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rmon Series on Hell.地獄.


詩篇 139：8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裏；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裏。

申命記 32： 22  因為在我怒怒中有⽕火燒起，直燒到極深的陰間，把地和地的出產盡都焚
燒，⼭山的根基也燒著了了。


地獄是聖經裡⾯面清楚的教導，但也是⼈人在感情上最難接受的⼀一個真理理。 英⽂文有⼀一句句話：
you can't handle truth。 你受不不了了真理理！就是這個感受。 ⼈人的⼼心理理 pyschology 喜歡快
樂樂樂樂的事，逃避痛苦的事，所以地獄也是被⼈人逃避，故意遺忘的⼀一個真理理。 直到我們碰到
⼀一個讓我們⾮非常⽣生氣，犯了了極⼤大的罪得罪了了我們，我們才有可能咒詛⼈人去下地獄去吧。 
其他的時候，我們常以地獄為玩笑。 英⽂文裡⾯面地獄成了了髒話，中⽂文裡有⼗十⼋八層地獄的⼀一
些講法。但聖經裡到底是怎麼教導地獄的呢？


我們從幾個問題來來思考：


I. 地獄是真實的嗎？地獄裡的情形是怎麼樣的？

A. 真實的，因為“慈愛的”耶穌多次教導地獄。


1. 地獄有⽕火：⾺馬太福⾳音 5：22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怒的，難免受審斷；
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斷；凡罵弟兄是魔利利的，難免地獄的⽕火。


2. 地獄⽐比斷⼿手斷腳還可怕。 ⾺馬太福⾳音 5：29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來
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不叫全身丟在地獄裏。30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來來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不叫全身下⼊入地獄。」


3. 地獄原來來是給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並⼀一切跟隨魔⻤鬼的⼈人。 ⾺馬太福⾳音 
25： 41 王⼜又要向那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
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裏去！42 因為我餓了了，你們不不給我吃，渴了了，你們
不不給我喝喝；43 我作客旅，你們不不留留我住；我⾚赤身露露體，你們不不給我穿；我病
了了，我在監裏，你們不不來來看顧我。』44 他們也要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
時候⾒見見你餓了了，或渴了了，或作客旅，或⾚赤身露露體，或病了了，或在監裏，不不伺候
你呢？』45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不不做在我這弟兄
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不不做在我身上了了。』46 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那些
義⼈人要往永⽣生裏去。」


4. 上帝能把身體和靈靈魂滅在地獄裡。 ⼈人在地獄裡有某種存到永遠的“身體”，那⽕火
的疼痛不不只是燒靈靈魂⽽而已。 太 10：28 那殺身體、不不能殺靈靈魂的，不不要怕他
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靈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


5. 我們要盡⼀一切的努⼒力力逃離地獄。 太 18：8 倘若你⼀一隻⼿手，或是⼀一隻腳，叫你
跌倒，就砍下來來丟掉。你缺⼀一隻⼿手，或是⼀一隻腳，進⼊入永⽣生，強如有兩⼿手兩腳
被丟在永⽕火裏。9 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來來丟掉。你只有⼀一隻眼
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的⽕火裏。」




6. 假冒為善的宗教領袖勾引⼈人⼊入教，告訴⼈人信教多好多好，卻不不講真理理，害⼈人做
地獄之⼦子。  太 23：15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利賽⼈人有禍了了！因為你們
⾛走遍洋海海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既⼊入了了教，卻使他作地獄之⼦子，⽐比你們還加
倍。


7. 我們雖然盡了了⼀一切的努⼒力力，靠我們⾃自⼰己還是逃不不了了地獄的刑罰。 太 23：33 你
們這些蛇類類、毒蛇之種啊，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


B. 地獄有些時候被耶穌以 “外⾯面的⿊黑暗” 來來表達。

1. ⾺馬太福⾳音 22：11 王進來來觀看賓客，⾒見見那裏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12 就對他
說：『朋友，你到這裏來來怎麼不不穿禮服呢？』那⼈人無⾔言可答。13 於是王對使
喚的⼈人說：『捆起他的⼿手腳來來，把他丟在外邊的⿊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
了了。』14 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


