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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教师及作家爱主音·罗杰斯 (Pastor Adrian 

Rogers) 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介绍了耶稣基督

的爱，并以如此简单的方式传讲深奥的圣经真

理，甚至“一个5岁的孩子可以明白，而同时在

对50岁的人讲”，以此影响了无数的生命。      

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始于1987年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的广播事工，至今仍然 

是他全面教学的唯一资源。 我们希望通过书

籍、录像和录音、数字内容及其它媒体资源，

将他简单明了的、永恒的属灵智慧与大家分

享，希望不仅以耶稣的希望来帮助非基督徒，

并同时加强和鼓励日常基督徒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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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取自于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的讲道  《一个叫天堂的地方》（#2286），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products/the-place-called-heaven-2286

值得分享的真理

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中留给我们的
最后指示，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设计了值得分享的真理汇编以用于你
个人的成长，而且更重要的是，用于给你

的任务：“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神可以用你，以你所有的，于你所在
之处。他会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https://www.lwf.org/products/the-place-called-heaven-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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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天堂的地方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
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
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
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1-3）

R.G. 李博士（Dr. R.G. Lee）是位雄辩而有天赋的传
道人。在他去天堂之前，我多次在他床边探望过他。就在
他去世之前，他陷入了昏迷，得到了天堂的异象。他醒来
后说了以下的话：“我讲道多次讲到天堂，但从未给予公
正。”如果李博士有好的讲道，他有很多，其中“一个叫天
堂的地方”是一经典。

虽然李博士在临终前承认“我从未给予公正”，但我
们对天堂的了解也是有限的。圣经更多地告诉了我们天
堂所没有的而不是天堂所有的。但我可以说，圣经给了我
们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有关天堂的知识，我们所知道的
已让我们惊叹不已。

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所知道的有关那荣耀之地——
天堂的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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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是一真实的地方
 
首先，天堂是一真实的地方。不要认为天堂是某种气态、
模糊的心态或状态。不！天堂是神地图上一真实的地方。
有一天，我们会以复活的身体去到那里，我们得有地方
放我们复活的脚。

有许多已经出版的作品生动地传达了人们所经历
的，证实了天堂是一真实的地方，但让我们查看圣经，看
哥林多后书第12章对保罗在天堂逗留的记载。在第2-4节
中，他说：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
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
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
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保罗说的是自己。他称自己为“在基督里的人”。他
说不知道自己是在身内还是身外。这很重要，因为这告
诉我们，我们可以在身内去天堂，也可以在身外去天堂。
天堂是如此真实的地方，它照顾到真实的身体，然而我
们也可以以灵去到那里。

保罗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他是什么意思？圣经中
提到了三层天。提到了天空的飞鸟，这是大气层的天。随
后提到了天上的星星，这是星空的天。然后神将天堂说
成是神的居所。有人曾经这样讲这三层天，我们白天看
到的是第一层天，我们夜晚看到的是第二层天，我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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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看到的是第三层天。我喜欢！
如果天堂是一真实的地方，那么它在哪里？圣经称

天堂为天“上”。使徒保罗说他被提到了天“上”。地球表
面有一个地方总是向上的，那就是北方。无论在地球的
什么地方，人们都说南下北上，这并非偶然。北是固定的
位置，我相信圣经教导说天堂在北方。

以赛亚书14:13-14讲到撒旦从天而坠：

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
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
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
同等。

撒旦说，他要在众星之上，要与神同等，要在北
方高举他的宝座。

在旧约中，当神在利未记1:11告诉百姓如何献
祭时说：

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
孙作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

诗篇75:6-7说：

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惟有
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

推论是什么？高举来自神。神在哪里？在北方。
说到此，神有意向我们隐瞒了些有关于天堂的事。

甚至当保罗在天堂逗留时，圣经告诉我们，他听到了
人不可说的话。神告诉保罗：“这是神圣的秘密。你不可
说。”神为我们保留了一些非常美好的东西，一个叫天堂
的真实之地。

神为我们保留了一些非常美好的东西，
一个叫天堂的真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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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什么时候到？
 
接下来需要知道的是，得救的人死后立刻去天堂。我曾
坐在一位好友去世的床边。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步入
荣耀时，我坐在那里祷告、哭泣、唱歌、赞美神。

请听这段经文给予我们的希望：

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
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
体与主同住。（哥林多后书5:6-8）

我们的身体是一座殿：我们住在身内。但当我们住
在身内时，我们便与神相离。这就是我说我们可以在身
内或身外去天堂的原因。我们可以离开身体去天堂，也
可以带着复活的身体去天堂。

