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狱 23 分钟
Bill Wiese

  

从磁带。

在几个月前，国际祷告会幕的 麦·毕可牧师， 请我教导关于地狱的课程。 
我的朋友 史蒂夫·卡本特，给了我一卷 比尔·维斯的录像带。 
他的信息震撼了我的世界，彻底的改变了我对待家人、朋友，以及陌生人的方式。 
这信息真是太重要了，它永远的改变了我的人生。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 比尔·维斯。
我很荣幸来到这里。 因为时间有限，我要缩短我的见证。
首先，我要来澄清一个疑问。 
有人问，这会不会是我自己在胡思乱想，或是在做恶梦， 
在哥林多后书 12: 2 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
他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

当我从地狱回来，我就看见我的身体，躺在地上，
因此我确定，我是真的离开了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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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记 7: 14「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
我真的在异象中被恐吓，事后过了一年，我才恢复，平静下来。 
这惊吓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深深的感谢 神，因为祂把我从地狱里救了出来。

事后，我开始查考圣经，要看是否有人去过地狱。 
我找到 约拿书 2: 2「他从阴间的深处呼求。」 
2: 6「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 神阿！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国内知名的圣经研究学者 察克·密斯乐，也说 乔纳去过地狱。 
我是在 加略山教会成长的，知道任何属灵经验，都应该已经记载在圣经里了。 

我找到了大约四百处经文，描述一切正如我所看见，听见、感觉到以及一切地狱里所进行
的。
另外我也找到了十四个人，他们也经历过地狱。 大多数是在医院里濒临死亡边缘，又被救
回来的。

现在，让我进入主题，
我妻子和我都一直固定的参加星期天晚上的祷告会，那天晚上我们像平常一样，结束后回
家睡觉。 大约在早晨三点钟我被提走。
我发现，我掉进了一个牢房，你可以想象那种粗糙巨大的石头，墙壁，门上有铁栏杆。 我
不知道我在那里，只知道，那里极热无比，热到我不敢相信我还活着，我以为早应该，已
经被焚烧瓦解了，可是我竟然还活着。 刚开始的时候牢房有一点光，我相信那是主的同
在，让我能看见我身在何处，大约一分钟就黑暗了。
在以赛亚书 24: 22 说「他們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坑中，並要囚禁在監牢裡。」
箴言 7: 27「他的家是在陰間的路上，下到死亡的房间。」
地狱里有牢房、牢狱、火坑、还有大片火海的区域。
在约拿书 2: 6 说「地的牢狱將我永遠關住。」
乔布记 17: 16「他们必下到陰間的牢狱那裡。」
所以，我看見的一切，聖經里早就有记载了。
还有我看到的石头，以赛亚书 14:19 也有记载「石头做成的牢狱」。

我发现不只我一个人在牢房里，还有其它四个生物。 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魔鬼，因为我是



以一个没有得救身份的人，去到那里，上帝把我是基督徒的思想，暂时拿走，我不明白为
什么 祂要这么做，直等到我回来的途中，祂才向我解释。
我看见这些魔鬼非常庞大，大约有四公尺高，你将会在影片中看到，也是我现在要描述
的。
在我们做见证当中的一个人，他也看到同样的魔鬼在地狱里，就是影片中，揣人到牢房里
去的那一个。 
肯尼斯·海根 的见证说，它们都长鳞片。 这个魔鬼的身体长满鳞片，庞大突起的下巴，巨
大的牙齿和凹陷的眼睛，都是巨大的。
申命记 32: 22-24「在我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他们必在饥饿中被火烧、
被火焰的热吞没、被苦毒毁灭。 我也要打发有牙齿的兽和大蛇的毒在他们之上。」描述到
有牙齿的兽在你之上， 正是我所看见的。 另外一个，长得完全不一样，全身长满了尖锐的
鱼鳍，一只长手臂，一个肩膀，不成比例的脚，到处被扭转扭屈，毫无对称，长得很畸
形、丑陋、很吓人、很恐怖。
他们在亵渎上帝，不停的诅咒。 我在想“为什么它们要诅咒上帝? 为什么它们恨上帝?”

