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人？愚昧人？

•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
家。（传道书7：4，和合本）

•智者的心思考生死大事，愚人的心只顾作乐。
（传道书7：4，当代版）

•A wise person thinks a lot about death, while a fool 
thinks only about having a good time. （N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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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主日信息：

“㇐生两死”与“两生㇐死 ”
10/10/2021

路加(2211/10/20211福音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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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两死 (不信耶稣，没有重生的人）

如果你只出生过一次，那么就会死两次。

1. 唯一的出生是众所周知的自然出生，属地的，从
肉体的出生.。（可称为地生，肉生）

2. 第一次的死是肉体的死，就是肉体和灵魂的分
离.。

3. 第二次的死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永远的沉
沦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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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20：11-15 当代版
我又看见㇐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那位。在祂面前，
天地都逃避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12我又看见死去的人，
不论尊卑老少，都站在宝座前面。案卷都展开了，另有㇐
卷，就是生命册也打开了。死去的人都要凭案卷中有关他
们行为的记录受审判。 13海洋、死亡和阴间都交出了它们
里面的死人，使他们按着各人的行为受审判。 14之后，死
亡和阴间也被扔进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15名
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扔进火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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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21：5-8 和合本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
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6他又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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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得胜的，必
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8唯有
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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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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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灭亡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可9：48

•我已经多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着泪提醒你们：
有许多人行事为人与基督的十字架为敌。 19他们
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
只想着地上的事，他们的结局是灭亡。腓3：18-19

•沉沦（和合本）= 灭亡（当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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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后书3：3-7 当代版
最重要的是，你们要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必出现喜欢冷嘲
热讽、为所欲为的人。他们说： 4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
里？从我们的祖先长眠地下直到现在，万物依旧与创世
之初㇐样。” 5他们故意忽略：太初，上帝凭口中的话语
创造了诸天，并借着水从水中造出了地； 6后来，那个
世界被水淹没而毁灭了。 7同样，现在的天地要凭上帝
的话语存留到不敬虔的人被审判和毁灭的日子，那时天
地要被火焚烧。 7



两生一死（重生，相信基督耶稣之人）

你如果出生过两次，那么只会死一次。
1. 第一次出生是自然出生，属地的，从肉体的出生.。
（可称为地生，肉生，与他人一样）

2. 第二次出生（重生）是超自然的，属天的，从圣灵
生的。（可称为天生，灵生，只有蒙拣选，相信基督
耶稣的重生之人）

3. 重生之人只有地上肉体（帐篷）的死，肉体一死，灵
魂就会在乐园里，与主同在，好得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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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书1：3-4 当代版
3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祂有无
穷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获
得重生，有活泼的盼望， 4可以承受那不会朽坏、
没有污点、不会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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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37：1-6 当代版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把我带到㇐个山谷，那里遍地
都是骸骨。 2祂领我环绕那些骸骨走了㇐圈，我见到谷
中枯干的骸骨相当多。 3祂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
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只有你知道。” 4祂又
对我说：“你对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骨啊，你们要听耶
和华说的话！ 5主耶和华说，我要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必复活过来。 6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出
肉，再包上皮，将气息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复活了。
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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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37：7-10 当代版

7于是，我便按耶和华的吩咐向枯骨发预言，我正
说预言的时候，忽然有震动的声音，骨头便连在
了㇐起。 8我又发现骨头上有了筋，长了肉，包上
了皮，只是还没有气息。 9耶和华对我说：“人子
啊，你要向风[灵的意思]说预言，告诉风，主耶和华
这样说，‘风啊，从四方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
身上，使他们复活。’” 10于是，我便按耶和华的吩
咐说预言，气息就进入他们里面，他们便复活了，
并且站立起来，成为㇐支大军。



12

哥林多前书15章当代版

35或许有人会问：“死人怎样复活呢？复活后会有
怎样的身体呢？” 36无知的人啊！你们种下的种子
必须先死，然后才能生长。 37而且，你们种下的并
不是那将来要长成的形体，仅仅是种子，或麦种，
或其他种子。 38上帝按自己的旨意赐给种子形体，
每个种子都有自己的形体。 39血肉之体各不相同，
人、鱼、鸟、兽都各有不同的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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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15章当代版

42死人复活也是同样的道理。种下去的会朽坏，
复活的不会朽坏； 43种下去的是羞耻的，复活的
是荣耀的；种下去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刚强
的； 44种下去的是血肉之躯，复活的是属灵的形
体。既有血肉之躯，也必有属灵的形体。 45圣经
上也说：“第㇐个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但末后
的亚当是赐人生命的灵。 46先有的不是属灵的形
体，而是血肉之躯，以后才有属灵的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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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15章当代版

47第㇐个人亚当来自地上，是用尘土造的，
但第二个人基督来自天上。 48尘土所造的那
位是什么样，属地的人也是什么样；从天而
来的那位是什么样，属天的人也是什么
样。 49我们既然有属地的形象，将来也必有
属天的形象。50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血
肉之躯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身体也
不能承受永不朽坏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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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15章当代版

51听着，我要告诉你们㇐个奥秘：我们并不是都要
死亡[希腊文是“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52就在㇐刹
那，眨眼之间，最后的号角吹响的时候。因为号
角㇐吹响，死人就要复活成为永不朽坏的，我们
也要改变。 53那时，这必朽的身体要变成不朽的，
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 54当这㇐切发生的时候，
就应验了圣经上的话：“死亡被胜利吞灭了。”



重生 (born from above, 从上面而生）

约翰福音3：3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从上面而生“），就不能见 神的国。”
5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
圣灵生的，就不能进 神的国。
水：洗礼；神的话语；从天降下的耶稣基督，浇灌
下来的恩典，out-pouring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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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3: 6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7我
说你们必须重生（born from above, 从上面而生）
6 Humans can reproduce （生殖，繁衍） only human life, 
but the Holy Spirit gives birth to spiritual life. NLT
•人无论回母腹再生多少次，仍然是肉身，无法改变其败坏堕落的
本质；人所需要的是在灵性上重生，而不是肉体上再生㇐次或者
多次。
•「从灵生的，就是灵」，前面的灵是指圣灵，后面的灵是指人的
灵。圣灵是赐生命的灵，祂让人知罪、悔改，祂更新人改变人。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以弗所书2:1
•愚昧人重复做愚昧之事，就如狗转过来吃自己所吐的。箴言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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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 “信”字原文是「信入」，是现在式，表示持续的状态。真实
的相信乃是归入基督里面，而且一直、持续地相信，不是一
时的，不是一事的。

• “灭亡”在原文并不含丧失知觉或停止知觉活动的意思，圣经
里面所谓「灭亡」的刑罚，是有痛苦知觉一直到永远的。

• 马太福音6：10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

• 启示录22：5：b 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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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3：17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
罪[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 主耶稣第一次降世不是为了审判人，而是为了拯救人。当祂第
二次再来的时候，天父就将最后审判的责任交给了祂。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
里。 47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 (do not 
judge that person)。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did not come to 
judge)，乃是要拯救世界。 48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
人，有审判他的(will be judged, will judge)，就是我所讲的
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约翰福音12: 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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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3：18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
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19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
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18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

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19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光来到世间，世人不爱光倒爱黑暗，因自己的行
为是恶的。英文版翻译



结论

•一生两死：如果你只出生过一次，那么就会死两次。

•两生一死：你如果出生过两次，那么只会死一次。
约翰福音11：25耶稣对她（门徒马大）说：“复活在我，生
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26凡
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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