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2015年 四⽉月5⽇日 

復活節特別講章:  

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 他的⾁肉身也不⾒見朽壞 (1)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經⽂文 
詩篇16:10節:「 祢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祢的聖者⾒見朽壞。」 
使徒⾏行傳2:30-32節:「30⼤大衛既是先知, ⼜又曉得上帝曾向他起誓, 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
的寶座上, 31就豫先看明這事, 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 他的⾁肉⾝身也不⾒見朽
壞。』32這耶穌, 上帝已經叫他復活了, 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 
約翰福⾳音16:28節:「我從⽗父出來, 到了世界; 我⼜又離開世界, 往⽗父那裏去。」 

李貞受洗
李貞於上週受洗, ⾝身為她主⽇日學的⽼老師們收到昔⽇日播種的果實, 她也⾃自國⼆二時忠實地參加主⽇日
崇拜⾄至今有三四年的時間, 故她決定受洗完全出於她⾃自⼰己的意願。

前⾔言: 李光耀的⽣生死觀
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先⽣生於3⽉月23⽇日辭世, 他的成就沒有⼀一個⼈人可以否定之。然, 根據2013年
出版的「李光耀觀天下」之<論死亡與腐敗>⼀一⽂文中顯出他的⽣生死觀卻是天真的。李先⽣生說, ⼈人
死後就不存在了, 所以, ⼈人死後是不會到所謂另⼀一個世界去, 因為沒有另⼀一個世界的存在。李先
⽣生⼜又說, ⼈人有來世觀念只不過使那⼈人⼼心裏更有安全感罷了。李先⽣生這樣的觀念⼀一如「⼈人死如燈
滅」, 他極⼒力壓抑⼼心中那上帝的意識, 拒絕承認上帝必審判, 當然, 復活節的信息也不吸引他。

「無懼於死」是多麼地令⼈人動容, 或許讓⼈人感到灑脫乾脆, 但實際嗎? ⼈人無知無視於上帝, 就可
以因此逃脫上帝的⼿手? 上帝的權能是⼈人說祂有權能, 祂才有權能; 上帝的存在是⼈人說祂存在, 祂
才存在? 當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李光耀夫婦將懊悔⾃自⼰己曾拒絕福⾳音。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喪禮中的的第⼀一句話是「⽗父親去世的這⼀一星期是新加坡⿊黑暗的⽇日⼦子」, 他
只能⾔言及新加坡, 但耶穌的死卻是關乎全⼈人類的。3⽉月29⽉月之喪禮聚集多國政要致哀及數⼗十萬
⼈人送喪, 但耶穌死時, 百姓不是哀戚, ⽽而是⾼高興這位褻瀆上帝的⼈人死了。 然, 耶穌的死卻是永垂
不朽, 年年皆有⼈人記念。詩篇22:30節⾔言:「他(基督)必有後裔事奉他, 主所⾏行的事必傳與後代」, 
請問各位, 世上誰有如基督這樣的氣魄?

基督復活的⽉月⽇日時的意義
基督復活發⽣生在上帝定⼀一年的頭⼀一個⽉月的尼散⽉月(出12:2), 即我們今⽇日採⽤用的陽曆的三、四⽉月
間。「尼散」的意思是, 那溫暖季節孕育下之果實已然熟成, 可以供⼈人⻝⾷食⽤用; 這象徵著教會經歷
了寒冬, 基督的死裏復活帶給教會春天般的⽣生命, 進⼊入了上帝恩典的新年。基督乃是在⼀一週的
第⼀一天復活, 聖經稱⼀一週的第⼀一天為「主⽇日, the Lord’s day」(啟1:10), 表⽰示喜樂的⽇日⼦子從此開
始了。基督在主⽇日陽光出來的時刻復活, 這是拂曉的第⼀一個⼩小時, 顯出他是晨星(啟22:16), 意謂
著⿊黑夜已被吞噬, 新的⼀一天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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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迦書4:2節因此寫著:「...來吧! 我們登主的⼭山, 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將祂的道教訓我們, 我
們也要⾏行祂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 主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撒迦利亞因此說, 基督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 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路1:79)