圣徒死后立刻去天堂。有些人认为灵魂睡在坟墓里
等待复活。不，身体等待复活，但灵魂会立刻去到耶稣那
里。耶稣对十字架上垂死的盗贼说了什么？ “今日你要同
我在乐园里了。” 耶稣在低头断气时说： “ 父啊！我将我
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在使徒行传第7章，因信心而被石头砸死的圣徒司
提反说： “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然后他祷
告：“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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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亲爱的母亲临终前，我记得在她有意识的最后
时刻，她转头向上看。我无法证明，但我相信她在看进另
一个世界。

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身体，去天堂与主同在。正
如使徒保罗所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
好得无比的。” （腓利比书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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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认识他人吗？
 
我们需要知道的有关天堂的第三点实际是经常被问到
的问题：“我们会认识亲人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会认
识亲人。我们会面对面地认识他们。

哥林多前书13:12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
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
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是什么意思？在圣经时
代，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所有的带有水银的镜子。他们
会将黄铜抛光。译者称它为玻璃（英译本），但实际并不
是玻璃，而是一个抛光的黄铜反光镜。他们会对着它看，
看到自己，但不如我们看的那么清楚。要知道，问题不在
于我们是否会在天堂相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现
在相识？

我们当然会在天堂相识。我想起我们死去的小婴儿
菲利普（Phillip），我深深地感受到圣经中大卫王的婴儿
死后去天堂的那段经文。他禁食祷告，求神保住婴儿的
生命，但神没有应允。然后圣经在撒母耳记下12:20-23
说：

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
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
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
着的时候，你禁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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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禁食哭泣，因为我
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
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
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

我们会到在天堂的亲人那里去。
当使徒保罗与帖撒罗尼迦教会讲话时，他告诉他们

可以期待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不仅与主相遇，而且
彼此相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他说：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
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
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
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
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同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0，他谈到了为我们而
死的耶稣：“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
同活。”

想想圣经中的一些伟大圣徒。在他们死的时候圣经
是如何谈论他们的？圣经讲到他们归列祖那里去了。神
对摩西说：“你上…山去…必死在…山上，归你列祖去…”

（申命记32:49-50）换句话说：“摩西，去看你妈妈,” 那为
他做小方舟的母亲。

亚伯拉罕知道有家庭团聚。创世记25:8说：

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 （即“灵魂离去
了”），归到他列祖那里。

听圣经在创世记35:29中是如何讲到以撒的：

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
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

圣经还在创世记49:33谈到了雅各在天堂的家
庭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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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嘱咐众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
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

说到此，他的身体还在哪处的坟墓里发霉，而他归
列祖那里去了。

耶稣在马太福音8:11谈到了在天堂的盛大聚会。
他说：

…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
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我们要与那里的人一起交通！当耶稣在变形山上
时，我们有了天堂的预示。以利亚在那里，摩西在那里。
门徒从未见过以利亚，也从未见过摩西，他们来自不同
的时代，但他们都认出了他们两个。我们将在天堂彼此
相识。清楚地写下来。

我们会去到在天堂的亲人那里。
我们将在那里与这些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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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做什么？
 
接下来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可以期待天堂充满喜乐。有
些关于天堂的传说。一个是，我们会坐在浮云上，穿着羊
毛长袍拔竖琴。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无聊，但这不是圣经
有关天堂的教导。

天堂会有音乐，但不会是无聊的音乐。我们会赞美
神。天堂会有安息，但我们不会只坐在那里。要知道，天
堂是安息而不是懒惰。我们不会在永恒无所事事。

在天堂，我们会有工要做，但不要对这工有错误的
想法。在罪进入伊甸园之前，亚当有工要做，但不是劳
动，不是要流汗，而是装扮花园并维护。

在路加福音第19章，主讲了个比喻，讲述了我们将
在天堂做什么。从第12节开始，他说：

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
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
去做生意，直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
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作
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
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
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
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
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
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
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路加福音
19: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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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主已去天堂，他赐予我们某些能力和要我
们管理的。他说：“持守（Occupy），直到我来。”职业

（Occupation）是我们所做的。他说：“忙吧！我会照你
的工赏赐你，你要事奉我。”我们要帮助神统治广阔的宇
宙。保罗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提
摩太后书2:12）

启示录中我喜爱的另一节很好的经文告诉我们，
使徒约翰瞥见了荣耀，他看到了神的仆人，他在启示录
7:15中是这样描述的：“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
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我最大的
喜乐是事奉主。何等的荣幸啊！我希望能更好地事奉他。
朋友，我们要在天堂事奉神。不会无聊的，会是令人兴奋
的。会是蒙福的。我们要在天堂参与喜乐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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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会是怎样的？
 