这时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我，我感受到他们恨上帝的恨，也来恨我，
“为什么他们恨我? 我又没有对他们做什么。”
但是他们恨我，远远的超过人间的仇恨，他们是绝对的恨我，我也知道他们被派来要折磨
我。
你在地狱的五官感觉非常敏锐，比你在地上所能知道的多得多。 
就像我知道距离、时间、也知道他们是被派来要永远折磨我。 
我躺在牢房的地上，全身毫无力量，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动不了? 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无助的躺在那里，有一个魔鬼把我抓住，举起来，丢向墙壁，就像丢一个玻璃杯，我在
魔鬼的手中就是那么轻，微不足道。 我感觉到我的每根骨头都断了，我感觉到痛苦，瘫在
地上，哭求怜悯，但是这些生物没有任何怜悯，绝对没有怜悯。 

魔鬼再度抓起我，另一个用它尖锐的爪，将我的肉撕成碎片。 它是那么毫不留情的撕裂我
的肉，一点都不在乎上帝创造，这极美的身体。 它们非常强烈的仇恨，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
还活着？ 为什么要活着忍受这些?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死? 我的肉被撕碎像丝带垂下
来，没有血，只是肉悬挂着，因为生命是在血里头，地狱里没有生命，没有水也没有血。
你知道吗？在阴间里你失去任何力量。



在以赛亚书 14: 9-10「你下到陰間、陰間就因你震動.... 你也變為軟弱、像我們一樣麼。」
诗篇 88: 4「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我如同無力的人一樣。」
魔鬼是有力量的，圣经讲到「有一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常
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炼挣断。」 那是一个人有魔鬼的力量。 魔鬼有
超过一千倍人的力量。 就算我有天然的力量，我还是无法和他们对抗。 我只能哀求怜悯，
可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怜悯。
地狱的味道非常可怕。 我甚至无法描述，但我尽量让你体会，它们像是燃烧的硫磺，魔鬼
的味道好像臭水沟、臭烂的肉、发霉的蛋、酸牛奶，和一切你能想到的，全部都混合起
来，再乘上一千倍，你就用鼻子吸进去，那是超毒，会置你于死。 
我问自己“为甚么我要活在这恶臭里?”实在是太可怕了，死不了，又必须忍受。 
这些亵渎者，不断的在用卑贱的言语和手段，在侮辱、贬低和诅咒上帝。
以西结书 22: 26 说「我在他们中间被亵慢。」 
塞缪尔记下 22: 6「阴间的哀痛包围着我」
弥迦书 3: 2 记载非利士人恨以色列人，非利士人「恨好人、爱邪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
骨头上剔肉。」 他们这样对待犹太人民，这种残忍的本性是从那里来的呢? 是从地狱来
的，正是那些魔鬼所做的。
讲到怜悯，怜悯是从上帝而来，魔鬼不知道 甚么是怜悯，它是完全抵挡。
诗篇 36: 5「耶和华阿、你的慈爱上及诸天」 
爱是从 神而来，地狱里绝对没有爱。
诗篇 74: 20 说「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 
那里是一个残忍，凄惨，可怕的居所，你被拘留在那里。
人类是上帝所造的最高等次，而魔鬼是最低等次，我们人类辛苦工作，让生命更好，努力
学习，使自己成长；但在地狱里，你的生命却要由魔鬼控制，它们的智商是零，完全没有
知识，它们只知道 恨上帝、恨你、和折磨你。 
以赛亚书 5: 14「故此、陰間擴張了，開了無限量的口.. .. 尊貴人要降為卑」
以赛亚书 57: 9「自卑自賤 直到陰間」
以西结书 32: 24「與下坑的人一同擔當羞辱」 你必须忍受羞辱，它们要辖管你的生命。
你绝对无法叫停。 它们控制你，你失去了你自己，甚么都不能作。 

