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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和恶人的最终归属			第13章

关于永恒和新天新地，圣经上说得很少。在启示录记载了七年的大灾难和一千年的千禧年

过去之后，人们期待着对以后永恒世界的描写可能比圣经的最后两章记载的内容要多。华富尔得

（Walvoord（1993））就此表达了他的想法:“神赐下圣经，是为了帮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持守

神的旨意。关于未来世界的描写非常有吸引力，它足以鼓励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带着对主耶稣共

度永恒的盼望，不断地追求神的旨意。当然，永恒就是永永远远，它无穷无尽。”（174）

描写邪恶者最终结局的篇幅远比描述我们与神同在的永恒的篇幅要长。因为撒但及其邪恶计谋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想享受和平的生活，必须首先除灭撒但。神向

那些得胜者应许了未来永恒的荣耀。耶稣告诉自己的门徒:“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

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16:33）因为耶稣已经

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他已经为未来我们胜过撒但和这个世界铺平了道路。约翰告诉我们如何胜过

撒但:“……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

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

存。”（约一2:14-17）

课程	13.1	 新天新地

13.1.1			简述当撒但被释放后对人的最后试验

13.1.2			对比永恒的世代和千禧年

13.1.3			描述新耶路撒冷及其地点

13.1.4			简述我们永恒的赏赐——被加冕的荣耀

课程	13.2	 恶人的最终归属

13.2.1			查验慈爱的基督所施行的审判

13.2.2			描述白色大宝座前审判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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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3.1
新天新地

启示录的作者约翰是这样开始描述永恒的异象的:“我又看见一

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启

21:1）不过我们还要再查考其他经文看看这里提到的天地发生了什

么。彼得是这么描述的:“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

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

了……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化。但

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后3:10-13

）耶稣也亲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可13:31）

为什么天地要被毁灭？为什么现有的天地不能通过复原，就

像千禧年中提到的那样，来成为神满意的状态？神将除灭撒但及

其作为，但堕落的人类已经玷污了原本美好的天和地。地上各处

都充满了人的罪所带来的后果。这地遭破坏到如此不堪之地步，

神只有在未来废去现有的天地，创造新天新地。

为了试验列国，撒但要被短暂地释放

新天新地降临以后，信徒的永恒归属也临到他们。但这一新

的篇章始于神对撒但进行最后的审判。圣经告诉我们，当一千年

结束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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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20:7-8）

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撒但不是。有人可能会想:	 为什么神要释

放撒但，让他带更多的人走向毁灭？类似的问题还有:	 为什么神允

许撒但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要是我们确切地知道为什么在伊甸

园里撒但未被神制止引人犯罪，那我们就可以回答为什么撒但在

千禧年结束的时候被释放了。

自由意志意味着人可以自由选择。神当然希望他所创造的人

爱他并顺服他。然而，他希望人的爱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因为没

有其他选择。所以，神允许撒但试探并试验信徒，不过神已经应许

说:“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

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有些人控告神

创造了邪恶，认为他本来可以阻止罪恶进入世界，却听之任之。这

样的控告出于他们对神的不了解和不理解。被神所造的天使和人都

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选择，他们可以选择跟随神，与神同

行，顺服神的旨意，也可以选择悖逆神，反抗神的旨意。撒但选择
了反抗神。但神是大有能力和大有怜悯的，他也是有所作为的神:	

在约瑟的故事中，神将本来被伤害之事变成了好事（创50:20）。因

此，我们必须委身于他，信靠他，这样才会经历祝福。

1.	 为什么神要释放撒但，让他
带更多的人走向毁灭？

13.1.1	目标		
简述当撒但被释放的时候最后
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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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13.1

人的本性不会因千禧年的完美而改变。千禧年期间，人在基

督完美的统治下生活。然而，撒但被释放后，对许多人来说，真

正的考验来临了。撒但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方”原文

作“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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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20:8-9）。但是撒但