主⽇日
所以, 主⽇日不是週休⼆二⽇日的第⼆二⽇日, 不是⼯工作六天後的安息⽇日, ⽽而是有盼望, 有能⼒力地⾯面向未來
⼀一週的挑戰。主⽇日必須要有上帝的道, 訓誨, ⾔言語, 使我們⾛走在平安的路上。

基督死與復活之間
我們知道基督在週五下午三時死了, 也知道基督在主⽇日的凌晨復活了, 但我們卻不常注意聖經
如何記述基督死與復活之間那三天的事, ⽽而那些經⽂文是我們熟悉的, 也就是今天所讀的經⽂文。
天上與地下的相對
⾸首先, 我們當有⼀一個基本概念, 須知聖經是如何界定這個世界? 聖經將世界分為天與地兩部份, 
上⾯面的部份叫做天上(天堂, heaven), 下⾯面的部份叫做地下(the lower part of the earth)。復活
的主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太28:18), 主⼝口中的「所有的」就是全世界, ⽽而
「所有的」乃分為天上和地下兩部份。
上帝的智慧顯在祂對真理的⾃自知。對我們⽽而⾔言, 上帝的知識就是我們的真理, 祂真理⾃自知的分
享就作成啟⽰示, 使我們能知祂。因此, 舊約先知與新約使徒必然因基督這真理的分享, 其世界關
亦是如此地分天上與地下了部份。
以賽亞書44:24節, 約翰福⾳音3:31節
以賽亞書44:24節說:「諸天哪(heavens)! 應當歌唱, 因為主做成這事。地的深處啊(the lower 
part of the earth)! 應當歡呼, 眾⼭山應當發聲歌唱。」(注意紅字)請注意這節經⽂文之「諸天」與
「地的深處」的相對, 地有眾⼭山, 樹林等屬於地上之物, 這些乃相對於天。約翰說:「從天上來的
是在萬有之上, 從地上來的是屬乎地, ...。」(約3:31)(注意紅字) 舊約先知與新約使徒觀念中的
世界就是分天上和地下兩部份。
在此需提醒⼀一事, 我們乃被造於地。⼤大衛說:「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處被聯絡」(詩139:15), 
所以我們乃受造於地下, 靈魂與⾝身體皆在⺟母腹中受造。我們不是在世界未有以先就存在, 我們
也不是先被造於天, 然後才在地上賦與⾝身體。

地下與地底下的相對: 以⻄西結書26:20節
聖經除了將地下相對於天上, 聖經還有另⼀一個相對, 就是地底下相對於活⼈人住的地上。以⻄西結
書26:20節說:「那時, 我要叫你下⼊入陰府, 與古時的⼈人⼀一同在地的深處, 久已荒涼之地居住, 使你
不再有居⺠民, 我也要在活⼈人之地顯榮耀。」這裏的「地的深處」乃相對於「活⼈人之地」, 與「下
⼊入陰府」是同義詞, ⽽而陰府就是死⼈人在地底下的埋葬地。請讀以⻄西結書31:14節,「它們在世⼈人
中, 和下坑的⼈人都被交與死亡, 到陰府去了。」這樣, 活著的⼈人是住在地上, 死的⼈人乃是在地下, 
這地下是死亡之地, 是埋葬死⼈人的地⽅方。