我躺在牢房里，四周变得非常的黑，像泊油沥青那么黑，那种黑是我从未经历过的黑暗，



我曾经下过地洞，也深入亚利桑那州的铁矿，但是地狱的黑是超过你能想象的。 
我开始爬，不知怎么的，我可以爬了，明显地是他们让我爬，我还记得门在那边，我就朝
着门爬过去，可以感觉到，我爬出了牢房，到处都是乌漆墨黑，我朝一个方向望过去，听
见都是尖叫声。
亿万人在那里尖叫。 我知道他们的数目是亿万，它们非常的大声。 如果你曾经听见过尖
叫，你知道，那很恐怖。 亿万人的尖叫声，对我脑袋造成的的冲击，我承受不了，我捂住
耳朵，完全没有用，它们太大声了，声音穿透了你，你无从躲避这尖叫，恐惧压迫你，是
难以想象的。 
因为上帝不在这里，这个地方是由害怕掌权，你必须承担害怕、折磨、和黑暗。 你什么都
看不见，你也不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将要临到你。
讲到黑暗，诗篇 88: 6「黑暗在極深的坑裡」
启示录 16: 10「獸的國充满黑暗」
犹大书 13「永永远远的黑暗」
出埃及記 10: 21「埃及地黑暗、這黑暗似乎摸得著。」 
也许你摸得着黑暗，但我必须告诉你，那黑暗的害怕是强而有力的抓住你，就好像你看恐
怖电影，那害怕突然，跳到你喉头的那一剎那! 再将那一剎那乘上至少一千倍，然后，那逼
迫的害怕，就一直永不离开你。 
我也曾经历过害怕。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冲浪，有一次在佛罗里达州的可可海滩，突然有
一群鲨鱼过来包围我们，有一条三公尺长的老虎鲨，将我的冲浪板咬成两半，并且咬住我
的腿将我拉下去，我的腿在这条大鲨鱼的口中，那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但是突然间，它放
开了我。 我知道，是上帝让鲨鱼开了口，我在那时候吓得魂不附体。
你也许看过「大白鲨」那部电影，里面的心惊胆跳和我实际上经历的害怕，是不能相比
的。 有个年青人在我旁边，才距离一公尺远，鲨鱼一下咬断他的腿，他拚全力游上沙滩，
到处是血，到处都在尖叫，他的腿没有了，这是我经历过的害怕，但是这害怕绝对不能、
不能和我在地狱的害怕相比。
以赛亚书 24: 17-18「恐懼、陷坑、網羅、都臨近你... 和恐懼的聲音」
乔布记 18: 14「行恶的人、那拒绝主的人、要带到惊吓的王那里。」 
魔鬼肯定是惊吓的王。

我在牢房的外边，可以看見火焰，那里離我，有十六公里远，是一个约五公里寬的火坑。 



那火焰冲得很高，刚好够我看見地獄，再过去一点，就是非常沉重的黑暗，那里吞滅了所
有的亮光，隐约可以看见一点地平线。 到处都是褐色、荒芜、找不到綠葉子，也沒有任何
生命存在的迹象。
申命记 29: 23写着「遍地都是硫磺、鹽和火烧、沒有耕種、沒有出產、連草都不生長。」
當你習慣了，在地上有生命、有树、有新鲜的空气和一切，你到了地狱，那裏甚么都没
有，只有死亡，和绝对的死亡。

申命记 32: 24「你要被火吞灭」
犹大书 7 「在永火里受刑罰」
诗篇 11 6﹕ 「有烈火、硫磺、熱風」
以赛亚书 57: 21「神說、惡人必不得平安」
地狱的热，無法描述，你不会死，你必须忍受。
好像你辛苦工作了一整天，只想回家休息，安静。 然而没有休息，没有安静，到处都在尖
叫，都在折磨，你想逃也逃不了，你永遠也逃不了。

