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4/2014, BOLTS-na  張玉明博士, 20 

我往哪裡去？ 

基督徒 非基督徒 

A.死亡之時身體和靈魂首次分開 

  身體→塵土（創 3:19） 

  靈魂→樂園（路 23:43） 

  樂園是新、舊約信徒等待復活的地方

（路 16:22） 

A.死亡之時身體和靈魂首次分開 

  身體→塵土（創 3:19） 

  靈魂→陰間（路 16:23） 

  陰間是不信的人等待最後審判的地

方，在那裡極其痛苦。（路 16:24） 

 

樂園的所在地 

1.最初 

又稱為亞伯拉罕的懷抱(the bosom of Abraham路 16:24)和財主所在的地方有深淵

相隔。最初似乎在陰間有兩個 compartments，一為舊約聖徒所在，能與亞伯拉罕

一同作席，一為不信的人所在，是痛苦的地方。 

2.耶穌的死，下到陰間去，將樂園提到天上，財主所在的 compartments繼續留在下

面。 

弗 4:8-10 

所以經上說「祂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既說升上

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Eph.4:8-9 

This is why it says : “When he ascended on high, he led captive in his train and gave 

gifts to men.”( What does “he ascended” mean except that he also descended to the 

lower, earthly regions. (NIV) 

Or the depth of the earth. 

Eph.4:8-9 

Therefore it says, “When the ascended on high, He led captive a host of captives. And 

He gave gifts to men.” ( Now this expression,” He ascended” what does it mean except 

that He also had descended into the lower parts of the earth. (NASB) 

 

從英文的翻譯特別是 NASB，主耶穌在死後到復活的這段時間下到陰間去，

把舊約的聖徒被囚在這陰間的一個 compartments一起帶上了高天。這裏的 captive

應是指被死亡所限制住的這些聖徒。不但如此，他還把各樣屬靈的恩賜賜給在地

上教會裏的聖徒。 

因為主耶穌不能被死拘禁（徒 2:24；或更好的翻譯死亡不可能把祂拘禁住）。

主耶穌戰勝了死亡（林前 15:54-57）並把各樣的禮物送給教會。 

所以彼前 3:19-20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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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裏的靈聽，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

容忍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 

  1Peter3:19-20 

      through whom also he went and preached to the spirits in prison who disobeyed 

long ago when God waited patiently in the days of Noah which the ark was being built. 

(NIV) 

   1Peter3:19-20 

      in which also He went and made proclamation to the spirits (now) in prison, who 

once were disobedient, when the patience of God kept waiting in the days of Noah,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k, in which a few, that is, eight persons, were brought 

safely through the water. (NASB) 

 

      所以主耶穌在陰間對那些悖逆不信從的人宣告祂戰勝死亡的信息，並帶   

  領那些信從的聖徒升上高天。 

 

3.如今樂園在天上 

林後 12:1-4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他被提到樂園

裏…。” 

所以今天樂園是在天上。 

4.我們信主的人一死，靈魂就到樂園與主同在。 

腓 1:23 

“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的無比的。” 

 

基督徒 非基督徒 

B.號角吹響之時（帖前 4:15-17） 

a. 死了的人身體必復活 

b. 活著的人身體要改變、被提 

B.號角吹響之時 

  沒有份於復活 

  （沒有動靜） 

1.這裏的復活和改變指的是信徒要承受那不能朽壞的身體。 

林前 15:50-53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

壞的。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就

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

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 

2.復活的順序所以是睡的人先，就是為了讓被我們遇見（被提的人）時，不至於赤

身（林後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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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非基督徒 

C.在基督台前受審判(Bema Seat) 

  被提之後我們要在基督的審判台前按 

  著我們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林後 

  5:10） 

C.尚未 

  彼前 4:17“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 

1.羅 14:10  我們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14:12  這樣看來，我們個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 