簡⾔言之, 聖經的「地的深處」或說「地下」有兩個相對: 當相對於天上時, 指的是活物居住之地; 
當相對於地上時, 指的是死⼈人埋葬的地底下。

基督的降下, 到了世界
有了以上這基本認識之後, 我們再看基督的降下。保羅說, 基督「既說升上, 豈不是先降在地下
麼?」(弗4:9) 主耶穌說:「我從⽗父出來, 到了世界; 我⼜又離開世界, 往⽗父那裏去。」(約16:28) 保
羅說的「降在地下」就是基督說的「到了世界」, 兩者的意義就是舊約之「地的深處」, 指的
是基督整個的降卑歷程, 從他的出⽣生, 到他的死與埋葬。基督從在天上的⽗父那裏出來, 披戴⾁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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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地上, 這是⼀一種降在地下; 不僅如此, 基督順服⽗父, 死在⼗十字架上, 由兩位⾨門徒埋在墳墓裏, 
這是另⼀一種降在地下。
降在陰間
創⽴立於1582年的英國愛丁堡⼤大學第⼀一任校⻑⾧長Robert Rollock (1555-1599)曾考察使徒信經之
「降在陰間」⼀一詞, 發現這詞並未出現在古⽼老信經中, 因聖經沒有「基督降在陰間」這樣的話。
但因這詞有其歷史淵源, 故他並未採取去踢除之的態度, 反倒要基督徒理解「陰間」的意義就
是埋葬死⼈人之處。詩⼈人說:「死亡的繩索纏繞我, 陰間的痛苦抓住我。」(詩116:3) 啟⽰示錄20:13
節說,「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所以, 降在陰間就是死亡。

基督的⾝身體不⾒見朽壞
⼈人的死, 按時間⽽而論, 他的靈魂先離開⾝身體, 然後⾝身體才被埋在墳墓裏。所以, 先知⼤大衛與使徒
彼得論基督的死, 皆先說靈魂部份,「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 再說⾝身體部份,「他的⾁肉⾝身也不⾒見
朽壞」(詩16:16; 徒2:27; 31b)。

我先講⾝身體部份。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這死的實際從他的⾝身體被埋葬得以印證。希伯來⽂文與希
臘⽂文的「墳墓(前為Schoel, 後為Hades)」⼀一字的意思是, 那⼈人在墳墓裏呈死亡狀態。詩篇
141:7節說:「我們的⾻骨頭散在墓旁(Schoel)」; 猶⼤大⺩王希⻄西家患病痊愈後就作詩說:「正在我中
年之⽇日, 必進⼊入陰間的⾨門, 我餘剩的年歲不得享受。」(賽38:10) 他指他⾃自⼰己曾在死⼈人的⾏行列
中。所以, 耶穌的⾝身體被葬埋在墳墓裏, 就是指他在死亡狀態。

但聖經說到, 主的⾁肉⾝身被埋在墳墓裏時不⾒見朽壞, 這怎麼回事? 所有關於耶穌的死與埋葬的名畫
皆呈現耶穌的⾝身體是完好, 沒有顯著的鞭傷。但, 誰⼜又能畫出⼀一個遍體有鞭傷的⾝身體? 誰⼜又能重
建⼀一個⼈人被鞭打, 被釘, 死後⾝身體有⾹香料包裹著, 埋葬, 然後第三天將之移出, 看看屍體腐壞的程
度? 依常理判斷, ⼀一個遍體有鞭傷的⾝身體, 即便有⾹香料塗抹全⾝身, 還是難以阻擋腐朽的速度。所
以, 基督⾝身體不⾒見朽壞的最重要原因是上帝的應許, 祂不叫祂的聖者⾒見朽壞(詩16:10b), 也就是, 
上帝的能⼒力覆庇基督受鞭傷的⾝身體不朽壞。

