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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堂和下地獄的比例是1000比1 

Heaven and Hell  
By Rev。 Park， Yong Gyu) 
www.DivineRevelations.info/CHINA  

 

在1987年朴永固(Park, Yong Gyu)大牧師因高

血壓而死，但因上帝的恩典，他的生命被延長

20年。然而在開頭的前四年，因為他的體能狀

況差，無法說話；當他再活過來時，年約50

歲。當他死的時候，上帝向他顯示的天堂和地

獄的景象。 

 
我要你們知道，假如你是驕傲且自大的人，將會招咒詛上己身！ 我牧

養一間擁有5,000名會友的大型教會；但因著驕傲，我被上帝擊倒。現

在我變得更敬畏神。(雅 4：6) 

我過去擁有約一億五千萬美金的財產及五輛豪華轎車；但在我死又復活

的經驗後，我把這些全都給出去。請記得，救贖是藉著信心達成的，而

不是靠著你持有的財產。 現在我懇求執事、長老及教會各種幹部，能

全心全意地服侍你們的牧者們。 

 
1987年10月19日，我吃完午餐正在休息時，我開始感到極其難忍的疼痛，痛到令我覺得好像正要死掉

般；之後，我失去意識。四個月後，我像植物人般癱瘓的模樣醒來；醫生說我終將死去，因我身體各

個部份由於癱瘓而嚴重毀損；家人因我外觀恐怖駭人，從不允許會友訪視，然後我終於死去。 

 
當我死的時候，我看到兩人進入我的房間，但他們是穿越牆壁進我房間；我嘶喊著：『誰？ 你們是
誰？！你們這麼做，我的房子會崩塌粉碎。』其中一個說：『我們是從天堂下來的天使，是從上帝的
國度來的。』一道明亮光線從天使身上照射過來。 

 

我右邊的天使自我介紹說：『我是奉差為耶穌國度奔走服役的。他
命令我到世上來領你到天堂。如今你是死了，但你的家人極其悲痛
的為你哭求；主耶穌願意再給你多活些年日。目前，他要向你顯明
天堂和地獄的事。你要對世人做見證，但願經由你的見證，墜入地
獄的人數減少，而進天堂的人數大增；這將是你的使命。上帝指示
我們叫你不要拖延；否則你將不能訪視天堂和地獄了。』 

 

然後我左邊的天使說：『打從你一出生直到死亡，我都跟你同在。』在那時候我不了解天使的意思，

現今我知道了，他是我的守護天使。但我說：『我不能去！ 我不願意去！我是個牧師，我不能夠用這
麼差的身體狀況見主，我要用健康人的狀態來見主。我或許將受到主耶穌更多的斥責，而不是誇獎。
我既驕傲且自大，現在我被疾病所咒詛，我怎能進天堂呢？我真害怕！請回天堂，並求主醫治我；然
後回來，在我睡夢中帶我去天堂。請代替我主求主憐憫我吧！ 』 

 

但是，天使不聽我的抗議。他們脫掉我的衣服，並說這些都太髒

了，污穢到不能穿到天上去。他們之後為我穿上長袍。(亞 3：4) 

http://www.divinerevelations.info/China/Translation.htm
http://www.divinerevelations.info/CHINA
http://holybible.com.cn/james/4-6.htm
http://holybible.com.cn/zechariah/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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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抓著我的手，我們直接飛向天堂。穿過雲層時，我往下看地球變得越來越小。他們讓我走近一條

無盡頭的黃金大道，我看到一道閃耀的光，亮到無法直視。我說：『這光是從哪裏來的？ 』天使答

說：『它從天堂而來。』 

 

我想著：『哇！真是龐大的一群。』因我看到成群的人們，穿著白袍飛向前頭。我問說：『他們是
誰？ 』 

天使答說：『他們是那些曾忠心服事上帝、且藉全然順服聖靈引導來信靠耶穌的人。他們的身體已在
地上死了，他們的靈魂現在朝向天堂而來。』 

 