2. ⾺馬太福⾳音 25：24 那領⼀一千的也來來，說：『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
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25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
藏在地裏。請看，你的原銀⼦子在這裏。』26 主⼈人回答說：『你這⼜又惡惡⼜又懶的
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27 就當把我
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到我來來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利收回。28 奪過他這
⼀一千來來，給那有⼀一萬的。29 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來。30 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
哭切⿒齒了了。』」


C. 地獄裡有⽕火，有蟲會咬⼈人。
1. ⾺馬可福⾳音 9：42 「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不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
頸項上，扔在海海裏。43 倘若你⼀一隻⼿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來來；44 你缺了了肢
體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手落到地獄，⼊入那不不滅的⽕火裏去。45 倘若你⼀一隻腳
叫你跌倒，就把它 砍下來來；46 你瘸腿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腳被丟在地獄
裏。47 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隻眼進⼊入上帝的國，強
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裏。48 在那裏，蟲是不不死的，⽕火是不不滅的。49 因為必
⽤用⽕火當鹽醃各⼈人。

II. 有⼀一些⼈人因爲無法想像地獄的痛苦，就產⽣生了了錯誤的教導：

A. 靈靈魂消散論。⼈人死如燈滅，有永⽣生的⼈人會得到永⽣生，沒有永⽣生的⼈人就“滅亡”了了，他
們的靈靈魂就消失不不⾒見見了了。

1. 這樣的教導不不是聖經裡的教導，聖經裡不不斷提到⼈人死後還有意識，還必須為他
們的罪承受痛苦。


B. 暫時懲罰論。 ⼈人的罪在得到裡⾜足夠的痛苦懲罰後，會完成刑罰，最後會被從監牢
裡釋放出來來。 

1. 聖經的啟示錄錄 20：10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就是獸和假先
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2. 暫時懲罰論誤以為⼈人的罪只不不過是⾏行行為上的罪，偷東⻄西坐牢，坐了了5000萬年年也
夠了了吧？可是聖經談到⼈人的罪是從內在想當上帝，背叛上帝，仇恨上帝⽽而產⽣生
的⼀一切的罪。 背叛⼀一個國家是死刑，背叛永⽣生的上帝呢？就是永遠的地獄了了。 


C. 地獄只是⽐比喻，不不是真實的地區。這樣的教導不不願意按照字⾯面來來解釋聖經，他們
認為地獄的⽕火不不過是個⽐比喻。

1. 我們必須問，如果是⽐比喻，請問在⽐比喻什什麼呢？ ⽕火如果是⽐比喻上帝的憤怒怒，那
麼是⽕火可怕還是上帝的憤怒怒更更可怕呢？ 如果我說國王⽣生氣了了，他的怒怒氣如烈烈
⽕火，請問這時候是⽕火⽐比較可怕還是國王⽐比較可怕？ 如果地獄是⽐比喻，那並不不是
個好消息，⽽而是會有更更慘的事情等著去地獄的⼈人。


III. 好，我們確定了了有地獄之後，我們必須來來看誰會下地獄？

A. 作惡惡的⼈人：約翰福⾳音 5：28 你們不不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裏
的，都要聽⾒見見他的聲⾳音，就出來來：29 ⾏行行善的，復復活得⽣生；作惡惡的，復復活定罪。


B. 如同所多瑪城的⼈人，⾏行行淫亂， 殘殺，暴暴⼒力力。 彼得後書 2：4 就是天使犯了了罪，上
帝也沒有寬容，曾把他們丟在地獄，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5 上帝也沒有寬容
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臨到那不不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了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6 
⼜又判定所多瑪、蛾摩拉，將⼆二城傾覆，焚燒成灰，作為後世不不敬虔⼈人的鑑戒；7 只
搭救了了那常為惡惡⼈人淫⾏行行憂傷的義⼈人羅得。（8 因為那義⼈人住在他們中間，看⾒見見聽⾒見見
他們不不法的事，他的義⼼心就天天傷痛。）9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脫離試探，把不不義
的⼈人留留在刑罰之下，等候審判的⽇日⼦子。10 那些隨⾁肉身、縱污穢的情慾、輕慢主治
之⼈人的，更更是如此。他們膽⼤大任性，毀謗在尊位的，也不不知懼怕。