终究不是神的对手。“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启20:9）。

这使我们联想到本书前面相关章节对最后争战的高潮部分的介绍。

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复习一下相关内容。

撒但挑战神的权柄，神要十分迅速地终结此事。“那迷惑他

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

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启20:10）撒但将永远不

能再搅扰圣徒或欺骗非信徒。这一阶段是为新天新地的到来做预

备，罪永远无法进入新天新地。

永恒世代的祝福

约翰在他的异象中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

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启21:1）。他马上又看到一个大

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约翰还没来得及描述这座圣城，就

听到一个声音在宣告神永恒的祝福:

·	 神将和他的子民一起住在新的地上（启21:3）；从创世记到

千禧年，神的宝座都是在天上。

·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21:4）；今生和千禧年期

间让人流泪的伤心之事将不复存在。

·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启21:4），

就是以前在旧天地中的旧秩序及规律下发生的事情。

·	 在这座城里没有殿，因为神和羔羊就是殿（启21:22）；以

西结曾经详细描绘过千禧年的殿，里面仍用牲畜来献祭。

·	 宝座上有声音发出:“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21:5）

我们反复学习圣经中关于末世预言的同时，也要想象一下

我们自己那日站在神宝座前的情景。我们是不是仅仅满足于进天

堂而已，而不去多行公义，赢取天国的奖赏？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还是没有预备好。因为神只会向那些渴慕的人赐下生命之

水。接下来的经文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

神，他要作我的儿子。”这位掌管未来的至高神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成为他家中的重要角色——儿子或女儿。

2.	 基督说:“都成了！我是阿拉
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
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
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这话是
什么意思？

13.1.2	目标		
对比永恒的世代和千禧年

13.1.3	目标		
描述新耶路撒冷及其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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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3.1
新耶路撒冷

约翰听到声音，看到异象，从而想到了他第一次看到耶路

撒冷的景象（启21:2）。一位天使对他说:“来啊，我带你看看新

娘——羔羊的妻子。”约翰被圣灵感动，神带他看见圣城美丽壮

观的一个特殊地方:“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

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启21:11）接下来的22节经文（启

示录21章和22章）描绘了永恒中的奇妙景象。“这座城的一切都

是如此奇妙和壮观。人类的设计师或建筑师根本不可能造出这样

的城来，我们必须明白‘它的建造者（设计师和建筑师）和工匠

（艺人、创造者）是神’（来11:10）。他预备了这座城和它的地

基。它的形状、尺寸、完美和荣美不仅反映了神自己的荣耀，还
反映了神对他百姓奇妙的爱和看顾。”（Horton	1991，318）

这座城很大，它伫立在新造的地基上，它的跨度占美国版图

一半之多（大约1	 380英里）。它是一座四方的城，里面是一层一

层的立方体或金字塔。这座城有足够的空间让历世历代所有的基

督徒居住。当然，我们无法想象灵体如何占有空间，但我们的建

筑师----神预备的空间当然会绰绰有余。

这里提到了十二种珍珠和宝石:	 碧玉、蓝宝石、绿玛瑙、绿宝

石、红玛瑙、红宝石、黄璧玺、水苍玉、红璧玺、翡翠、紫玛瑙、紫

晶。这里没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启21:22）。城

里也不需要日光或月光，因为神的荣耀照亮了这城，并且“羔羊为

城的灯”（启21:23）。“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启21:25）。城门

永远不关，灵体不需要睡觉。“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

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启

21:27）。有一条河从神的宝座流出（启22:1-2），这让一些学者认

为这座城是金字塔形的，而不是立方体。“那里再没有咒诅”（启

22:3）。

在那里，我们现有身体的局限性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

超自然的活力和能力的充满。

3.	 当今世界上的哪些东西被用
来描述新耶路撒冷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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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13.1
我们在永恒中的赏赐

