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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of Heaven 
An Ethereal Spirit World or a Tangible New Earth? 

天堂的意義 

空靈的世界還是真實的新世界？ 

原文： https://christinprophecy.org/articles/the-
meaning-of-heaven/  

大衛．雷根博士（Dr. David R. Reagan）著 

懿真．卡索（I-Jen Castle）譯 

 
多年以來，我對去天堂的渴望微乎其微，我對天堂的唯一興趣來自於避免地獄的渴望。對於成為

在空靈世界中的一個無形靈體，漂浮在雲上，彈奏豎琴，我真的是無法提起興趣。 

我對天堂的興趣是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慢慢累積而成的，這興趣成了一種熱愛，並不是因為我對

聖經預言的研究結果，反而是因為我與主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我越認識祂，越想和祂在一起。 

新地 

我在聖經預言方面的研究，沒有成為發展我對天堂的興趣的關鍵是因為，聖經在這主題上出奇地

著墨不多；聖經非常詳細地告訴我們千禧年將會是如何，但幾乎沒有提供關於永生的詳細資訊。 

聖經確實告訴我們的，卻常常讓大多數基督徒感到吃驚意外，因為關於天堂的經文已經被過度靈

意化了。比如說，聖經明確地指出，得到救贖的人將在新的地球上度過永生。 

以賽亞是第一個談到這個真理的人，他說到『新天新地』將永永遠遠在主的面前長存（以賽亞書

66:22）；這個真理在啟示錄中重複提到，使徒約翰說，他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以前的天地

都消逝了』（啟示錄 21:1）。 

約翰接著描述新耶路撒冷降到新地球，『從天上的上帝那裡降下』（啟示錄 21:2），然後他說上

帝祂自己將來到新地球與人同住：『看啊！上帝的居所設立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成為

祂的子民，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啟示錄 21:3）。 

https://christinprophecy.org/articles/the-meaning-of-heaven/
https://christinprophecy.org/articles/the-meaning-of-heaven/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4%BB%A5%E8%B3%BD%E4%BA%9E%E6%9B%B8%2066:22&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4%BB%A5%E8%B3%BD%E4%BA%9E%E6%9B%B8%2066:22&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1&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2&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3&version=CC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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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真理已經啟示給舊約的先知。當以西結被帶到千禧年聖殿進行預言之旅時，以西結的嚮導

（成肉身前的主耶穌）告訴他：『人子啊，這裡是我的寶座，是我踏腳的地方，我要與以色列人

永遠同住。』（以西結書 43:7）。 

得蒙救贖的人將永遠住在新地球上，有新的身體，在新耶路撒冷，全能的上帝和祂的兒子耶穌面

前。天堂將來到地球上！ 

新耶路撒冷 

聖經關於天堂的最詳盡描繪是關於我們永恆的居所─新耶路撒冷，啟示錄第二十一章中有二十節

經文專門描述它。 

啟示錄第二十一章中所包含的信息並不是聖經中第一次提及新耶路撒冷，在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第

10 節提到這城市『是由上帝設計、建造的。』在約翰福音第十四章第 1–4 節記錄了耶穌提到此城，

祂稱此為『我父的家』，而且祂說，祂將在其中為祂的教會準備一個地方。 

耶穌目前正在擴增、裝飾和美化父神所設計、建造的家，耶穌正在為祂的新娘做準備，就像舊約

時代那樣，新郎會在父親的房子上增加一個空間，成為自己和新娘的住宿地方。 

啟示錄描述這座城市是裝飾精美的，『像妝飾整齊等候新郎的新娘』（啟示錄 21:2），接著，約

翰實際上將這座城市稱為羔羊的新娘（啟示錄 21:9），因為這座城市中有基督的新娘，即祂的教

會。 

我認為，這暗示著所有得救贖的人將在千禧年末從地球上移置到新的耶路撒冷中，而新的耶路撒

冷很可能懸浮在天上；從這個制高點，我們將看到上帝燒毀這個地球，並將其如熱蠟球般重塑，

成為新的地球，這將是個完美的地球，就像上帝最初創造的那樣；然後，我們將在新耶路撒冷中

一起被降到新地球上。 

這座城市的規模和外觀都會很壯麗，它將是一個立方體的形式，長寬高各方向都為 1,500 英里

（希臘文為一萬二千司他町，譯為兩千二百公里或兩千四百公里）！它將反射『上帝的榮光』

（啟示錄 21:11,16）。 

新城的規模 

新城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規模，其大小如同從加拿大延伸到墨西哥灣，從美國的大西洋海岸延伸

到科羅拉多州，並向天際延伸 1,500 英里。 

這新城的巨大垂直延伸到空中，有可能是新地球將比現在的地球大得多的一個線索，否則，這城

市將與其周圍環境無法成正比。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4%BB%A5%E8%A5%BF%E7%B5%90%E6%9B%B8+43%3A7&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B8%8C%E4%BC%AF%E4%BE%86%E6%9B%B811%3A10&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B8%8C%E4%BC%AF%E4%BE%86%E6%9B%B811%3A10&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7%B4%84%E7%BF%B0%E7%A6%8F%E9%9F%B314%3A1-4&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2&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9&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11-16&version=CC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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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城市能否充分容納所有得救贖的人呢？這是個好問題。亨利．莫里斯博士（Dr. Henry 
Morris）在他的書《啟示錄紀錄》（The Revelation Record）提供的答案，是我遇到過最好的答案。 