C. 假冒為善的宗教⼈人⼠士，沒有真正重⽣生悔悔改的⼈人。 路路加福⾳音 13：22 耶穌往耶路路撒
冷去，在所經過的各城各鄉教訓⼈人。23 有⼀一個⼈人問他說：「主啊，得救的⼈人少
嗎？」24 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努⼒力力進窄⾨門。我告訴你們，將來來有許多⼈人想要
進去，卻是不不能。25 及⾄至家主起來來關了了⾨門，你們站在外⾯面叩⾨門，說：『主啊，給
我們開⾨門！』他就回答說：『我不不認識你們，不不曉得你們是哪裏來來的！』26 那
時，你們要說：『我們在你⾯面前吃過喝喝過，你也在我們的街上教訓過⼈人。』27 他
要說：『我告訴你們，我不不曉得你們是哪裏來來的。你們這⼀一切作惡惡的⼈人，離開我
去吧！』28 你們要看⾒見見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眾先知都在上帝的國裏，你們
卻被趕到外⾯面，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了。29 從東、從⻄西、從南、從北北將有⼈人來來，
在上帝的國裏坐席。30 只是有在後的，將要在前；有在前的，將要在後。」

D. 背後說閒話的⼈人：雅各書 3：6 ⾆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惡的世
界，能污穢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輪輪⼦子點起來來，並且是從地獄裏點著的。

E. 所有的罪⼈人。羅⾺馬書 3：9 這卻怎麼樣呢？我們⽐比他們強嗎？決不不是的！因我們已
經證明：猶太⼈人和希臘臘⼈人都在罪惡惡之下。10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
沒有。11  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上帝的；12  都是偏離正路路，⼀一同變為無⽤用。沒
有⾏行行善的，連⼀一個也沒有。

IV. 如何能逃出地獄？




A. 進去的⼈人已經來來不不及逃了了。要逃只有現在還活著的時候才能逃。 詩篇 89：48  誰
能常活免死、救他的靈靈魂脫離陰間的權柄呢？  （活著的⼈人可以逃，死了了的⼈人就在
陰間的權柄底下了了）


B. 只有耶穌才能救我們脫離地獄的刑罰。使徒⾏行行傳 4：12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
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C. ⾺馬太福⾳音 7：13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路是⼤大的，進去
的⼈人也多；14 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路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D. 天路路歷歷程裡的基督徒，就是如此的逃離地獄的。 