地狱里的人，都是裸体，那是你必须承担的羞耻。
以西结书 32: 24「與下坑的人一同擔當羞辱」。 
乔布记 26: 6「陰間在 神面前顯露、滅亡也不得遮掩」。 
神 祂可以看透地獄，在祂面前毫无隐藏。

撒迦利亚书 9: 11「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地狱里绝对没有水。 
路加福音 16: 23-24「财主在陰間受痛苦，舉目遠遠的望見亞伯拉罕，又望見拉撒路在他懷
裡。就喊著說，我祖亞伯拉罕哪，可憐我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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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獄裡，沒有水，沒有潮濕的空氣，它是无限的乾燥，你迫切的想要水，一滴水也好。
可是你永远也不会有。 就像，你在死亡谷赛跑马拉松，跑了好几天，你的 嘴干 舌裂，迫
不及待有一滴水，然而那是永远的绝望。 
圣经提到，天堂与地狱之间有深渊限定，距离那么远，财主也从来没有见过亚伯拉罕，他
怎能认出 拉撒路和亚伯拉罕呢？ 可是在地狱的时候，你就是很清楚，就像我知道多宽、多
远、多深等等。



有一個邪靈抓住我，將我拖回牢房。 又再開始折磨我，我很不願意說這一部分，因為我真
的不想再重回記憶被折磨。 嗯！不管怎麼樣，它們又開始虐待我的頭，抓住我，要把我的
頭粉碎，我不斷的尖叫，要求憐憫，可是沒有憐憫。 接著，它們分別抓住，我的手臂和我
的腳，要把我分裂。 就在要把我分屍的一剎那。 我跟自己說，完了，完了，我沒有辦法再
忍受下去了。 

突然間我被拉出，離開了那個牢房。 我知道是主拯救我，但是當時我不知道，因為我是以
一個不認識主，未得救身分的人去到那裏。 我被放在我曾經看過的火坑旁邊，我站在火坑
的邊緣，一個巨大洞穴的下面，好像有一條隧道往上直通。 我沿着火，可以看见在火中的
身体，人们在火焰中尖叫，尖叫呼求怜悯。 这地方到处都是火烧，我不要再回去了，虽然
我忍受的痛苦已经够了，可是那里的火焰和高热更是痛苦。 
他们一直哀求，要离开那里。 这个巨大的生物，躺在地獄的火坑邊包圍着，若有人爬上来
想要出去，他们就會被鏟回到火中去，不准離開。

我思想着，這地方實在是太可怕、太恐怖了。 你口渴、你饑餓、你好累、你想睡，你要甚
么都得不到，也不能睡觉。
启示录 14: 11「他受痛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晝夜不得安宁」
我知道地狱在地球的中心，距离地面大约 5900公里深。 我们知道地球的直径约有 1.2800

公里，中心点约在 6400公里。 我是在大约 5900公里深的地方。
以弗所书 4: 9 提到 耶稣降到地底下。
民数记 16: 32「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他们就都活活地坠落阴
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闭。」 地狱就是在那里，以后地狱和死亡都要被丢进火湖里，
他们会被丢到黑暗里，那是在审判日之后；可是现在，是在地球上。 
我在地狱火坑的边缘，看见这些邪灵都沿着墙壁排列，它们各种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它们
被扭曲的丑陋，是超过你能想象的，有巨大的，有小的，有大蜘蛛这么大，有老鼠，有
蛇，还有蛆。
以赛亚书 14: 11「阴间，下铺的是虫，上盖的是蛆。」 
那里到处有各种恶心的生物，他们看起来好像被锁炼，锁在墙壁上。 我好奇为什么这些生
物会被锁炼在墙上？ 我不了解，后来我找到了圣经章节，
在犹大书 6「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炼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



