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中英對照) 附經文 第 32 章

第 32 章    論人死後的狀態和死人復活

Chapter 32

The State of Men after Death,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一、人的身體死後歸土，而見朽壞(a)。 但靈魂（既不死，又不睡眠）卻永存不

滅，所以立刻歸返賜靈的上帝(b)。義人的靈魂，既在那時在聖潔上得以

完全，就被接入高天，在榮光中得見上帝面，在那裡等候身體完全得贖(c)。
惡人的靈魂要被拋在地獄裡，留在痛苦與完全黑暗中，等候大日的審判(d)。
除此兩處以外，《聖經》並未言及靈魂離開身體，別有所歸。

1. After death, the bodies of men decay and return to dust(a), but their souls, which 
neither die nor sleep, having an immortal existence, return immediately to God, 
who gave them(b). The souls of the righteous are then made perfect in holiness and 
received into the highest heavens, where they behold the face of God in light and 
glory as they wait  for  the full  redemption  of their  bodies(c).  The souls of  the 
wicked are cast into hell, where they remain in torments and utter darkness as they 
are kept for the judgment of the great day(d). Scripture recognizes no other place 
except these two for the souls which have been separated from their bodies. 

(a) 創世記 Genesis 3:19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

於塵土。

使徒行傳 Acts 13:36
大衛在世的時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作：大衛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

睡了），歸到他祖宗那裡，已見朽壞；

(b) 路加福音 Luke 23:43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

傳道書 Ecclesiastes 12:7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c) 希伯來書 Hebrews 12:23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有審判眾人的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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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 II Corinthians 5:1、6、8
1 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

永存的房屋。

6 所以，我們時常坦然無懼，並且曉得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

8 我們坦然無懼，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

腓利比書 Philippians 1:23
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使徒行傳 Acts 3:21
天必留他，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就是神從創世以來、藉著聖先知的口所說的。

以弗所書 Ephesians 4:10
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約翰壹書 I John 3:2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

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

(d) 路加福音 Luke 16:23-24
23 他在陰間受痛苦，舉目遠遠的望見亞伯拉罕，又望見拉撒路在他懷裡，

24 就喊著說：我祖亞伯拉罕哪，可憐我吧！打發拉撒路來，用指頭尖蘸點水，涼涼

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焰裡，極其痛苦。 

使徒行傳 Acts 1:25
眾人就禱告說：「……叫他得這使徒的位分。這位分猶大已經丟棄，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猶大書 Jude 6-7
6 又有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主用鎖鍊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暗裡，等候

大日的審判。

7 又如所多瑪、蛾摩拉和周圍城邑的人，也照他們一味的行淫，隨從逆性的情慾，

就受永火的刑罰，作為鑑戒。

彼得前書 I Peter 3:19
他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裡的靈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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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末日還活著的人不死，卻要改變(e)；凡死了的人都必復活，帶著身體，這

身體性質雖異，卻是原來的同一個身體；不是另一個身體；這身體與靈魂再

度結合，直到永遠(f)。
2. At the last day those who are alive shall not die but shall be changed(e). All the 

dead shall be raised up with their selfsame bodies, and no other (although with 
different qualities), which shall be united again with their souls forever(f).

(e) 帖撒羅尼迦前書 I Thessalonians 4:17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

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15:51-5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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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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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要改變。

(f) 約伯記  Job 19:26-27
26 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

27 我自己要見他，親眼要看他，並不像外人。我的心腸在我裡面消滅了！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15:42-44
42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

43 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

44 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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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惡人的身體，將因基督的權能，復活受辱；義人的身體，將因基督的靈，復

活得榮，與基督自己的榮耀身體相似(g)。
3. By the power of Christ the bodies of the unjust shall be raised to dishonor. The 

bodies of the just shall be raised to honor by his Spirit and brought into conformity 
with Christ’s own glorious body(g).

(g) 使徒行傳 Acts 24:15
並且靠著神，盼望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就是他們自己也有這個盼望。

約翰福音 John 5:28-29
28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裡的，都要聽見他的聲音，就出

來；

29 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15:42-44
42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

43 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

44 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

體。

腓力比書 Philippians 3:21
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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