莫里斯博士假設所有得救贖的人口數可能高達 200億，他進一步猜測，約有 75%的新耶路撒冷可

能用於街道、公園和公共建築，那麼，200 億人口能擠入這個城市的 25%的空間嗎？ 

答案是肯定的！實際上，這很容易做到，每個人會有一個立方區塊，每一個面上約 75 英畝（約莫

是 31.275 甲，或 91,809 坪）。我們正在談論的，是一個巨大的城市啊！ 

當然，這是假設我們新得的榮耀的身體，將會像天使的身體一樣不受現在萬有引力定律的影響；

這是一個可靠的假設，因為腓立比書第三章第 10–11 及 21 節說，我們榮耀的身體將會像耶穌復

活後的身體一樣，不受地心引力的影響；這可以從耶穌升天而得到證明。 

這就是這座城市將如此高大的原因，我們將能夠運用和享受它的各個層次，會有水平面的街道和

垂直面的街道。 

新城之美 

那麼，它們將是什麼樣的街道？聖經說，它們將是『純金的，好像透明的玻璃一樣』（啟示錄

21:21），實際上，整個城市將用明淨的像玻璃般的純金製成（啟示錄 21:18）。 

城市的基石會由 12 層寶石製成（啟示錄 21:19–20），每層會刻著十二使徒之一的名字（啟示錄

21:14），這座城市將被 200 英尺（又譯一百四十四肘，約 66.2 公尺）高的碧玉牆包圍（啟示錄

21:17），將有 12 個城門，每側有 3個門，每一個門上將寫著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的名字（啟示

錄 21:12）。 

而且，是的，大門將是「珍珠門」，每個門由一顆巨大的珍珠構成（啟示錄 21:21）。 

最棒的是，父神和耶穌都將和我們一起住在城裡（啟示錄 21:22），耶和華神光（Shekinah）和榮

耀將永續地照亮整座城市，因此將不再有夜晚，也將不再需要任何類型的人造光或太陽光（啟示

錄 22:5）。 

上帝和祂的兒子的寶座將在城市中，由此『一道流淌著生命水的河，清澈如水晶』，將沿著城內

主要街道當中流下來，生命之樹在河的兩旁生長，產出 12種水果─每月各出不同的果子（啟示錄

22:1–2）。 

就這些了，上帝的話語只給了我們天堂的一瞥，但是，這是多麼令人心馳神往的一瞥呀！瞥見了

完美的和平、歡樂、與美麗。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85%93%E7%AB%8B%E6%AF%94%E6%9B%B8+3%3A10-11&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85%93%E7%AB%8B%E6%AF%94%E6%9B%B8+3%3A21&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21&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21&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18&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19-20&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14&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14&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17&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17&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12&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12&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21&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22&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2%3A5&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2%3A5&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2%3A1-2&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2%3A1-2&version=CC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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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堂的活動 

我們將在永生裡做些什麼呢？再次地，聖經在這主題上出奇地沉默，只提到我們『都要事奉祂』

（啟示錄 22:3）。 

我對我們在天堂的活動有很多的幻想，我可以想像我們花很多時間在敬拜、唱大衛王的詩篇，並

由大衛王指揮我們；我認為我們的天賦有可能會被放大，我們將能夠以我們從未想像過的氣勢和

範圍來歌唱、繪畫、或寫作─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上帝的榮耀！ 

當然，我們將花很多時間在研究上帝的話語，想像有使徒約翰為老師，來學習約翰福音！我感到

興奮的是，想像有耶穌教導舊約，就像祂復活後教導祂的門徒一般（路加福音 24:44–45）。上帝

之道有無限的深度，我相信我們將永遠從中學習。 

當我們學習上帝之道，我相信我們會在屬靈上成長，越來越像耶穌；而由於上帝是無限的，無論

我們如何越來越像祂，我們仍會有更多需要學習成長的地方；在這方面，我猜想我們的屬靈成長

會接著從此生停下來的地方開始。 

有時候，我對於天堂，真的浮想聯翩，例如，我可以想像主給我們機會觀看聖經歷史上重大事件

的「即時影像重播」，我希望真的會是如此，我想看到紅海海水分開、耶利哥城的毀滅、和拉撒

路的復活。 

那麼，宇宙之旅呢？想必我們在榮耀的身體裡，將能穿越太空，近距離觀察上帝創造的奇蹟，想

像一下，造訪我們銀河系中的所有行星，以及遊覽成千上萬個其他星系！ 

但在啟示錄第二十二章第 3 節中提到，我們將會作為上帝的『奴僕』事奉祂，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不確定，我猜想這意謂著我們將會有富有成效的工作要做，我不確知那將會是什麼樣的工作，