候大日的审判。」 也许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我不知道对不对，然而他们是真的，被锁炼在
那里。 
我感到庆幸，因为他们不能够来伤害我，但他们仍旧在强烈的恨我。 有一点我不明白，他
们不像地上一般生物，他们对人类都有超强烈的仇恨，所以我很庆幸，他们被锁炼在墙
上。

我开始往上升出这个洞，在隧道中，远离了火焰，四边开始黑暗下来，可是我还可以看
见，那些邪灵在墙壁上，他们都有很可怕的力量。 我很惊讶有谁可以和他们打斗，没有
人…可以跟它们打。 这种超强烈的害怕，我无法忍受。 

可是在地狱里，我想到一件更可悲的事，那是比一切受折磨，还要可悲，那就是，从这地
方上去，地球上的人们，竟然不晓得，在他们脚所站的地下，有一个这么真实的地狱。
他们也不晓得，那里有亿万的人不停的苦苦哀求，恳求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如果还有机会
的话，他们要相信上帝，要离开那里，可是机会，永远再也不会有，他们就永远留在那
里。
他們很氣自己，沒有把握機會接受耶穌，他們就被困在地狱里，永永遠遠，没有尽头，這
就是我在地獄裡面，想到最可悲的事。 
在地獄裡我才瞭解到永生的可贵。 若沒有永生，我会永远、永远的在那里。 
这时候，我想到我的妻子，我记得常告訴她，如果我們因地震或可怕的意外分開的話，我
一定会想办法去找到她。 但是，我永遠也見不到她了，也没有办法传话。 這是一个死亡的
地方，出不去，你明白吗？ 你永遠出不去？
我们在地上總是有盼望，即使被關進集中營，总还有盼望，可以離開那裏，或是死在那
裏，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經历過完全的絕望。

以赛亚书 38: 18「下到阴间的人 不能盼望你的真理。」
在阴间沒有真理，真理就是耶穌，只有祂是真理。

這時候，我們繼續升上隧道，我很害怕這些邪靈，我的心里是绝对的害怕、茫然和絕望。 
就在一剎那！ 嗯！耶穌出現了，讚美你，主！ 哦！耶穌出現了！ 
祂的光，照亮了四周，我只能够看見祂的轮廓，我不能夠看見祂的臉，因為祂实在是太亮
了。 我立刻跪下并仆倒在祂面前敬拜祂！ 那是我唯一能作的。



启示录 1: 16 记载约翰看见耶稣基督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見，就仆倒在祂腳前，
像死了一樣。」 我是多么的感恩，在一剎那之前，我是永远的失落，一剎那之后，我竟然
离开了那个地方，就因为耶稣基督。 

那些人不能离开那里，因为他们没有得救。 我领悟并且明白，那个地方没有出路，只有耶
稣，祂是唯一的出路，祂是唯一的道路，祂可以拯救你离开那个地方。

有人想，若看见主，要問祂许多問題，但当你真正看见了主，你只想敬拜祂，讚美祂的聖
名，感謝祂從地獄裡救你出来。 当我镇定下來，開始恢复思绪，我問主，為什麼要让我到
这個地方？ 
祂告訴我﹕「因為人們不相信有這樣的地方存在」
祂說﹕「即使有一些我的子民們，也不相信這個地方是真的。」 我很驚訝祂所說的，我以為
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有地獄，只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有一个真实，在燃烧的地狱。

我问，主啊！你为什么挑选我去地狱？ 祂没有回答。 
我是最不喜欢去这种地方的。 我妻子和我都讨厌看肮脏邪恶的电影，我们恨恶任何败坏的
事情，我甚至不喜欢夏天，虽然它的热度必地狱还要少很多。 
地狱是污秽，败坏，羞耻，混乱和恶心；而我喜欢干净，和谐，有秩序，追求卓越。