我在旷野⾥里里⾏行行⾛走，来到⼀一个地⽅方，那⾥里里有个洞洞⽳穴，我就在 那⼉儿躺下睡觉：我睡熟了了，做
了了⼀一个梦。 
唉，我梦⻅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站在那⼉儿1， 背后就是他⾃自⼰己的房⼦子2 ， 他⼿手⾥里里拿着⼀一本
书3， 背上背着⼀一件看来很重的东⻄西4。 我⻅见他打开⼿手上的⼀一本书念着；他⼀一⾯面念，⼀一⾯面
不不住地流泪， 浑身颤抖着；他委实控制不不住了了，发出⼀一声悲伤的呼喊：“我 该怎么办呢
5？” 
就在这样极度苦恼的境况中，他转身回家去了了。他强⾃自压 制着，以免他的妻⼦子和⼉儿⼥女女们
发觉他的悲痛；可是他不不能⻓长久 保持缄默，因为他的烦恼越来越厉害了了。他终于把他的
⼼心事告 诉了了妻⼦子和⼉儿⼥女女，他对他们这样说：“唉，我亲爱的妻⼦子，你 们，我的亲⽣生⼉儿
⼥女女，我是你们亲爱的友伴，我可要被那压在我 身上的重负毁了了；并且我确实知道我们这
个城市将要给天⽕火烧 毁；在那场可怕的灾难⾥里里，我⾃自⼰己，你，我的妻⼦子，和你们， 我可
爱的⼉儿⼥女女，都将同归于尽，除⾮非我们能够想出⼀一个逃⽣生的 办法，可是到如今我还想不不出
什什么办法来。”他家中的⼈人听了了 这番话，好⽣生诧异；这并⾮非因为他们相信他的话，⽽而是他
们认 为他的神经错乱了了；因此，等到傍晚天快⿊黑的时侯，他们希望 睡眠能够使他的神经
镇静下来，就急忙打发他去睡觉。但是对他说来，⿊黑夜和⽩白天同样烦恼；因此，他不不但睡
不不着觉，⽽而且 整夜的叹息、流泪。后来，天亮了了，他们急着要知道他的情形。 他告诉他
们，更更糟，更更糟。他⼜又开始对他们讲话；可是他们开 始狠起⼼心来了了。他们还想⽤用强硬粗
暴暴的态度来驱除他的怪病； 有时他们愚弄弄他，有时责骂他，有时根本不不理理睬他。因此他
就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里去为他们祈祷，⼀一⼼心的怜悯他们，同时他也 为⾃自⼰己的痛苦寻求安
慰；他还独个⼉儿在⽥田野⾥里里徘徊，有时候看 书，有时候祈祷；他就这样度过了了好多⽇日⼦子。 
有⼀一天我看⻅见他在⽥田地⾥里里⾛走着，照常看着书，显出满怀痛 苦的神⽓气；他⼀一⾯面看书，⼀一⾯面
⼜又那样⼤大声喊着：“我怎么才能 得救呢6？” 
我看⻅见他东张⻄西望，好像要撒腿逃跑；可是他仍然站着， 因为，我看到他似乎不不知道往
哪⼉儿去才好。我再⼀一看，却⻅见⼀一 个叫做宣道师的向他⾛走来，问他为什什么哭喊。 
他回答说：先⽣生，我从⼿手⾥里里这本书上看到，我已被定罪了了， 要死去7， 将来还要受审判
8；⽽而我，既不不愿意死， ⼜又受不不起审判9。 
宣道师说：⼈人⽣生既然有这么多的灾难，为什什么⼜又不不愿意死 呢？他回答说，因为我怕这个
在我背上的重负会把我压得沉到 ⽐比坟墓还深的地⽅方去，坠到地狱10⾥里里去。先⽣生，如果我