另一個天使繼續說：『天堂有12個大門，一個得救的靈魂來到天
堂，必須從當中的一個大門進入。』我們站在南邊大門，但門還

是關著；當我們等待時，我問天使：『為什麼這門不打開呢？ 』 

天使回答說：『那是因為你沒有唱天堂敬拜詩歌。』(詩 100：4) 

我問天使們：『我過去非常傲慢，而結果被疾病所咒詛；我連地
上的敬拜詩歌都唱不好，怎麼會唱我未曾聽過的天堂敬拜詩歌
呢？ 』 

天使回答說：『你說的沒錯，但你仍然須預備自己來敬拜。你雖
是驕傲，仍可預備去唱。』 當天使開始唱起來時我跟著唱，這樣

我越唱越自然，然後我們就進去了。 

 

天堂的景象是難以用世間辭彙來描述的。我說：『主啊！非常感謝祢。儘管我過去非常驕傲而被疾病
所咒詛，你仍然帶我來天堂四處察看。』 

 

然後我聽到上帝的聲音說：『我所愛的朴牧師，歡迎！你已經走了一段遠路到這裏。』祂的聲音滿溢

著愛和溫柔。 

 

我流著淚哭著說：『主啊！。。。』天使們立即說：『當了20年的牧師，難道你不記得經上的話嗎？
在天堂沒有眼淚。請停止哭泣！ 』我立時不能再哭了。 

上帝之後問我5個問題：『 

 你花多少時間讀經？ 
 你奉獻多少？ 
 你多少次向人傳福音呢？ 
 你完全的遵行什一奉獻嗎？ 
 你花多少時間禱告呢？ 』 
我不能回答這5個問題，主因第5個問題叱責我：『你成為一個大教堂的牧
師後，就變成非常懶得禱告。忙碌不是藉口！ 』稍後我必須為為此而悔改。 『天使將讓你看多處天
堂和地獄的地方。如你所願地四處儘量看看。當你見識天堂和地獄很多不同的地方後，你就會離
開 。』但是主並不允許我看他的容貌。 

 

天使首先帶我去三處天堂不同的地方。在第一個地方，我看見極

幼小的孩童住在一起；第二處是成人所住的地方；第三個地方是

那些僅僅夠格上天堂的靈魂所住的，儘管他們夠格上天堂但是他

們讓這地方顯得非常的破舊羞恥。 

 

http://holybible.com.cn/psalms/10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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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經常問我這些小孩有多大的年紀──他們看似幼稚園的小孩，而不是能被判定性別的男女孩；

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天使陪伴著。 

 

在天堂裡，大部分的靈魂有他們個人的宅舍。(約 14：2)然而，也有些人沒有(稍後我將解釋這點)。進

一步說，這些小孩也不擁有個人的家，我問：『小孩也是靈魂，為何他們沒擁有自己的家呢？ 』 

 

天使回答：『正如地球上的人們需要建材來建築他們的家園，在天堂我們也需要建材來蓋造。當一個
人忠心的為主服事教會跟其他人時，他們的行為就成為他們天上家園的建材。當有建材提供時，被指
定建造的天使就去建構那聖徒的天家。小於能負責任年紀的孩子沒有任何建材能夠建立他們的家舍；
換句話說，他們沒有時間或機會去賺得他們的獎賞或建材，這是他們沒有個人宅舍的緣故。』 

 

我繼續問：『在地球上，我該怎樣做才能提供建材蓋我天上的家
呢？ 』天使回答：『有七件事是一個人必須去做，才能夠提供建材來
建造天上的家： 
首先，是對神所累積的敬拜和讚美；第二件，是他們花在讀聖經的時
間；第三件，是他們花在禱告的時間；第四件，是他們花在傳福音給
人的時間；第五件，是對神國的奉獻；第六件，是他們順服神的什
一；最後一件，是他們以各種方式花在教會事奉的時間。這些順服的
行為或事工，使一個人能累積天家的建材。假如人缺乏這些方面，他們將沒有材料來建立天家。』 