在永恒中年复一年地做同样的事情听起来有点枯燥。但事实

上，神创造了多样性，我们在永恒中将有新的敬拜主的方式，也

会用新的服侍呈现给基督和其他信徒。那种享受是我们现有的头

脑无法想象的。

现在我们认为现代的科学技术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神

是我们所认识的最伟大的建筑师、发明家、教师、艺术家、音乐

家、牧师（或任何你能想出来的有创造力的人）。记住，在天堂

中没有令人厌倦的事。

在整个永恒中，我们会一直唱一首得赎的赞美诗（启14:3）。

我不禁想到一首赞美诗的歌词:“得赎的我啊，多想大声宣告我的

得赎！我被羔羊的宝血赎回，我被他无限的怜悯赎回，我永远都

是他的孩子……我思想那配得称颂的救赎者，我整天思想他。我

歌唱，因为我无法保持沉默。他的爱是我的诗歌。”（克罗斯比

（Crosby），1882）我们特别要大声呼喊那句话:“我永远都是他

的孩子。”

13.1.4	目标		
简述我们永恒的赏赐——被加

冕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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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3.2
恶人的最终归属

我们很容易想象下面的场面:	 神审判撒但和那些定意跟随撒

但的人。在末世，撒但被永远地扔进了火湖，也就是燃烧着的硫

磺，在那里他“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启20:10）。现

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被撒但欺骗的不信主之人的结局。

人在短暂的一生中放弃了认罪悔改、跟随基督，就会被神审

判，接受永远的刑罚，这公平吗？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人，以至

于有些人相信并教导普救论。普救论认为，地上的所有人，以及

撒但及其堕落的天使，都将最终得救。

为了回应这种错误的观点以及其他不符合圣经的关于“永远

刑罚”的教导，神召会已经公布了正式的立场宣言，题目为《永
远的刑罚》，参见《我们的立场:	 神召会的正式立场》。你还可以

登录神召会的网站http://www.ag.org查阅这份文件。下文中的观点

包括神召会立场宣言中的一些内容。

被基督审判

启示录20章5节提到死去的恶人复活。约翰强调了在大灾难中因

信耶稣而殉道之人的复活，他们因着为神作见证、拒绝敬拜敌基督

而殉道。“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20:4）。

直到那一千年结束了，其余的死人才复活。然而，他们复活并非要

和基督一同作王掌权，而是要因作恶受审判。

按照圣经的观点，我们将已经接受基督做个人救主的人叫

做义人，将拒绝基督的人称为恶人。然而，wicked这个单词，或

者作为名词“恶人”，或者作为形容词“邪恶的”，在新约圣经

中出现了不超过25次。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钦定版圣经的启示

录中，没有出现“恶人”这个词，在新国际版的圣经启示录中只

出现了一次（启2:2），而在启示录的预言性经文中没有出现这个

词。“evil”（邪恶）这个词在钦定版圣经的启示录中只出现了一次
（启2:2），“evil	 spirit”（邪灵）出现了两次（启16:3；18:2）。在

旧约圣经中，“恶人”指的是那些反对神并且行为邪恶的人。尽

管我们常常认为恶人与撒但很相像，但是在对恶人下定义时，这

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4.	 根据圣经为恶人下一个定义。

13.2.1	目标		
查验慈爱的基督所施行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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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13.2

启示录21章8节给恶人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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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就是把罪分等级，认为有些罪比其他的罪更严

重。大多数人会将卑鄙的、杀人的、不道德的、崇拜偶像的和行巫

术的列在众罪之前，说谎的和不信的紧随其后。但是胆怯的人如何

呢？这些害怕的人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他们缺乏信心。上文的有关经

文告诉我们哪些人与新耶路撒冷无份，他们受审判，结局是硫磺的
火湖。一位牧师说，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中被定罪的包括:	罪恶极

重的、自义的、未接受基督的、从没听过福音的（尽管他们的刑

罚不太严厉）和教会中未得救的（罗格斯（Rogers）	 2004，233-

234）。罪恶极重的无疑是恶人，但神将自义的人、未接受基督的

和教会中未得救的也列入其中。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成为他

们中的一员!

