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徒會堂
主日信息

天上更美的家鄉
(來11：13-16)

劉俊偉 (05/30/2021)







希伯來書十一章

 更美的家鄉

 從一個『約』開始 – 亞伯拉罕之約

 『以信為本』成為亞伯拉罕的兒女

 救恩之福

 天堂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傳12：7）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
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
如飛而去。』（詩90：10）

『她將近於死，靈魂要走的時候，就給她兒子起名叫
便俄尼，他父親卻給他起名叫便雅憫。』（創35：

18）



『1 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篷若拆毀了，必得
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2 我們

在這帳篷裡嘆息，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好像穿
上衣服。 3 倘若穿上，被遇見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
了。 4 我們在這帳篷裡嘆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

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
（林後5：1-4）

教堂 vs 天堂



思想三個問題

1. 有永恆的家鄉嗎？

2. 永恆的家鄉在哪裡？

3. 如何進入永恆的家鄉？反思？



1.有永恆的家鄉嗎？

V13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
許的·····

 進入應許之地--迦南

 子孫像天上的星那樣眾多

 因亞伯拉罕的後裔—耶穌基督--得福

V13 ···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

『信就是對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看不見之事的
明證。』（來11：1 新譯本）



有永恆的家鄉嗎？

V13 ···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
的。

『耶和華啊，求你聽我的禱告，留心聽我的呼求，
我流淚，求你不要靜默無聲。因為我在你面前是
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詩39：12）

『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乾，花必凋謝』（彼前1:24)

『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見了，就快樂。』（約8：56）



永恆的存在

 孔子：『未知生，焉知死』



永恆的存在

 秦始皇的兵馬俑



永恆的存在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
世人心裡····』（傳3：11）

 天堂或地獄



瀕臨死亡的見證

莫里斯 羅林茲醫學博士

Dr. Maurice Rawlings
1922 -- 2010



真的有天堂- “Heaven is for Real”

Colton Burpo 寇頓

Akiane and Colton



2.永恆的家鄉在哪裡？

V14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15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
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
之先。 16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

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
的人必先復活，17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

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
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前4：1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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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 by Randy Alcorn

『現有的天堂』or
『居間的天堂』



陰間

舊約論到陰間：

『他的兒女都起來安慰他，他卻不肯受安
慰，說：「我必悲哀著下陰間，到我兒子
那裡。」約瑟的父親就為他哀哭。』（創
37：35）



陰間

舊約論到陰間：

『14 他們如同羊群派定下陰間，死亡必做他們的

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轄他們。他們的美容
必被陰間所滅，以致無處可存。』（詩49：14）

『15 只是神必救贖我的靈魂脫離陰間的權柄，因

他必收納我。』 （詩49：15）



陰間

新約論到陰間：

『27 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
的聖者見朽壞。28 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必叫我因見你的面得著滿足的快樂。』 29 弟兄

們，先祖大衛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對你們說，他
死了，也葬埋了，並且他的墳墓直到今日還在我
們這裡。 30 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向他起

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
上， 31 就預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

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壞。』
（徒2：27-31）

）



陰間

新約論到陰間：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
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啟
20：13）

『迦百農啊，你已經升到天上，將來必墜落陰間！
因為在你那裡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所多瑪，它還
可以存到今日。』』（太11：23）



天堂之路 vs 地獄之路

失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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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之路 vs 地獄之路

失喪的人

天堂
（永生）

樂園
（得安慰）

死亡

得救的人

死亡

受痛苦
地獄

（永刑）

復活/審判日

復活/審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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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園/陰間

財主和拉撒路 （路16：19-31）

『亞伯拉罕說：『兒啊，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
拉撒路也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裡得安慰，你倒受
痛苦。』（路16：25）

『 42 就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
你記念我！」 43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路23：42-43）



永生 / 永死（永刑）

『這些人要往永刑裡去，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裡去。』
(太25：46)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
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
（太25：34）

『唯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

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
份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這是第二次的死。』 (
啟21：8)



保羅“三層天”的經驗

『1 我自誇固然無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
說到主的顯現和啟示。 2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裡的人，

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或在身內，我
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3 

我認得這人——或在身內、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4 他被提到樂園裡，聽見隱祕的言

語，是人不可說的。』（林後12：1-4）



天堂與樂園互通

『···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
給他吃。』（啟2：7）



保羅的另一個見證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22 但

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
該挑選什麼。23 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

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腓1：21-23）

天堂：神的同在



3. 如何進入那個永恆的家鄉呢？反思？

 進窄門（太7：13-14）

 舊約人物的得救：

『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羅4：
3，加3：6，創15：6）

『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
國裡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太8：
11）



V15『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
機會。』

V16『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
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今生的決定，影響未來永恆的去處



『永恆家鄉』的反思

 傳道  聽道

 行道

 信道

『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羅10：17）

『···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
怎能聽見呢？』（羅10：14）

『···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
不聽耶和華的話。』（摩8：11）



『23 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
己本來的面目，24 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
貌如何。』（雅1：23-24）



『永恆家鄉』的反思

 生命影響生命

 教會小組

 傳福音

 關顧



結語

 有神的同在就是天堂

 生命有意義，生活有方向



生命的迷霧

Florence Chadwick： 1918 - 1995



結語

 “我所看到的只有濃霧，假如我看得到海岸的話，
我一定能辦得到”

 耶穌基督及祂的引領、天上更美的家鄉

 生命中的濃霧？

 仰望神、信靠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