却描述为“永远”。（拿 2:6）
有人或许会提出反对的理由：这岂不说明义人在天国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吗？因为圣经记载他们要在那
里永远赞美上帝。“永远”一词同时适用于得赎之人与恶人。但情况却截然不同。圣徒已经领受了不朽的
生命，他们的生命像上帝一样永无止境。永生意味着“不受死亡的辖制”。对于义人来讲，
“永远”只有一
个含义：“永无止境”，因为他们具备了不朽的身体。然而恶人却非如此，他们是必朽坏的、必死的生灵。
对于他们来讲，“永远”也只有一个含义：按照自己的行为在火湖中受罚的时间。

六、灵魂与身体皆被毁灭
下面来学习关于恶人命运的最后一个真相：恶人按着各自的行为受罚之后，不论是他们的灵魂还是身
体，全都要彻底消灭。耶稣清楚说道：“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
在地狱里的，正要怕祂。
”（太 10:28）
读了这节经文，人怎能继续宣称恶人会永存呢？惟有耶稣能赐人生命，祂不允许地狱中的恶人以任何
形式永远活着。他们必要永远灭亡，身体也要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诗人写道：
“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或作‘像草地的华美’)，他们要消灭，要
如烟消灭。
”
（诗 37:20）
“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察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
（诗 37:10）
论到恶人遭毁灭，这可算是人类语言能达到的最为清晰有力的描述了。然而，仍有人坚持认为作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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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的并非字面的意思。
“毁灭”，
“消灭”，
“烧尽”，
“吞噬”
，
“死亡”，难道这些词与在其它书卷中的意义
不同，难道它们还蕴含着神秘的、甚至相反的含义？我们没有理由去这样想。事实上，此类神学把慈爱的
上帝描绘成了食人魔。他们所描写的上帝比希特勒还要残忍。但希特勒在折磨人、完成人体实验之后，还
让他们死去。而上帝竟然让这些灵魂永远不死，以便在永恒的岁月里“享受”恶人痛苦的挣扎和尖叫，这
就是那些神学家所倡导的荒谬神学。

七、上帝的公正大白天下
此类错谬神学不仅误表了上帝的慈爱，也歪曲了祂的公正。请思考这个教义：每个灭亡之人的灵魂在
死去的那一刻，立即被投入永无止境的地狱之火中。假设在 5000 年前，某个人怀藏着一种罪恶而死去，
身体葬入坟墓，灵魂却立刻被投入地狱之中，受永远的折磨。而另一个人，阿道夫·希特勒，杀害了数以
百万人，按照这种流行的教义，他的灵魂也会立刻进入地狱受永远的折磨。但那个因为一点罪而失丧的人，
竟要比希特勒多受五千年的痛苦折磨。这公平吗？公义慈爱的上帝会这样处理问题吗？这与圣经所教导的
“各人要照自己所行的受罚”之说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关于罪人所受的刑罚，现在流行着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普救论，认为上帝极其仁慈，绝不容许任
何人灭亡。另一种可怕的教义是：认为上帝会让人在黑暗的无底坑里受永远的折磨和痛苦。这两种教义都
是错误的。真理介于两者之间。上帝会按照恶人的行为报应各人，但绝不会让邪恶之人在火湖里获得另一
种永生。
此类误表上帝品格的道理，会让许多人对主产生反感，因而转离上帝。他们不能爱一位无缘无故就武
断地、永远折磨恶人的上帝。况且没有复原的可能。这种可怕的安排，只能说明上帝有报复的精神。但上
帝真是那样吗？听完圣经对于地狱的诠释后，一位银行总裁拍着我的肩膀说：“乔牧师，我要再次相信上
帝了。多年来，我一直不肯接受上帝，我宁可相信不可知论，因为我曾受教认为上帝要永远折磨恶人。
”

八、不再有痛苦和死亡
在不久的将来，上帝会拥有一个洁净的宇宙。一切罪恶的影响都将永远被扫除。不再有罪恶，不再有
罪人，也不再有试探人的魔鬼。万物要恢复到起初被造时的样式。
约翰这样描述新天新地：“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 21:4）
透过这些宝贵的圣言，我们发现在整个更新的宇宙中，再也没有痛苦存在的余地。上帝说不再有哭号
和疼痛。你相信上帝的话，还是相信人的推测？就在这一应许之前（向前推四节经文），约翰描述了恶人
将如何被丢在火湖里。“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
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启 20:15;21:1）按照启示录 20 章 9 节所说，这个火湖就在地球上。
但请注意，这个焚烧恶人的地方也要消失过去，上帝要再造一个新地。新耶路撒冷要在烈火吞灭恶人
之前降下，之后，根据第四节的论述，将不再有悲哀、疼痛、哭号和死亡。
既然不再有痛苦，永恒的地狱自然也将不复存在。这两者不能共存。我们每日都当感谢上帝，因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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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要终结一切的苦楚。再没有撒但给人制造痛苦，而且上帝应许，在祂的新国度里没有任何痛苦的踪影。

九、地狱并非为你我而准备
最后，我们应当欢呼，因为地狱并不是为你我而准备。耶稣说，那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
（太 25:41）若跌入火湖，那将是我们所犯的最大错误。要想进入火湖，你必须践踏耶稣基督被钉的身体，
轻看天父的慈爱，拒绝圣灵的感动以及成千上万服役的天使。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若忽略这
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
（来 2:3）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若非靠着基督和祂的十字架，没有人能逃
罪。
没有人会因为犯罪而永远灭亡，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人会因为说谎、偷窃、奸淫而被撇在天国门
外——人灭亡的唯一原因乃是：拒绝离弃罪恶，拒绝投向那位预备好要赦免我们，并洁净我们一切不义的、
慈爱之救主的怀抱！我们需要时刻铭记：“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
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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