基督的靈魂不撇在陰間
耶穌是⼈人, 他有靈魂與⾝身體, 他的⾝身體被埋葬在墳墓裏, 那耶穌的靈魂必不在墳墓裏, 因靈魂若
還在墳墓裏與⾝身體⼀一起, 那就不叫做死的狀態。那基督的靈魂死後在何處呢? 基督在最後晚餐
時說:「我從⽗父出來, 到了世界; 我離開世界, 往⽗父那裏去」(約16:28b); 他在最後的禱告說:「⽗父
阿, 現在求祢使我同你享榮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 我同祢所有的榮耀 」(約17:5); 他在⼗十字架
上臨死之前, 說:「⽗父阿! 我將我的靈魂交在祢⼿手裏」(路23:46)。從這些話語中, 我們知耶穌的
靈魂離開⾝身體之後, 乃是直接升到天上, 回到⽗父那裏去。那裏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對⼀一旁信他的
強盜說的「樂園」(路23:43)。
羅⾺馬天主教的錯誤
於此, 羅⾺馬天主教的說法是錯誤的。他們說, 當耶穌的靈魂離開⾝身體之後, 即前往地下⼀一些地
⽅方。他到先祖被轄制的地⽅方, 釋放他們, 帶領他們進⼊入天堂; 也到被咒詛之⼈人所在之地, 告訴他
們永遠受刑罰; 甚⾄至到⻤⿁鬼魔所在的地⽅方, 告訴牠們他國度的權能, 他已經戰勝罪。

這是⼈人的臆測, 不是聖經所⾔言, 況且基督這樣做並不是合宜的, 或必須的。 若基督向信他的那強
盜說, 今⽇日要與他⼀一同在樂園裏(路23:43), 但⾃自⼰己卻去到地獄中, 這是不通的。再者, 司提反在
呼籲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時, 這話絕對沒有要降到地獄去的意念。同時, 我們也注
意到詩篇49:14節,「他們如同⽺羊群派定下陰間, 死亡必作他們的牧者」, 下陰間指死亡, ⽽而⽺羊群
的死亡只是曝其屍⾸首在草原上, 不會把它埋了, 故更不可能有滲⼊入被咒詛之⼈人所在的地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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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復活
說到這裏, 我們有了清楚的認識, 基督斷氣之時, 他的靈魂回到⽗父那裏去, 他的⾝身體由約瑟和尼
哥底⺟母從⼗十字架上⽤用細⿇麻布裹著, 並包覆著⾹香料, 再送往墳墓埋葬。

到了第三天基督復活的時刻, 因著上帝的無所不能, 將那已經沒有⽣生命的⾝身體頓時轉變成可接
受靈魂的⾝身體素質, 基督的靈魂於是從天上再次回到⾝身體裏, 即靈魂與⾝身體再次聯合在⼀一起。
基督說,「沒有⼈人奪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 也有權柄取回來。」(約10:18)(注
意紅字)。

⾨門徒所⾒見之復活的⾝身體已是榮耀的, 但還不是最榮耀的
然, 當基督復活還在地時, 他的⾝身體並未進展到那最完美的地步(腓3:21)。在那復活後的40天, 
基督縱使以優越的⾝身體之姿向⾨門徒顯現, 但那最完美的⾝身體狀態還是未完全顯現出來, 未如啟
⽰示錄1:13-16節所述的那樣。如果那時顯現出來的話, 必⼤大於摩⻄西所⾒見的光芒(林後3:7), ⽽而這是
⾨門徒沒有能⼒力得以直視的。
基督復活的⾝身體是榮耀的, 不朽壞的, 是屬靈的, 適合天國⽣生活, 不再需要地上的⻝⾷食物來維繫各
⽅方⾯面的功能。基督要求⻝⾷食物並不是因為他⾝身體上的需要有⻝⾷食物才能維持他各功能的運作, ⽽而是
榮耀光芒的隱藏作為(約21:5)。奧古斯丁說:「無法進⻝⾷食與需要⻝⾷食物同樣是復活⾝身體不完全的作
為。然, ⼤大⽔水被乾燥的⼟土地所吞⻝⾷食, 與⼤大⽔水被太陽炙熱的⽕火焰所吞⻝⾷食是不⼀一樣的, 前者出於需要, 
後者出於能⼒力。」 奧古斯丁這句話的意思是, 主復活後的進⻝⾷食動作不是出於需要, ⽽而是⼤大能的
展現; 那被吞下的⻝⾷食物, 不是被胃給消化掉, ⽽而是被吸收, 正如⽔水份被太陽給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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