祂只告訴我﹕「去告訴人們，我恨惡這個地方，這不是我的本意，这不是我为人们造的，這
是為魔鬼和那墮落的天使存留的。 我不愿意任何一個我造的來到這個地方。 你必須去告訴
他們，我給了你一張嘴，你去告訴他們。」 

我心里想說，“可是！ 主啊！他們不會相信我的，他們會認為我發瘋了，或是作惡夢。”
然而主回答我说 「让人悔改不是你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你只管去告訴他們。」
我就在心裡回答，是的，主！ 我愿意順服， 我必须去告訴他們。 
你也许擔心或害怕人們会怎麼看你。 然而你就是必须去，告訴他們，其餘的讓上帝來作。 
阿们！

我問主﹕「為何這些生物如此恨我？」
主說﹕「因為你是照我的形像造的，而他們恨我。」
你知道魔鬼不能夠抵擋神，不能夠傷害神，可是它可以傷害祂所造的。 這就是為什麼魔鬼



恨惡人類，欺騙人類，要帶他們到地獄里去。 並且加諸疾病在他們身上，它做出任何能傷
害神所造的。

這時候 神用祂的意念充滿了我，我就被充滿，祂许可我去觸碰祂的心，让我体会祂多么爱
世人，真是难以相信的爱! 我甚至無法領受，祂那巨大无比的愛，我们小小的身体真是没有
办法承受。 我們都愛自己的妻子和兒女。 然而不論多么愛，一点儿也无法和上帝给我们的
愛相比。 祂的爱是无限大地 超過我们的爱。
以弗所书 3: 19「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
你無法用有限的知识，去了解祂那无限的爱，那远远的超越我們的愛，祂甚至願意单单為
一個人，不要去地獄而死。 只要有一個祂造的去地狱，祂的心就非常的傷痛。
主流泪看着每一个去到那里去的人，祂的心很痛，我为主感到非常难过。 我就想，我必须
要用尽我每一个气息去为祂做见证。

然后祂说，「告訴他們，我很快、很快就要再來」
祂又再說一次，「告訴他們，我很快、很快就要再來。」

我在祂旁边，感受到极大的爱和平安，是參加所有恩膏聚會，没有办法相比的。 
然後我往上看，看到牆上那些邪靈。 他們看起來就像螞蟻，他們仍然那么大，但是當上帝
的能力，創造的大能与你同在，它们就像螞蟻在墙上。 一下之間，我無法领悟過來，只是
想，哦主！他們只是螞蟻。 主說，你只要奉我的名捆綁他們，將他們丟出。 然后我思想，
哇！ 祂給教會的权柄是何等的浩大。

当我回来，我看见我的身体躺在那里，这对我冲击很大，那不会是我吧，我在这里，这才
是我，你知道你从来没看过两个你自己，我看见我躺在那里，但那不是真的我。 
圣经里，保罗说，我们都住在帐篷里，这强烈的震憾我，我想到我的肉身只是一个帐篷，
就像烟雾，只是暂时的，根本不重要，真正的我在这里，是可以拥有永生的，也才是我们
应该关心的。 

今天，若有人，你還沒有認識主，你必須問你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要相信这些人吗？ 
他們看到的是真的吗？ 
更重要的是，聖經裡面早已经提到了地獄，你若在这时刻說，不、我不相信、我不信那是



真的，那你必须否認一切聖經所說的，也否認我們盡力想要告訴你的。 

你是否願意抓住，你这永生的機會呢？ 
如果你還說，不！ 我不相信！ 我認為那是极端愚昧的，你不能讓魔鬼來欺騙你，那些巨大
的生物正在那一端嘲笑著，当你到了地獄，那些魔鬼就是这样，它们嘲笑你，因為你曾經
有機會接受主，但是你拒絕了！！ 

你一旦到了那里，就不能再回来了，绝对、绝对不能再回来了。 
你就会永遠的、永遠的、迷失在那里了……

地狱 23 分钟
Bill Wi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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