神的愤怒和神的爱都是神的基本属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

地从这两个属性中做出选择——是选择被爱，还是选择做神愤怒

的对象？人选择了什么，就会得到什么。神是爱，但他也恨恶邪

恶。他属性中的公义决定了他要惩罚邪恶，而不是喜悦邪恶。他

爱罪人，但恨恶罪。当罪人请求神的饶恕时，通过基督十架的死

和复活，神涂抹他一切的罪并不再记念它（赛43:25）。但是，

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神的饶恕和拯救，罪就永远存在。神不愿意

任何人灭亡，他给了每个人一生的时间，等待他们来接受他的恩

典。但是，如果神始终不见罪人悔改，神的愤怒是确定无疑的。

“生命册”，也称为“羔羊生命册”（启21:21），记载了所

有来到基督面前、认罪悔改、罪得赦免之人的名字。每当一个罪

人接受基督作救主的时候，就像一首古老的诗歌所唱的那样:“一
个新名字被写在了荣耀中。”	 基督对撒狄教会中每个得胜的基督

徒应许说:“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

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启3:5）这卷书也是神在白色大宝

座前严厉审判罪人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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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3.2
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

耶稣是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审判官。“他（神）已经定了日

子，要藉着他（基督）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

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徒17:31）耶稣亲口说:“父

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

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约5:22-23）

白色大宝座审判的地点既不在地上也不在天上。当约翰所

看到的“一个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启21:1-2）的景象

一过去，天地就都消失了。当基督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完恶人之

后，旧天旧地就马上消失了。新天新地中没有邪恶，撒但及其同

党被永远囚禁在火湖中。被罪污染了的旧天旧地消失了，取而代

之的是没有罪的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的另一个宝座上，基督

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21:5）

历世历代不信主耶稣的死去之人将要复活，站在白色大宝座
前，接受基督对他们的判决:	 永远待在火湖里，不得释放。他们

将与撒但、与撒但一同堕落的天使、敌基督和假先知一同永远待

在火湖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如果你的名字不在生命

册上，判决的结果就属第二次的死——永远的刑罚。有些人可能

想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

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太7:22）但是，只要他们在世的时候

没有真正接受基督做自己的救主，无论他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重

要与否（在高位还是低位），都要站在那位严厉的审判官面前。

人若从宣判中得知自己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他们或许就会听到

一个声音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

吧！”（太7:23）这样的场景应该促使每位信徒省察自己为神的国

度做工的动机。白色大宝座前审判的悲惨情形应该促使每位信徒

都问问自己:“主啊，你认识我吗？”

当这一课程接近尾声之时，我们还有一个两层含义的使命需

要完成。第一，神通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也是今天对我们

要说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利

19:2）彼得前书1章15-16节重复了这一命令:“那召你们的既是圣

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

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学习圣经预言时，应该强调神

这一命令的重要性。

4.	 为什么天地都从坐在白色大
宝座上的审判官面前逃跑了？

13.2.2	目标		
描述白色大宝座前审判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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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13.2
19世纪早期的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写了一首名为《世界于我，多于所需》的十四行诗。他认为每个人

都要归回简单的生活方式，回到最原始的生活状态中。如果两百年

之前就有这样的信息，那么在这个科技发达、生活便利的世代中，

我们必须付出多少努力来持守我们的属灵生活啊？今天神对我们要

说的话和他以前对以色列人讲的话语是一样的，他是昔在、今在、

永在的神。

第二是大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霍顿（Horton	 1991）描述了失丧之人的最终命运，他的描

述应该激励我们传福音:

“圣经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们，失丧之人的最终命运远比我们

想象的可怕。他们的最终下场是灾难、痛苦、哀哭和咬牙切齿（太

22:13；25:30；罗2:9）。有火炉（太13:42，50），落入其中的永不

得救，其结局是永远的灭亡（帖后1:9）。从其性质上说，那火是不

灭的（太9:43），那折磨人的烟将永不止息，所以人在其中将不得

安息（启14:11；20:10）。毫无疑问，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样，落入

永生神的手中是非常可怕的（来10:31）。”（304-305）

愿神赐给你渴慕圣洁生活、愿意讨神喜悦的心。愿神赐给你

负担，愿你能向邻舍、亲朋好友以及全世界失丧的人广传福音。

愿神大大地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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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验

1.	 为什么整本圣经中只用两章阐述永恒？
（1）因为永恒是简单、有规律、不断重复的活

动，所以不需要用更多的篇幅来讲。

（2）恶人永恒的命运不应该被更多地关注。

（3）对新耶路撒冷进行更多的细节描述没有意

义。

（4）圣经的目的是鼓励人现在过圣洁的生活。

2.	 为了给新天新地让位，现在的天地会怎样？
（1）它们会逐渐得到洁净复原，并且变成完美的

天地。

（2）地被天吞没，二者皆消失在宇宙的尽头。

（3）当灼热的火将其中的物质烧化以后，它们就

被摧毁了。

（4）当天体变暗的时候，地变成了固体的冰。

3.	 在千禧年末期，撒但会怎样？
（1）他马上从无底坑中被转移到火湖中。

（2）他从无底坑中被释放，最后一次遍地行骗，

试验众人。

（3）他再次被允许来到神面前控告圣徒。

（4）他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他的邪恶势力在各各

他已被神摧毁了。

4.	 为什么无所不能的神允许撒但将邪恶带入了神的
受造物中？对这个问题可能的解释是什么？
（1）神赋予人以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也是撒但行

恶的机会。

（2）实际上，当神创造撒但的时候就创造了邪

恶。

（3）神知道，当人看到撒但的邪恶时就更加会选

择神。

（4）出于对撒旦的尊重，全能的神选择了自限。				

5.	 为什么新耶路撒冷没有殿？
（1）神的百姓将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敬拜

他。

（2）旧约圣经中和殿有关的仪式都不存在了。

（3）神和那羔羊就是殿。

（4）不用牲畜献祭就不需要殿。

6.	 长、宽、高有1	380英里的新耶路撒冷将是
（1）一个立方体。

（2）一个立方体或金字塔。

（3）一个金字塔。

（4）在一个球体里面有立方体。

7.	 普救论相信:
（1）宇宙将是神永远的居所。

（2）火湖就是那永远捆绑撒但的地方，不是在宇

宙中。

（3）当撒但被永远捆绑的时候，受他欺骗的人将

得救。

（4）每个人最终都会得救，包括撒但及随其堕落

的天使。

8.	 在末世的审判中，怎样确定某个人是恶人？
（1）生命册上没有他（她）的名字。

（2）神知道他（她）的心，并且宣告他（她）是

义人还是恶人。

（3）所有人都犯了罪，但宣告自己是信徒的人不

会被当做恶人。

（4）只有接受了兽的印记的人才被当做恶人。

9.	 天地都从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审判官面前逃跑
了，这位审判官是
（1）父神。

（2）耶稣基督。

（3）圣灵。

（4）三位一体的神。

10.	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发生在哪里？
（1）地上。

（2）天上。

（3）既不在地上，也不在天上。

（4）既在地上也在天上。

圈出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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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题

以下一些问题可能涵盖了本教材讲授内容的补充信息。这些问题旨在启发大家对课程之外的内容有一些思考。

1.	 为什么神要释放撒但，让他带更多的人走向毁灭？

2.	 基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
生命的水喝。”这话是什么意思？

3.	 描述新耶路撒冷将来的荣耀时，作者提到了哪些地上的事物？

4	.	 根据圣经，为恶人下一个定义。

5	.	 为什么天地都从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审判官面前逃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