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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 23 分鐘 

比爾〃維斯（Bill Wiese）的見證 

 

編者按：1998年，神讓 45歲的南加州房地產經紀比爾〃維斯（Bill Wiese）目睹

地獄慘況，以警告世人趕快悔改，接受基督的救恩，逃避地獄的永刑。             

見證中所提及的「影片」請瀏覽 www.spiritlessons.com 

************************************************************** 

能夠為主作見證我覺得很榮幸。首先，我必須澄清，我並非胡思亂想，更不

是做夢。保羅曾被提到第三層天：「或在身內，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

道……」（林後十二 2）地獄的驚嚇改變了我的人生觀，我深深感謝神把我從地

獄救出來。事後，我開始查考聖經，看看是否有人去過地獄。我找到約拿書：「從

陰間的深處呼求，你就俯聽我的聲音。」（拿二 2）「地的門將我永遠關住。耶和

華我的神啊！你卻將我的性命從坑中救出來。」（拿二 6）著名聖經學者察克〃

密斯樂也說約拿去過地獄。 

我在加略山教會成長，知道任何屬靈經驗都應該已經記載在聖經裏。我找到

大約 400 處經文，所描述的正如我在地獄裏所看見、所聽見、所感覺到的。另外

我也找到十四個到過地獄的人，他們大多數是在醫院裏瀕臨死亡邊緣，又被救回

來的。            

現在，讓我進入主題。事發當晚我和妻子如常參加禮拜天的禱告會，然後我

們就回家睡覺。大約在零晨三時我被提走，發現自己掉進一個牢房：你可想像那

粗糙、巨大的石塊牆壁和鐵柵門。那裏酷熱無比，熱到我以為已被焚燒瓦解，可

是我竟然還活著。初時牢房有一點光，大約一分鐘後就黑暗了。 

以賽亞書二十四章 22 節：「他們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獄中，並要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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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牢裏。」箴言七章 27 節：「她的家是在陰間之路，下到死亡之宮。」地獄裏有

牢房、火坑，還有一大片火海。約拿書二章 6 節：「地的門將我永遠關住。」我

所看見的聖經裏早有記載。以賽亞書十四章 19 節：「石頭做成的牢獄。」我發現

另外還有四個活物在牢房裏。初時我不知道牠們是魔鬼，因為我是以一個沒有得

救身份的人到那裏，主把我是基督徒的思想暫時拿走。 

這些魔鬼非常龐大，大約有四公尺高（請參閱「影片」）。與我們一起做見證

的其中一位也看到同樣的魔鬼，就是「影片」中揪人到牢房裏去的那一個。肯尼

斯〃海根作見證說：「……這個魔鬼全身長滿鱗片，下巴巨大隆起，牙齒和凹陷

的眼睛都非常巨大。」申命記三十二章 22 至 24 節：「在我怒中有火燒起，直燒

到極深的陰間……他們必因饑餓消瘦，被炎熱苦毒吞滅。我要打發野獸用牙齒咬

他們……」相信這咬人的獸正是我所看見的。另外一個魔鬼長得完全不一樣：全

身長滿尖銳的魚鰭，有一隻長手臂、一個肩膀、不成比例的腳，全身扭屈，毫不

對稱，非常畸形、醜陋、嚇人、恐怖。 

魔鬼不停地詛咒、褻瀆神。我在想：「為甚麼牠們要詛咒神？為甚麼牠們痛

恨神？」這時牠們的注意力轉向我，我感受到牠們如痛恨神般恨我，「為甚麼牠

們痛恨我？我又沒有對牠們做甚麼。」但是牠們對我的恨遠遠超越人間的仇恨。

你在地獄的五官感覺非常敏銳，比在地上所能知道的多得多。就像我知道距離與

時間，也知道牠們是被派來折磨我一樣。我躺在牢房的地上，全身無力。我不明

白為甚麼我動不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無助的躺在那裏，有一個魔鬼把我抓住，舉起來摔向牆壁，就像摔一個玻