有極多人在天堂沒有個人的家；很多實際上都是牧師、執事、

女執事、長老等。 出於好奇，我問：『那這些小孩們住在哪
裏呢？ 』天使回答：『他們住在這兒。』我四周環顧，發現

小孩們聚集滿佈在花園各處。園中之花是多麼漂亮、香味也是

世上所沒有的！這景緻是我文字所無法描述的。 

 

第二個地方是給那些忠心的成人居住

的，得救贖和得獎賞是大不相同的。

這地方有許多房舍，某些房舍高到像

地上的摩天大樓。這裡的房舍都是用

極漂亮的寶石和稀有礦石建造，來賞賜那些在地上曾忠心事主的居住。所有

的人看來都年約20-30歲，沒有性別的差異，也沒有生病、衰老或殘疾。 

 

我曾經認識一個長老叫做歐應苗(Oh, Im Myung)。 他65歲時去世，個子非常

矮，像個小學二年級的孩子。他長年受1種罕見疾病(佝僂症)所苦；然而從對

聖經的瞭解來看，他算是博士寫過很多論述。我在天堂遇見他；在那裏他既高大又英俊，不再是殘病

而是康健的！天堂是個非常奇妙的地方，我滿心期待上天堂。各位我所親愛的，請相信我正在說的。 

 

第三個地方是給那些勉強得救的靈魂居住的。(林前 3：15)它像個

特別聚落，範圍極大、數倍於前述第二個寶礦石建物區。我駕著一

輛四輪遊覽馬車以極快的速度抵達，因它距離前兩個美麗居所極

遠。 

我問天使：『我看到極大片的曠野和田地，為何沒有看到房舍
呢？ 』天使回答：『你所看到的都是他們的家。』 

http://holybible.com.cn/john/14-2.htm
http://holybible.com.cn/1_corinthians/3-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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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巨大寬廣的排屋──這讓我想起巨大的雞舍或某種型式的倉庫。這些房舍稱不上豪華，反倒

是破舊的。這個村落和這些房舍是給那些勉強得救、羞愧的靈魂居住的。它是有著極大範圍、但是外

觀破敗的房舍。這個村落數倍大於受獎賞靈魂所住的區域。 

 

天使說：『你是否看到兩間大房舍，一間在你右邊，一間在你左邊？ 』我回答：『有。』 

天使說他特別要向我展示這兩間。 他說：『右邊的房子是給那些在世上當傳道人住的；左邊的房舍，
則是給那些在世上當長老的。』當我們抵達這兩棟房舍的前面時，我張大嘴合不攏──發現它們是巨

大宏偉的。開門進去的第一印象是──雞舍；但有別於常見的數千隻雞──我看到住滿擁擠的靈魂！ 

 

天使建議我小心觀察，因為可能認出一些歷史上非常有名的牧師。真的！我果真認出了很多位。我特

別地指出一位牧師來問天使：『我知道那位韓國牧師！我知道他是何等的名聲、和他為主所做的事
工。他為何在這裏？我真不明白！ 』 

 

天使回答：『他從未提供任何為他天家所需的建材，這是為什麼他住在這個公
舍排屋。』 
我出於好奇的問：『這事怎麼造成的呢？為什麼他沒有任何的建材？ 』天使

答說：『當他在地上擔任牧師職分時，他喜歡被人們奉承、喜歡被尊榮、喜歡
被服事，卻不具有僕人服役和犧牲的要素。這位特別的牧師在韓國基督教歷史
是個表徵人物，被大大的尊崇，但他沒有得到天國的獎賞！ 』 

 

你們這些牧師們請聽好！ 你必須服侍人們到一個地步──不僅僅是在禮拜天

早上的服事──你必須到他們家中拜訪，必須照顧貧窮、殘障、還有年長的人。 牧師的服事若沒有自

我犧牲，反而喜歡被尊榮，那就沒有天上的獎賞。(太 23：5-12) 

 