还没有做 好准备到牢狱⾥里里去，我更更没有做好准备去受审判，然后再去受 刑罚；想到这些
事，我不不禁失声痛哭。 
宣道师说：你的情形既是这样，为什什么你还站着不不动呢？ 他回答说，因为我不不知道上哪
⼉儿去才好。于是宣道师给他⼀一卷 ⽺羊⽪皮纸，上⾯面写着，“逃避将来的天罚11！” 
那⼈人看了了以后，忧愁地望着宣道师说，我得逃到哪⼉儿去呢？ 于是宣道师就指着那⼀一⽚片辽
阔的⽥田野的尽头说，你看得⻅见那边 有扇 ⼩小⻔门12吗？那⼈人说：看不不⻅见。宣道师⼜又说，你看
⻅见那边的亮 光吗13？他说，我相信我看⻅见了了。于是宣道师说，不不要转移你的 视线，⼀一直
朝着那亮光⾛走去，这样你就能够看⻅见那扇⼩小⻔门；你 敲那⻔门的时候，有⼈人会告诉你应该怎
么做。 
这时候我在梦⾥里里看⻅见那个⼈人开始跑起来。可是他刚刚跑出 了了家⻔门⼝口没有多远，他的妻⼦子
和⼉儿⼥女女就发觉了了，⽴立即⼤大声喊他 回去14；但他却⽤用⼿手指塞住⽿耳朵，⼀一⾯面跑，⼀一⾯面喊：“⽣生
命！⽣生 命！永恒的⽣生命！”他就这样头也不不回地15，拚命逃往平原的中 央。 
邻居们也都跑出来看他，他跑着，他们有的讥笑他，有的 吓唬他16，有的喊他回来；其
中有两个⼈人决定要硬把他抓回来。 这两个⼈人⼀一个名叫顽固，另⼀一个叫做柔顺。当时那⼈人
已经离开 他们好⼀一段路路了了；可是他们还是要追他，⽽而且真的追了了去，不不 ⼀一会功夫就追上
了了他。于是那⼈人说，邻居们，你们来⼲干什什么？ 他们说，来劝你跟我们⼀一道回去。但是那
⼈人说，⽆无论如何不不⾏行行； 你们所居住的毁灭城，也是我的出⽣生地；我知道那地⽅方必定要 毁
灭的。所以，如果死在那⾥里里，你迟早免不不了了要沉到⽐比坟墓还 深的地⽅方去，沉到⼀一个烧着
硫磺⽕火焰的地⽅方去；好邻居，请放 ⼼心跟我⼀一起⾛走吧。顽固说：怎么！难道就此撇下我们
的朋友和我们舒适的⽣生 活吗？ 
基督徒（这是那个⼈人的名字）说：对，因为你所撇下的⼀一 切17，加起来都⽐比不不上我将要
享受到的⼀一丁点 18；如果你跟我⼀一起 去，并且坚持到底，你就能够和我过同样的⽇日⼦子；
因为在我要 去的那个地⽅方，什什么都有，⽽而且绰绰有余19。来吧，来看看我说 的是不不是真
话。 
顽固说：既然你抛弃世上的⼀一切去追求那些东⻄西，你寻找 的究竟是些什什么呢？ 
基督徒说：我寻找的是⼀一个不不会毁坏、没有玷污、不不⾄至消 失的产业20；它是安安稳稳地
存在天上 21，在⼀一定的时候会赐给那 些勤勤勤勤恳恳寻求它的⼈人。你愿意的话，可以看看我
这本书⾥里里怎 么说的。 
顽固说：啐！拿开你的书；我问你，你到底跟不不跟我们回 去？ 
基督徒说：不不，我不不回去，因为我已经开始⾛走我的路路了了22。 顽固说：邻居柔顺，我看我
们还是丢下他回去吧；你要晓 得，天下⾃自有⼀一班疯疯癫癫的轻浮的家伙，他们⼀一旦⼼心⾎血
来潮， 就执迷不不悟起来，还⾃自以为⽐比七个有同样⻅见解的⼈人还更更聪明 哩。 
接着，柔顺说，不不要随便便骂⼈人；如果基督徒说的是真实的， 他所追求的东⻄西的确⽐比我们
的好；我倒想跟我的邻居⼀一起去 呢。 
顽固说：怎么！这样的傻⽠瓜竟有的是！听我的话，回去吧； 谁知道这么⼀一个脑⼦子出了了⽑毛
病的⼈人会把你带到哪⼉儿去？回去， 聪明点回去。 



基督徒说：不不，你也跟你的邻居柔顺⼀一道来吧；我说的那 些东⻄西确确实实是有的，并且
另外还有许多从天上来的福份。 你要是不不信我的话，请看这本书23；看啊，它⾥里里⾯面句句句句
话的真实 性，都是⽤用它的作者24的⾎血来做 ⻅见证的25。 
柔顺说：唔，邻居顽固，我开始要打定主意了了；我打算跟 这位好⼈人⼀一起去，好⽍歹跟他共
⽢甘苦吧；不不过，我的好伴侣，你 认不不认得到我们要去的那地⽅方的路路呀？ 
基督徒说：⼀一个叫做宣道师的指点我快快到我们前⾯面的⼀一 扇⼩小⻔门那⼉儿去，到了了那⾥里里，就
有⼈人给我们指点路路程。 
柔顺说：好，那么，好邻居，我们⾛走吧。于是他们俩就⼀一 起⾛走了了。 
顽固说：我可要回家去；我不不打算做这种想⼊入⾮非⾮非、误⼊入 迷途的⼈人的伴侣。 

回應詩歌： 
【只要信祂】

詩集：⽣生命聖詩，208


	 1 被罪壓傷的⼈人，快來來接受恩主愛憐，

	 祂要救你，安你⼼心懷，只要信祂恩⾔言。

	 

	 2 耶穌為你曾流寶⾎血，賜下恩典豐盛，

	 快來來投⼊入此寶⾎血泉，必⽩白如雪潔淨。

	 

	 3 耶穌就是道路路，真理理，領你進⼊入安息，

	 快信靠祂勿再遲疑，必得永⽣生福氣。

	 

	  4 請來來加⼊入這聖潔隊，同往榮耀天鄉，

	 美麗天城無憂無淚，永享福樂樂樂樂無疆。


副歌：只要信祂，只要信祂，現在要信祂，

　　　祂必救你，祂必救你，現在必救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