璃杯，我在魔鬼的手中就是那麼輕，那麼微不足道。我感覺到每根骨頭都斷了，

非常痛苦，癱在地上，哭求憐憫，但是這些活物沒有任何憐憫，絕對沒有憐憫。

魔鬼再度抓起我，另一個用牠尖銳的爪把我的肉撕成碎片。牠是那麼毫不留情的

撕裂我的肉。不知道為甚麼我還活著？為甚麼要活著忍受這些？不明白為甚麼我

沒有死？我的肉被撕碎像絲帶垂下來，沒有血，只是肉條懸掛著，因為生命是在

血裏頭，地獄裏沒有生命、沒有水、也沒有血。 

你知道嗎？在陰間裏你沒有力量。以賽亞書十四章 9 至 10 節：「你下到陰間，

陰間就因你震動……你也變為軟弱像我們一樣嗎？」詩篇 88 篇 4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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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五章 3 至 4 節

講到：「那人常住在墳塋裏，沒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鐵鍊也不能，因為人屢次

用腳鐐和鐵鍊捆鎖他，鐵鍊竟被他掙斷了……」那是一個人而有魔鬼的力量。魔

鬼有超過一千倍人的力量，我無法抵抗。我只能哀求憐憫，可是牠們毫無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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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的味道非常可怕，甚至無法描述，但我儘量讓你體會，就好像燃燒的硫

磺。魔鬼的味道好像臭溝水、爛的肉、霉的蛋、酸的奶，和一切你所能想像的全

部混合起來，再乘上一千倍，你就用鼻子吸進去，那是超毒，會置你於死地。 

我問自己「為甚麼要活在這惡臭裏」？實在是太可怕了，死不了，又必須忍

受。這些褻瀆者不斷地用卑賤的言語和手段，侮辱、貶低、詛咒神。以西結書二

十二章 26 節：「我也在他們中間被褻慢。」撒母耳記下二十二章 6 節：「陰間的

繩索纏繞我……」彌迦書三章 2 節記載非利士人「恨好人，愛邪惡，從人身上剝

皮，從人骨頭上剔肉。」非利士人這樣對待猶太人，這種殘忍的本性從那裏來？

是從地獄來的，正是那些魔鬼所做的。 

憐憫是從神而來，魔鬼不知道甚麼是憐憫。詩篇三十六篇 5 節：「耶和華啊，

你的慈愛上及諸天……」愛是從神而來，地獄裏絕對沒有愛。詩篇七十四篇 20

節：「因為地上黑暗之處，都滿了強暴的居所。」那裏是一個殘忍、淒慘、恐怖

的居所，而你就被拘留在那裏。人類是最高等次的受造物。我們辛勤工作，讓生

命更好；努力學習，使自己成長。但在地獄裏，你的生命卻要由魔鬼控制，牠們

完全沒有知識，只知道痛恨神、痛恨你、折磨你。 

以賽亞書五章 14 至 15 節：「故此，陰間擴張其欲，開了無限量的口……尊

貴人要降為卑。」以賽亞書五十七章 9 節：「自卑自賤直到陰間。」以西結書三

十二章 24 節：「與下坑的人一同擔當羞辱。」你必須忍受羞辱，魔鬼要轄管你的

生命。牠們控制你，你失去自我，甚麼都不能作，也絕對無法叫停。我躺在牢房

裏，四周變得漆黑，像柏油瀝青那麼黑，是從未經歷過的黑暗。我曾經下過地洞，

也曾深入亞利桑那州的鐵礦，但是地獄的黑是無法想像的。 

我開始爬，不知為何可以爬了，明顯地是牠們容許我爬。我還記得門的方向，

就朝著門口爬過去，一直爬出牢房。漆黑中我聽見從某一個方向傳來尖叫聲。億

萬人在那裏尖叫。我知道他們的數目是億萬，非常的大聲。如果你曾經聽過尖叫

聲，你知道那是非常恐怖的。億萬人的尖叫聲使我受不了，我嘗試捂住耳朵，但

完全沒有用，實在是太大聲了，聲音穿透了你，你無從躲避這尖叫，恐懼壓迫你，

是難以想像的。在這裏，你必須承受害怕、折磨、黑暗。你甚麼都看不見，你也

不知道有甚麼可怕的事將會來臨。 

講到黑暗，詩篇八十八篇 6 節：「你把我放在極深的坑裏，在黑暗地方，在

深處。」啟示錄十六章 10 節：「獸的國就黑暗了。」猶大書十三節：「……有墨

黑的幽暗為他門永遠存留。」出埃及記十章 21 節：「使埃及地黑暗，這黑暗似乎

摸得著。」黑暗的恐懼強而有力的抓住你，就好像你觀看恐怖電影，恐懼突然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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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你喉頭的一剎那！再將那一剎那乘上至少一千倍，而那逼迫的恐懼卻揮之不