在我親眼見識天堂的這一幕景象，重新回到地上後，我立即把我所有的財物給出去──包括我的五輛

豪華交通工具。人的生命從永恆來看，只是瞬間而已；在聖經裏人的平均壽命約70-80歲，只有上帝知

道一個人哪時候會死，任何人都可能提前死去，我已經決定要把所有的都給出去，甚至是我的衣服。

我所看到那些僅僅得救而已的，有牧師、執事、長老、還有平信徒。有好幾倍的長老、執事的歸宿是

在破舊的排屋裡！──當然這還是比在地獄裡好。然而，難道有人想到天堂只是住在那種破舊的地方

呢？我不願落入這種羞愧的下場，甚至他們的衣服也是破舊的！ 

 

對基督徒而言，是怎樣的要求才能得到天堂美麗的房屋獎賞呢？首

先我們必須儘可能的傳福音給越多的人。我們如何傳福音呢？天使

告訴我：『假設有一個未信主的人不認識上帝，你決定要傳福音給
那人的瞬間，你天上房舍的建材就已經被提供了；你不停息的為他
們的得救祈禱， 就產生愈多的建材。你必須持續守望、探訪他們，
繼續傳你的福音，這將添加你房屋的建材。若有人說，他無法去教
堂因他沒有合宜的衣服穿，那麼你就須提供他一些；若有人說他沒
有聖經可讀，你就須提供他一本。若有人說沒有眼鏡可看，你就須提供一副…── 提供任何可能的事
物引人歸主。那些住在天上豪宅裏的，都是那些一再傳福音的人。』 

 

之後，天使護送我到聖徒所住那些好房舍區──就是那些曾經廣傳福音的聖徒所住的地方──感覺像

天堂的商業鬧區。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tthew%2023:5-12&version=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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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歷史有四人擁有最大又最漂亮的房屋。天使給我看的福音佈道家有美國的慕迪(D. L. 

Moody)、 英國的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某位義大利福音佈道家、 和韓國崔根能牧師(暫譯自 

Choi, Gun Nung)。 這四人在天堂有最雄偉的宅第。他們都花一輩子、去世前都還在傳福音給人們。 

 

在韓國的平信徒當中，也有一位擁有天上豪宅。 他用個人的財力蓋了很多教會建築物；送過3,000袋

米給窮人，私下支助數千位牧師、領袖，提供神學生助學金；也把一位65歲、被自己的教會趕逐的牧

師帶回家照顧。 

 

我聽到一個天使喊著：『建材來了！ 』我問我右邊的天使：『那是什麼材質
的建材？ 』他告訴我：『這是為一位鄉下小教會的女執事預備的──實際上
每天都會收到她的建材──儘管她在世上是貧窮的。她每早上做教會的服
事，為87位會友每天禱告，禱告結束後又清掃教會。』 

 

我聽到另一位天使喊著：『特別快遞！ 女執事之女將自己微薄的金錢給媽
媽，然而女執事沒有花在自己身上。她買了五顆蛋、兩雙襪子給牧師──儘
管那看來是個小小的捐獻，她已經給出那一天她所有的──這成為她天堂房
舍的特殊建材。』 

 

再者，那些能夠在天堂有大房舍的，是那些用他們自己的財產、資源來建造教會或其他以神國為目的

的建築。 

在天堂我也遇見姓崔 (Choi) 的韓國長老。在所有天堂裏的長老、執

事中，他擁有最美麗的房舍，甚至比地面上韓國最高的建築還要高。 

崔長老用他本身的財產在韓國建造很多的教會。 

 

我問天使：『那我的房子呢？是否正在建造之中？ 』天使回答：『是
的。』我祈求能看我的房子，但他們告訴我這是不被允許的。我又繼

續堅毅地懇求。天使說主現在允許我去看了。 

 

我們登上馬車旅行到另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我充滿期待並問：『房
子在那裏？ 』天使回答：『在那裏。』但看來那好像只是一個地基，正預備開始建造發展。我忍不住