2.林前 3:12-15  我們在主的國度裏所作的工作都要受到火的試煉，草木禾稓的工程

和金銀寶石的工程都要顯露出來。 

“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 

3.五種冠冕 

林前 9:25  不能壞的冠冕 

帖前 2:19  喜樂的冠冕 

提後 4:8   公義的冠冕 

各 1:12    生命的冠冕 

(啟 2:10) 

彼前 5:4   榮耀的冠冕 

 你在基督台前受審判時，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4.教會時期就是天國降臨的預備時期 

太 25:14-30 

太 25:14“有一個人往外國去”，這一個人就是主耶穌，路 19:12告訴我們他離開

的目的是為了要得一個國度回來。當時巴勒斯坦地區國位的繼承需要羅馬皇帝的

批准，希律的後代都要到羅馬見皇帝，皇帝認可後才能回來繼承父親的王位。主

耶穌去父神那裡，他回來的時候，要帶進天國時期在這個地上。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教會時期，每個人都受主耶穌托付不同的責任，按著我們的才

幹經營五千、二千、一千的銀子。 

將來的審判呢？ 

a. 看我們是否良善忠心？而不是才幹大小。 

b. 在交帳上面，主是一個嚴厲的人(v.24.忍心的人, i.e. hard man)沒有種的地方要收

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將來祂回來時是放眼全世界的收割的，而不是僅僅巴

勒斯坦一地。 

c. 那忠心良善的要得獎賞 

那又惡又懶的要在國度外面的黑暗裏哀哭切齒了。 

d. 獎賞包括 

 (a)主要把許多事派給忠心良善的人管理(v.21,23)。路 19:17,19指出這是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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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城市 

(b)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啟示錄 19:7-9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祂，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預備好

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凡被請赴

羔羊婚筳的有福了。” 

基督徒 非基督徒 

D.與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啟 20:4-6） 

  在千禧年度時，得勝的基督徒要與主

耶穌一同做王一千年。 

D.無份於此 

1.啟 20:4-6 

這裡包括教會時期、舊約時期的聖徒(v.4a)以及在大災難中忠心為主殉道的信徒

(v.4b) 

2.啟 21:1-2 

這裡聖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這和 19:7

所說的預備好了同指一件事，所以這是千禧年度要開始時的情形。 

3.啟 21:3-5 

千禧年度乃是神的帳幕在人間，其實也是利未記 23:34，42-43住棚節的應驗。如

撒迦利亞書 14:16-19所記那時在攻擊耶路撒冷國中剩下的人（哈米吉多頓戰役剩

餘的人，啟 16:16）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並守住棚節。 

4.這時聖徒所住的聖城耶路撒冷是從天而降，約翰是站在一座高山上來看的（啟

21:10），啟 21:16說這個聖城是立方體，長、寬、高都是四千里（1,400 miles）。非

常可能它就像一個同步的小衛星在地球的上方，這裡將是千禧年度時世界的行政

中心。耶穌將帶領聖徒治理祂自己的國度。以賽亞書 11:1-9; 65:17-25所預言，描

寫的就是這個時候的光景。 

 

E.最後的叛逆戰爭 

  在千禧年完後還有一次的爭戰，這時人類受撒旦最後一切的引誘前來攻擊聖徒的

營（地上的居住所在）和蒙愛的城（懸在空中的衛星城）。叛逆的人將被徹底地擊敗，

撒但要被丟到硫磺火湖裏受永永遠遠的刑罰。 

 

基督徒 非基督徒 

F.與基督一同審判天使、不信主者 

  

  林前 6:2-3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 

       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 

F.接受白色大寶座的審判（啟 20:11-15） 

 

  被放在死亡和陰間的不信者的身體和

靈魂將在這時按照他們活著時候所行的

受審判。（參約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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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神會用行為不好、欺負過非基督

徒的基督徒來審判那個一直吃虧的非基

督徒嗎？若如此，則神如何彰顯祂的公

義呢？若如此，則行為不好的基督徒可

對非基督徒笑著說：”I always win, I 

always get you!” 

 

G.世界進入新天新地 

  1Cor. 1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