去。 

我曾經歷過恐懼。我年輕時喜歡衝浪，那時我還不是基督徒。有一次，在佛

羅里達州的可哥海灘，突然有一群鯊魚過來包圍我們。一條三公尺長的老虎鯊把

我的衝浪板咬成兩半，並且咬住我的腿往下拉，我的腿就在這條大鯊魚的口中，

當時我嚇得魂不附體。然而，突然間鯊魚放開了我。我知道，是神讓鯊魚開了口。

有個年青人在我旁邊，才距離一公尺遠，鯊魚一口咬斷他的腿，他拚命遊上沙灘，

到處是血，到處是尖叫聲，他的腿沒有了。然而，這次的恐懼經歷絕對不能和我

在地獄的恐懼相比。 

以賽亞書二十四章 17 至 18 節：「恐懼，陷坑，網羅都臨近你……」約伯記

十八章 14 節：「帶到驚嚇的王那裏。」魔鬼肯定是驚嚇的王。在牢房的外邊我可

以看見火焰，十六公里外是一個寬約五公里的火坑。那火焰衝得很高，剛好夠我

看見地獄，再遠一點是非常沉重的黑暗，那裏吞滅了所有的亮光，隱約可以看見

一點地平線。到處都是褐色、荒蕪，找不到綠葉子，也沒有任何生命存在的跡象。

申命記二十九章 23 節：「遍地有硫磺，有鹽鹵，有火跡，沒有耕種，沒有出產，

連草都不生長……」你習慣了在地上有生命、有樹、有清新的空氣，但到了地獄，

那裏甚麼都沒有，只有死亡——絕對的死亡。 

申命記三十二章 24 節：「被炎熱苦毒吞滅。」猶大書 7 節：「受永火的刑罰。」

詩篇十一篇 6 節：「有烈火、硫磺、熱風……」以賽亞書五十七章 21 節：「神說：

『惡人必不得平安！』」地獄的熱無法描述，你不會死，只好忍受。就像你辛勞

工作了一整天，只想回家休息、安靜，卻又不能休息，沒有安靜，到處都是尖叫

聲，都在折磨你，想逃也逃不了，永遠也逃不了。 

地獄裏的人全部裸體，那是你必須承受的羞辱。以西結書三十二章 24 節：「與

下坑的人一同擔當羞辱。」約伯記二十六章 6 節：「在神面前陰間顯露，滅亡也

不得遮掩。」神可以看透地獄，在祂面前毫無隱藏。 

撒迦利亞書九章 11 章節：「將你中間被擄而囚的人，從無水的坑中釋放出

來。」路加福音十六章 23 至 24 節這樣描述財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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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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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在這火焰裏，極

其痛苦。』」地獄裏沒有水，沒有潮濕的空氣，只有無限的乾燥，你迫切的想要

水，一滴水也好。就像你在死亡谷參加馬拉松賽跑，跑了好幾天，你的嘴乾舌裂，

渴望有一滴水，可是你永遠也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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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提到天堂與地獄之間有深淵隔開，距離那麼遠，財主也從來沒有見過亞

伯拉罕，他怎能認出拉撒路和亞伯拉罕呢？可是在地獄裏你就是很清楚，就像我

知道多寬、多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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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真的不願回憶被折磨的情景。嗯！不管怎麼樣，牠們又開始虐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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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

們分別抓住我的手臂和我的腳，要把我撕開。就在那一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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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火我可以