喊著：『你們怎能這樣待我呢？怎能發生這種情況呢？我的房子怎麼才在開發的階段呢？從韓戰倖存
之後我賣掉了我僅有的房子蓋了一間教會，這間教會後來成長到500位會友；我寫了很多受聖靈啟示的
書籍，其中1本還成為最暢銷書籍。藉著出版書籍的收益，我建立多間基督教學校，產生240位牧師。
擔任院長期間，我頒過400份獎學金給超過400位貧窮的孩子。我也為許多寡婦蓋房子給他們住。這些
都要花用鉅款！所以怎能這樣呢？為何我的房子還在土地開發階段呢？我真的很不滿！！ 』 

 

天使堅定的回答：『你不配住在像那樣美好的天堂房舍，因為你已經無數次在地上被人們尊榮；每次
你做了某些好事或建樹，就被人們頌揚，甚至被世俗的新聞媒體所褒
獎，所以你所有的事工都是徒然白費的。』(太 6：1) 

 

看到我的房子在開發中的區域，坐落在其他三座房舍中間。它僅有三

層樓，頭兩層有很多小房間。我問天使：『為何我有如此的小房
間？ 』天使回答：『這些房間是給你的兒子、女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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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僅有四個孩子啊！ 』我回答。天使回應說：『不！那些不是給你地上的孩子，而是給你所傳福音
且得救的孩子住的。』我喜歡這樣的安排！我再問：『我的主臥房在那兒呢？ 』天使說它位在近屋頂

處。我感到很困惑，我的房間甚至還沒完成！我用生氣的音調說：『它看來真小！為何我的主臥室那
麼難以完工？ 』天使回答：『你都還未死，我們不能夠完成你的家或房間，因為我們不知道是否有更
多的建材會被提供來建造，你了解嗎？ 』 

 

當我們進入我的房間，我看到兩張証書掛在牆上，所以我走上前去讀

它們。第一張証書敘述著，當我18歲時住在一所孤兒院。聖誕節那天

我回教會作早上服事的路上，看到一

個老年人在街上顫抖，我便脫掉夾克

送給他，這行為使我在天上得獎賞。

第2張証書描述類似事件，是我用小

錢買些麵包給年長者──金額大小不

是重點，也沒有顯著的意涵──這種

行為必須伴隨著真正的信心。 

 

 

我們回頭離開那地方。正駕駛馬車時，一位天使問：『你傷心嗎？我將告訴你如何蓋一幢美輪美奐的
房子。主說，當你回去地上的時候，你必須到處去告訴人們你現在所見關於天堂和地獄的事。第二件
事，主希望您能建立一處供年長無依女傳道人住的收容所。假如你真正忠實的做成這些事，你將有一
個美麗的天家。』 

 

地獄 

 

這兩個天使護衛著我來到地獄。他們說：『現在你將拜訪地獄，你對地獄的廣闊還沒有任何概念。』

我嘖嘖直呼：『太大了！地獄真是太大了！！ 』這就是那些被咒詛和在永恆中受責備的靈魂被安置的

地方。地獄感覺是地球的1，000倍大。地獄一半是紅色，另一半是漆黑極暗的。我問天使：『為什麼
這部份是紅色的？ 』 

 

天使回答：『你不知道？它是燒著的硫磺；另一半則是漆黑無
光。當人們犯罪而最終下地獄，他們將從這兩邊折磨受苦。地
上的眾多教會中有很多滿是人群；然而，他們大部分不是真基
督徒，只是參加教會的人──真教會是堅定地相信天堂和地獄
──很多掛名基督徒生活在混亂當中，因他們並不堅信天堂和
地獄的存在。當一個靈魂進天堂，就有1，000條靈魂入地獄；
天堂和地獄靈魂數的比例是 1 比 1,000。』(Matt 7：14) 

 

我是個長老會牧師及廣為人知的演講者，從韓國最大的神學院之一畢業；之前我未曾相信那些天堂和

地獄的故事，但現在我是描寫這種經歷並作見証的人！儘管你可以相信自己是個基督徒，假如你依照

魔鬼的旨意過活，你的結局將是在地獄裡！ 

 

