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课   死后如何 
 

在本课你将学习到: 
    死后又怎样？ 
    天堂与地狱是怎样的？ 
    你的选择究竟有多重要？ 
    你如何才可以上天堂？ 
 

一、 死后又怎样？ 
 

暂时的情形 
 
    当你死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的灵魂会离开身
体，你的身体将留下，就像它来到世上时一样。 
    假如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你的救主，你的灵魂便
在天堂与祂同在，假如你拒绝祂赐予你的永生，你便会落
到地狱去。 
    路加福音 16：22-23“ 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
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
阴间受痛苦” 。 
    当我们说“ 死亡” ，我们只是指身体而言，到复活的
时候它仍要起来的，灵魂却不会睡觉，它常是醒着的。我
们的身体就像一座房子，我们的灵魂之离开就像搬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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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是搬到一个更美之家。 
    哥林多后书 5：1-8“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
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
屋。我们……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 
复活 
 
    耶稣可能很快就要为那些属祂的人再回来，那时，百
合花怎样从球茎脱颖而出，你的灵魂也要带着荣耀的身体
复活过来。 
    约翰福音 11：25“ 耶稣对她说：‘ 复活在我，生命
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 。 
    哥林多前书 15：42-43“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
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
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 。 
    腓立比书 3：20-21“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
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
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
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 
 
背熟它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17“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
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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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一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
和主永远同在” 。 
 
基督审判的宝座 
 
    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会根据我们在地上做的事及其动
机来审判我们。我们若忠心事奉祂便会得到赏赐，神会在
祂永远的国度里，给我们责任，也享有权利。 
    哥林多后书 5：9-10“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
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
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
受报” 。 
 
千禧年 
 
    经过这第一个审判后，耶稣要同跟随祂的人重回到地
上，囚禁撒但一千年。 
    耶稣要建立祂的国度，统管全地一千年，这期间四境
升平，百物昌盛，猛兽能和平共处，也不伤人。我们称它
为千禧年。 
    启示录 20：4“ ……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
一千年……” 。 
    以赛亚书 11：6“ 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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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它们” 。 
    以赛亚书 35：1，5，10“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
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
子的耳必开通；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
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
叹息尽都逃避” 。 
 
未得救者的复活与审判 
 
    千禧年之后，是基督与撒但 后之一战，魔鬼被扔在
火湖里。之后那些不肯接受神救恩的人都要活过来，接受
审判，那些宁肯跟随撒但不听从神的人都要受刑罚，进到
为撒但预备的地方去。 
    启示录 20：11-12，15“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与坐在上面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
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
判。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 
 
在永远的光景 
 
    那些公义的(即与神相合，作祂儿女的)要永远地享受
神为他们预备的一切，但拒绝祂救恩的，却要永远地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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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绝了。 
    马太福音 25：46“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
要往永生里去” 。 
 
习题 
1.当神的孩子离世后，他们的灵魂要去天堂_____地狱
_____。 
2.凡没有接受神救恩的计划的都要到天堂_____ 地狱
_____。 
3.死亡是指灵魂_____身体_____暂时的情形。 
 

二、 天堂与地狱是怎样的？ 
 

    你永远的归宿必是二者之一，不是天堂便是地狱。“ 地
狱” 一词是包括了阴间和火湖。 
 
    地狱                         天堂 
  与神永隔                     与神同住 
马太福音 25：41“ 你        约翰福音 14：2“ 在我父 
们 这 被 咒 诅 的      的 家 里 有 许 多 住 处 ；           
人，离开我”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   
                          方去” 。 
                         启示录 21；3“ 看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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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  
                         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 。 
    凡是善的都是从神而来，与祂同在便有光明，生命，
美丽与快乐。若与祂相离，只有黑暗、痛苦、悲伤与死亡。 
  
    地狱                        天堂                
      痛苦                      永远的福乐 
        
路加福音 16：23-24“ 他       启示录 21：10，11，               
在阴间受痛苦……就喊        16，18“ 圣城……有                 
着说：‘ 我在这火焰里，      神的荣耀，那城共                   
极其痛苦’ ”                 四千里，长宽高都是                 
马太福音 25：30“ 把          一样……城是精金的”              
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          启示录 22：5“ 不再                 
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        有黑夜……因为主神                 
哀哭切齿了”                 要光照他们，他们要                 
启示录 20：10“ 他们必        作主，直到永永远远”              
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        启示录 21：3-4“ 神                  
远远”                       的帐幕在人间，神要                 
                            亲自与他们同在，作  
                            他们的神，神要擦去  
                            他们一切的眼泪，不 
                            再有死亡，也不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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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哀、哭号、疼痛”  
 
    现在让我们想想当我们选择永远的归宿时，将会有什
么样的友伴邻居。 
 
      地狱                   天堂 
                         
马太福音 25：41“ 你们      约翰福音 14：1-3“ 你              
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    们心里不要忧愁…我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      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                 
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方，就必再来接你们                 
启示录 21：8“ 惟有胆怯     到我那里去；我在那                
的、不信的、可憎的、      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              
杀人的、淫乱的、行邪      希伯来书 12：22-23“               
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 
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    永生神的城邑，就是 
着硫磺的火湖里”           天上的耶路撒冷，那                 
                          里有千万的天使，有 
                          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  
                          会所共聚的总会，有 
                          ……被成全之义人的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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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你的选择究竟有多重要 
    别埋怨神把人送到地狱去，祂想万人得救，但人人得
自己作个决定：天堂呢？还是地狱呢？ 
    申命记 30：19-20“ 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因为
他是你的生命” 。 
    无论你拣选地狱或天堂，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别人，他
们会跟着你走。想想你的家人朋友吧！你要领他们到哪里
呢？ 
 
习题 
    你要为了神差遣耶稣来救你而感谢祂，你的亲友正走
向灭亡的路，快为他们祷告，求神加给你力量劝导他们，
领他们归回救主去。 
 

四、你如何才可以上天堂？ 
 

    你若想引领别人到天堂，首先要弄清楚你已是否已走
在天路上。 
 
离开岐途 
 
    我们一直走在远离神，朝着地狱的、罪恶的路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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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离开恶行，决志听从神，跟随祂的道路，我们要为着
以往的叛逆求祂赦免，这就是悔改，引往天路的第一步。 
    我们要认清以往有什么地方得罪人，亏欠人，然后尽
你可能的偿还他。我们也要饶恕仇敌，有对不起人的求人
宽恕，有偷窃的要偿还，当我们向神悔改时，神就会宽恕
我们并帮助我们。 
 
背熟它 
    约翰壹书 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 
    约翰壹书 3：9“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
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 
 
认识正路 
 
    神已经给了你地图——圣经，它说耶稣基督就是那道
路。 
 
背熟它 
    约翰福音 14：6；6：37“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到我这
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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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正路 
 
    那就是说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你个人的救主，生命的
主，你要全然接受祂，相信祂，并跟从祂。 
 
背熟它 
    使徒行传 16：31“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
都必得救” 。 
    约翰福音 20：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基
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
生命” 。 
 
跟随耶稣，矢志不渝 
 
    在你有生之年，永远跟随祂，祂会在你读圣经与祷告
中引导你。 
    彼得前书 2：25“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
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 
 
习题 
上面各步骤你已实行了吗？若没有，现在该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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