看見在火中的身體，人們在火焰中尖叫，呼求憐憫。他們一直哀求，要離開那裏。

有一個巨大的活物躺在地獄的火坑邊，若有人爬上來，就會被鏟回到火中去。這

地方實在是太可怕、太恐怖。你口渴、你饑餓，你要甚麼都得不到，你好累、你

想睡，也不能睡覺。啟示錄十四章 11 節：「他受痛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

遠……晝夜不得安寧。」 

地獄在地球的中心，距離地面大約 5,900 公里深。地球的直徑約有 12,800 公

里，中心點約在 6,400 公里。我是在約 5,900 公里深的地方。以弗所書 4 章 9 節

提到耶穌降到地底下。民數記十六章 31 至 33 節：「地就開了口，把他們和他們

的的家眷，並一切屬可拉的人丁，財物都吞下去……都活活地墜落陰間，地口在

他們上頭照舊合閉。」 

我在地獄火坑的邊緣，看見這些邪靈都沿著牆壁排列。牠們有各種不同的大

小和形狀，牠們被扭曲的外貌醜陋得難以想像，除了老鼠、蛇，還有蛆。以賽亞

書十四章 11 節：「下到陰間，你下鋪的是蟲，上蓋的是蛆。」那裏到處有各種噁

心的活物，牠們看起來好像被鎖煉鎖在牆壁上。為甚麼這些活物會被鎖在牆上？

我找到了聖經章節，在猶大書 6 節：「有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主用

鎖煉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暗裏，等候大日的審判。」也許這就是我所看到的，我

不知道對不對。牠們對人類有超強烈的仇恨，所以我慶幸牠們被鎖在牆上，不能

夠來傷害我。 

我開始從這個黑洞往上升。在隧道中，遠離了火焰，四邊開始黑暗下來，可

是我還可以看見那些邪靈在牆壁上，牠們都有很可怕的力量。沒有人……可以跟

牠們打鬥，我無法忍受這種強烈的恐懼。可是，在地獄裏我想到一件更可悲的事，

比受一切折磨還要可悲。那就是：世人竟然不曉得，在他們腳下有一個這麼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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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獄。他們也不曉得，那裏有億萬的人不停的苦苦哀求，懇求再給他們一次機

會！他們後悔沒有把握機會接受耶穌，結果被困在地獄裏，永永遠遠、沒有盡

頭…… 

我想起我的妻子，我記得常常告訴她，如果我們因地震或可怕的意外分開的

話，我一定會想辦法尋找她。但是，在地獄裏我永遠也無法見到她，也沒有辦法

傳話。這是一個死亡的地方，出不去，你明白嗎？你永遠無法出去！我們在地上

總是有盼望，即使被關進集中營，總還有盼望，可以離開那裏，或是死在那裏，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完全的絕望。以賽亞書三十八章 18 節：「原來陰間不能

稱謝你，死亡不能頌揚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誠實。」 

我繼續在隧道中往上升，我害怕那些邪靈，我的心裏充滿恐懼、茫然、絕望。

一瞬間！嗯！耶穌出現了，讚美你，主！哦！耶穌出現了！祂的光，照亮了四周，

我只能夠看見祂的輪廓，我不能夠看見祂的臉，因為祂實在是太光亮了。我立刻

跪下，仆倒在祂面前敬拜祂！約翰在啟示錄一章 16 節記載他看見耶穌基督：「面

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見，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樣。」我是多麼的感恩，

在那一刻之前，我是永遠的失落，轉瞬之間，我竟然離開了地獄，就因為耶穌基

督。  

那些人不能離開地獄，因為他們沒有得救。地獄沒有出路，而耶穌是唯一的

出路。唯有耶穌可以拯救你離開那個地方。有人會這樣想，見主面時要問祂許多

問題，但當你真的看見了主，你只想敬拜祂，讚美祂的聖名，感謝祂從地獄裏救

你出來。當我鎮定下來，開始恢復思緒，我問主為甚麼要讓我到這個地方？ 

主說：「許多人不相信有地獄。即使我的子民，也有一些人不相信地獄是真

的。」我感到驚訝，我以為所有基督徒都相信有地獄，雖然並非每個人都相信有

一個真實、在燃燒的地獄。 

我問：「主啊！祢為甚麼挑選我去地獄？」主沒有回答。我是最不喜歡去這

種地方的。我和妻子都討厭看骯髒邪惡的電影，我恨惡任何敗壞的事情。地獄是

污穢、敗壞、羞恥、混亂、噁心的，而我卻喜歡乾淨、和諧、有秩序，以及追求

卓越。 

主只告訴我：「……我不願任何人來這個地方。你必須去告訴他們，我給了

你一張嘴，你去告訴他們吧！」我心裏想：「可是，主啊！他們不會相信我的，

他們會認為我若不是瘋了，就是作惡夢。」主回答說：「讓人悔改不是你的工作，

那是聖靈的工作，你只管去告訴他們。」我在心裏回答：「是的，主！我願意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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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我必須去告訴他們。」你也許擔心或害怕人們會怎麼看你。然而，你就是必