我所見的第一個地方，是燃燒硫磺之處。你甚至無法想像地獄之火是多

熱，沒有人能忍受這種強烈的熱氣！ 

在地獄的人都說這三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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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句：『太熱了！ 』且他們熱到感覺快死了； (路 16：24) 

第二句話：『太口渴了！ 』而且渴到覺得快死了； 

第三句話：『給我水！ 』你將聽到很多渴求要水喝的聲音。(亞 9：11) 

地獄是永恆的。很多人說我們在基督裏是「自由」的；原來他們乃是隨「己心所欲」的過活。我問天

使：『那些在這裏的人做過什麼？ 』天使答說：『第一群是非信徒。』那些人沒有傳福音給自己家人

的必須悔改！天使繼續說：『第二類是已相信耶穌、但沒有為他們的罪悔改的人。』我們必須對主認

罪，為我們的罪悔改而不再犯。僅只嘴唇上的認罪不算真正悔改。我們必須帶著真心悔改！ 

 

在地獄的基督徒 

之後，我看到很多的牧師、長老、執事和平信徒們在地獄裏。我問天使：『我知道他們！在地上活著
時，忠心的服事上帝；他們也死了一段時間，我們都認為他們是在天堂跟上帝在一起呢！但現在我看
到他們全都在地獄裡，而且哭號著太熱了！為什麼他們在這裏？ 』 

 

天使回答說：『朴牧師，人可以外表顯得像是個真正跟隨基督的人，但是上帝知道他的內心。 
 他們沒有守安息日為神聖。 (耶 17：27) 實際上，他們喜歡在禮

拜天賺錢； 
 很多的執事和長老批評他們牧師的講道；(詩 105：15) (民 12：

8-9) 

 他們沒有徹底的什一奉獻； (瑪 3：9) 

 他們沒有禱告； 
 他們根本沒有傳福音給人；(結 33：6) 

 很多長老和執事使他們的牧師煩擾，也反抗牧師的權柄。他們已
經干擾了牧師的職任和業務，(民 16) 

在他們臨死在床時，仍以為已經把事工做好，所以不知為這些事悔改。這是他們被丟在地獄火湖的緣
故。』 

 

之後，我看到在韓國首先迫害基督徒的國王和王

子；他們把許多韓國初代信徒砍頭。他們被擺在

正中央、也就是最熱的位置。我也看到了希特

勒、史達林、毛澤東、一個北韓著名的康牧師

(Pastor Kang) 、一個有名的日本英雄、還有很

多的靈魂。 

 

之後，我們抵達一個極端黑暗的地方，暗到無法看清落腳處。我大叫：『天使啊！天使啊！太暗了，
我怎能看到任何東西呢？ 』天使拍我的肩膀說：『稍等一下。』 

 

很快的，我能看到數不盡沒穿衣服的人。他們全部身體上爬滿了昆蟲，無

一處倖免。這些赤條條的人們正咬牙切齒地試著驅趕昆蟲。 

我問：『這些人過去在地上住時，做了什麼惡事？ 』 

天使答：『他們是那些彼此惡言攻訐和從背後刺傷人的，他們沒有好好留
意對他人所說的話。』 (太 5：22) 

 

我看到魔鬼們用鐮刀戳刺這些人的胃，他們的尖叫聲讓我無法承受。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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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lybible.com.cn/zechariah/9-11.htm
http://holybible.com.cn/jeremiah/17-27.htm
http://holybible.com.cn/psalms/105-15.htm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Numbers%2012:8-9&version=NI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Numbers%2012:8-9&version=NIV
http://holybible.com.cn/malachi/3-9.htm
http://holybible.com.cn/ezekiel/33-6.htm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Numbers+16&version=K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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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衛我的天使：『這些人在地上活著時，是做了什麼呢？ 』 

 