但在啟示錄第二十二章第 5 節有個提示，我們將會『永永遠遠』與主一起執掌王權。 

執掌王權必然暗示著我們必須統治某人，那會是誰呢？同樣，有一個有趣的線索，啟示錄第二十

一章第 24–27 節提到將住在新地球上新耶路撒冷城外的『列國』，啟示錄第二十二章第 2 節暗示

這些國家的人民將會有血肉之體，因為它說生命樹的葉子將會被用於『醫治萬民』（又譯，醫治

萬國）。 

這些「萬民」是誰呢？這是聖經預言中最大的謎團之一，有很多不同的猜測，就像對啟示錄有很

多不同的評論一樣。 

他們是那些在千禧年期間接收耶穌而得到救贖的人嗎？聖經沒有提到這些在千禧年間得救的人的

最終命運，也沒有承諾他們會得到榮耀的身體。 

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這是聖經其中一個部分，彷若我們看著昏暗的鏡子，無法全面明瞭，直到

我們與主『面對面』（哥林多前書 13:12）。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2%3A3&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B7%AF%E5%8A%A0%E7%A6%8F%E9%9F%B3+24%3A44-45&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2%3A3&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2%3A5&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24-27&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1%3A24-27&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2%3A2&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3%A5%E6%9E%97%E5%A4%9A%E5%89%8D%E6%9B%B8+13%3A12&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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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天堂的互動關係 

這使我談到天堂最大的福分，那就是啟示錄第二十二章第 4 節提到，我們將看見上帝的臉！ 

出埃及記第三十三章第 20 節說，沒有人見過上帝的臉，但是當我們在天堂裡與祂的互動關係裡，

我們將獲得見到祂的面的特權。 

而這就是天堂真正的意義，我們將會與主有親密的關係，而這關係超越了今生可能達到的一切；

我們是為了與上帝有互動關係（或稱為交通）而被造的（約翰福音 4:23），而這個目的將在我們

與上帝同在的永生裡達到巔峰。 

這就是為什麼保羅寫到：『活著是為了基督，死了也有益處。』（腓立比書 1:21）他接著解釋說，

繼續在肉身活著意謂著有機會為主的國度做工，多結果子，但他仍然希望離開此生，因為離世將

會開啟與主有甜美、親密、個人的互動關係的大門（腓立比書 1:22–23）。 

你呢？你是緊緊地抱住這個世界，還是嚮往天堂？ 

你越認識主，就越愛祂；而你越愛祂，你就會越渴望與祂在一起。 

這是再自然不過的，我們總是渴望與我們所愛的人在一起。 

對天堂的嚮往 

我深愛著我的妻子，我們結婚已有三十多年了。我必須經常旅行，每天晚上，我在路上都會打電

話給她，告訴她我愛她，我會寄給她濃情蜜意的愛情卡片；當我必須離家很長一段時間時，我會

寄給她禮物，像一束鮮花。 

我喜愛和妻子通電話，我喜愛寄給她愛的小紙條，我喜愛送她禮物，給她一個驚喜，但這些都無

法取代和她在一起！當你愛某個人時，你想和他們在一起。 

同樣地，我喜愛在敬拜裡、聖經研究中、以及祈禱裡與主交通，但這些屬靈的活動無法取代真正

地與主同在。 

因為我愛祂，所以我想和祂在一起。與主的個人、親密的關係─是天堂的本質。願此很快地成為

現實！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95%9F%E7%A4%BA%E9%8C%84+22%3A4&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5%87%BA%E5%9F%83%E5%8F%8A%E8%A8%98+33%3A20&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7%B4%84%E7%BF%B0%E7%A6%8F%E9%9F%B3+4%3A23&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85%93%E7%AB%8B%E6%AF%94%E6%9B%B8+1%3A21&version=CCB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85%93%E7%AB%8B%E6%AF%94%E6%9B%B8+1%3A22-23&version=CC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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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大衛．雷根博士（Dr. David R. Reagan）在美國擔任國際法律與政治教授 20 年後，於 1980 年創辦

了羔羊與獅子聖經預言事工中心（Lamb & Lion Ministries）。他是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in Austin）的優等榮譽畢業生（Phi Beta Kappa graduate），並在弗萊徹法律與外

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 Diplomacy）獲得博士學位，此校是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
與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聯合的國際研究學院。雷根博士終生學習聖經，自 1980 年以來，

他在美國及世界各地主持聖經預言的專題研討會，並主持每週一次的電視節目「預言中的基督」，

此節目在全國性基督教電視網絡播出，並向世界各地以衛星轉播，他也編輯該機構的雙月刊 The 
Lamplighter。雷根博士的妻子安（Ann）是一位退休的小學一年級老師，他們有兩個女兒，都參與

事奉，還有四個孫兒及兩個曾孫。 

詳細作者介紹：https://christinprophecy.org/?staff=dr-david-r-reagan 

羔羊與獅子聖經預言事工中心（Lamb & Lion Ministries）網站：https://christinprophecy.org/ 

 

https://christinprophecy.org/?staff=dr-david-r-reagan
https://christinprophec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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