須去告訴他們，其餘的讓神來作。 

我問主： 「為何這些活物如此痛恨我？」主說： 「因為你是照我的形像造

的，而他們痛恨我。」你知道魔鬼不能夠抵擋神，不能夠傷害神，可是牠可以傷

害祂所造的。這就是為甚麼魔鬼恨惡人類，欺騙人類，要把人類帶到地獄裏。並

且把疾病加諸他們身上，牠做出任何能傷害神所造的。 

這時候神用祂的意念充滿了我，祂讓我去觸摸祂的心，讓我體會祂多麼愛世

人，真是難以相信的愛！我們都愛自己的妻子和兒女。然而不論多麼愛，一點兒

也無法和神的愛相比。祂的愛遠遠超越我們的愛。以弗所書三章 19 節：「這愛是

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你無法用有限的知識去瞭解祂那無限的愛。 

主流淚看著每一個往地獄去的人，祂的心很痛，我為主感到非常難過。我在

想，我必須竭盡所能為主做見證。祂吩咐我：「告訴他們，我很快、很快就會再

來！」祂叮嚀：「告訴他們，我很快、很快就會再來！」 

在主旁邊我感受到極大的愛和平安，是參加一切恩膏聚會所無法相比的。然

後我往上看，看到牆上那些邪靈。牠們看起來就像螞蟻，牠們仈然那麼大，但是

當神的能力，創造的大能與你同在，牠們就像螞蟻在牆上。一時之間，我無法領

悟過來，只是想，哦主！牠們只是螞蟻。主說，你只要奉我的名捆綁牠們，將牠

們丟出。然後我在想，哇！主給教會的權柄是何等的浩大。 

回來的時候，我看見自己的身體躺在床上，這對我的衝擊很大，那不會是我

吧！我在這裏，這才是我。我看見自己躺在那裏，然而那不是真的我。哥林多後

書五章 1 至 3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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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

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見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保羅說我們都

住在帳棚裏，這個概念非常震撼，想到我的肉身只是一個帳棚，就像煙霧，只是

暫時的，根本不重要，真正的我可以擁有永生才是應該關心的。 

仉天，你若是還沒有認識主，你必須問自己一個問題：「我應該相信這些人

嗎？他們所看見的是真的嗎？」更重要的是，聖經裏面早已經提到了地獄，你若

在這刻說：「不！我不相信，我不信那是真的！」那你必須否認一切聖經所說的，

也否認我們盡力想告訴你的。 

你是否願意抓住這永生的機會呢？如果你還說：「不！我不相信！」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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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極端愚昧的，別讓魔鬼來欺騙你，那些巨大的活物正在那一端嘲笑著，當你

到了地獄，那些魔鬼就會這樣嘲笑你，因為你曾經有機會接受主，但是你拒絕了！ 

一旦到了地獄，你就不能再回來了！絕對、絕對不能再回來了！你會永永遠

遠迷失在地獄裏…… 

************************************************************** 

 

附錄：拉撒路與財主 

（路加福音 十六19～31） 
 

19 20又有一個討飯的，名

叫拉撒路，渾身生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21要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饑，

並且狗來餂他的瘡。 

 
22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裏。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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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24

！打發拉撒路來，用指頭尖蘸點水，涼

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焰裏，極其痛苦。」 

 
25亞伯拉罕說：「兒阿，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受過苦；如今他在這

裏得安慰，你倒受痛苦。26不但這樣，並且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以致人要

從這邊過到你們那邊是不能的；要從那邊過到我們這邊也是不能的。」 

 
27財主說：「我祖阿！既是這樣，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28因為我還有五個

弟兄，他可以對他們作見證，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 

 
29亞伯拉罕說：「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  

 
30他說：「我祖亞伯拉罕哪，不是的，若有一個從死裏復活的，到他們那裏去的，

他們必要悔改。」 

 
31亞伯拉罕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一個從死裏復活的，他們也是

不聽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