天使答：『這些人有工作、房子和家人，但是他們沒有給神甚麼。他們沒有幫助窮人、教會或其他以
神為目的的事工。他們非常吝嗇且貪婪；甚至，當他們遇見窮人時，故意視而不見、不在意窮人的欠
缺，反而只關注自己和家人的需要。他們穿好的、吃好的、過舒適的日子，這是為什麼他們的胃被戳
刺，因肚腹充滿了貪婪。』 (箴 28：27) 

 

以上一幕幕的景像非常駭人，我死後親眼目睹，再回人世便把我擁有的財物都送給別人。因救贖是不

能夠靠著錢財賺得，反而是靠著信心得來。地獄是個悲慘且難以忍受的地方，它是永恆的折磨！ 

 

我也看到很多人的頭顱被一把利鋸折騰惱火，我問天使：『這些人做了
什麼，竟受到如此可怕的折磨？ 』天使回答：『他們的頭腦是上帝賦
予去思考美善、有益的事物，但是這些人都想著污穢、淫猥的事情。』

(太 5：28) 

 

接下來，我看到人們被刺切成碎片的恐怖景象。我問天使：『這些人怎麼了？他
們做了什麼，而被用這種方式折磨呢？ 』天使回答：『他們是沒有服事他們教會
的長老和執事；實際上，他們甚至沒有想要做工或服事，他們所喜愛的唯有從信
徒羊群去拿受利益。』(亞 11：17) (何 6：5) 

 

我看到長老、執事、還有其他平信徒被魔鬼折磨。魔鬼們在每一個人的舌頭打洞

且用金屬線貫穿，串成一隊然後被魔鬼拖著走。我再次問：『他們在地上又做了
什麼？ 』天使回答：『他們都犯了四種型態的罪： 
 首先， 他們批評牧師，盡說負面事例，在背後攻擊、取笑他們的牧者。』

(雅 3：6) (太 12：37)我懇求那些已經犯了這種行為的悔改、再悔改！ 

 天使繼續說：『第二件罪，他們用話語侮辱教會，攔阻其它基督徒到一個地步──連有信心的都
受影響、停止參加聚會、甚至失去信仰。 

 第三件罪，他們竭盡所能地阻止忠心的基督徒作神的工，這些邪
惡的人導致很多有信心的人跌倒。 

 最後一種罪，一些夫妻酗酒並且虐待他們的家人。』 

 

我看到魔鬼用一片巨大尖銳的指甲穿破男男女女的胃部。我問：『他
們做了什麼？ 』天使回答：『這些是那些沒結婚卻同居的男女，他
們的罪是，當懷孕時就墮胎且毫不悔改。』 

 

我看到另外一群人，魔鬼把他們的嘴唇削成薄片──好像肉片或蔬

菜。我問：『為什麼這些人被用這種方式折磨？ 』天使說：『這是身為兒子、女兒、女婿和媳婦的，
在背後說他們父母的壞話；他們所該說的只是：「我很抱歉！」而不是讓事情變得更糟。他們用辱
罵、嚴苛的話語攻擊父母、是悖逆的，這是為何他們的嘴唇被削成薄片。』 

 

教友們！有一天我們全都將死去──但不知將是何時。請作預備！預備得好，可以上天堂──幾時去

也非重點。有必要的話，”時時”彼此寬恕。假如必須如此，那就”整天”悔改、再悔改吧！ 

 

http://holybible.com.cn/proverbs/28-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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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親愛的教友們，我向來忽視這樣的見證，因我是很保守的長老會牧師；但

此刻我必須將我所目睹的對你們做見證。 

 請勿遲疑去活出一個聖潔的生活。 

 請務要避免這些悲慘的刑罰和審判。得救吧！不要靠肉體、血氣而活，

反倒要降服於神國度的準則。 

 請為那些未認識耶穌的人禱告、傳福音並結果子。 

 請早起禱告，並守安息日； 

 請正確的什一奉獻給神，累積你在天上的獎賞而不是地上的。 

我因著耶穌全能的名，禱告並祝福你。 

 
由 XXX 譯成中文yaochfu@gmai1.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