天堂会是绝对完美的地方。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对天
堂所没有的而不是所有的了解更多。圣经告诉我们，不
再有眼泪，不再有叹息，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死亡，不再
有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就是为何使徒保罗
在腓立比书1:21-23中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
就有益处。…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
的。”不再有罪，不再有悲伤，不再有苦难，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怀疑。天堂是什么？天堂是一切美好
之所在，没有任何不好的。

让我告诉你天堂是什么。天堂是神的慈爱之心所渴
望的一切。你能想象有谁如此爱你以至让自己的儿子为
你而死吗？这就是爱，不是吗？约翰一书4:10说：“不是我
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
回祭，这就是爱了。”天堂是神不可思议的头脑所能想象
的一切。天堂是神万能之手所能创造的一切。难怪保罗
在哥林多前书中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
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哥林多前
书2:9）我不是希腊学者，但我要告诉你，希腊语说，要比
我所能想象的好得多。当保罗谈到天堂时，他不断地用
最高级形容词。

想想神在世上的神奇创造。看山脉或一朵毛茛花，
或看神是如何雕刻玫瑰或描绘彩虹的。神赐予我们绚丽
的夕阳，神制作了蝴蝶精致的翅膀。即使在被罪玷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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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里，我们也能瞥见荣耀；但天堂将是神神奇创造的
完美之作。

但天堂对我来说，主要不是一个地方。天堂是一个
人。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个地方的
目的是什么，因此我们可以住在那里？不：“我在哪里，叫
你们也在那里。”那是他的所在之处！我期待与耶稣在一
起，你呢？

你知道耶稣在为你祷告吗？他在约翰福音17:24中
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
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你有。能面对面地与我
们的救主基督在一起值得一切，当我们看到都稣时，一
切就都值得了。

想想神在这世上的神奇创造。
天堂将是神神奇创造的完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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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去吗？
 
只有得救的人才会去天堂。你得要从天而生才能于天而
归！从天而生是什么意思？圣经说，这是当我们重生时，
字面意思是从上而生。耶稣在约翰福音3:3告诉我们：“人
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已在尘世出生：我们
还要从天而生。

启示录7:14再次提到荣耀中的约翰。他看到许多
人，想知道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得到的答复是：“他向我
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
洗白净了。’”在天堂的是被羔羊的宝血洗净的人。

有人可能会趾高气昂地谈论自己的宗派，但没有哪
个宗派能让你进天堂。“哦，我是由羊毛染白的浸信会
员。”你是由宝血洗净的浸信会员吗？其他的说：“我是好
人。”并没有说要是好人，而是说他们是用羔羊的宝血把
衣裳洗白净了的。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你接受了基督
和他为你赎罪的宝血。约翰以启示录21:27结束启示录
时讲到天堂：

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
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
进去。

想想以下的。一个人梦见自己死了，来到天堂的门
口。他敲了那镶有珍珠的门，里面有个声音说：“是谁在
寻求进入天堂？密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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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说：“我是道德之士。密码是‘诚实’。”
里面的声音说：“离开我去，你这作恶的人，我从来

不认识你。”
另一个敲了天堂的门。里面的声音说：“是谁在寻求

进入天堂，密码是什么？”
这人说：“我是人道主义者，密码是‘爱，慈善，善行’。”
再次，里面的声音说：“离开我去，你这作恶的人。我

从来不认识你。”
另一个敲门，听到同样的两个问题，并回答说：“我

是宗教人士。密码是‘宗教、洗礼、和教会出席’。”
里面的声音第三次说：“离开我去，你这作恶的人。

我从来不认识你。”
最后，第四个人敲了天堂的门。听到了同样的问题

后他回答：“我是基督徒，我把心交给了基督，我重生了。
我别无所带，唯独信靠十字架。”

里面的声音说：“敞开大门，让他进来，因为在天国
的正是这样的人。”

你有没有这样做？你有没有说过，主啊，我不信靠诚
实，我不信靠慈善，我也不信靠宗教。主耶稣，感谢你为
我而死。我信靠你。

如果你这样做了，我以神话语的权威向你保证，你
会从天而生，于天而归，我会在那称为天堂的荣耀之地，
就在东门与你相见。

只有得救的人才会去天堂。
你得要从天而生才能于天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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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的恳请

朋友，你把生命交给主了吗？ 你是否确信，如果你现在
死了，你会直接去天堂？ 若是没有，请让我以神的话语
为权威告诉你，怎样可以得救。

承认你的罪

首先，你必须认识到并承认你是罪人。 圣经说：“没有
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 “因为世人都犯了
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 罪是对神的冒犯，
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罪的工价乃是死（和神的爱与怜
悯之永恒的分离)； 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
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放弃自我努力

其次，你必须放弃任何努力来救自己。 我们若能救自
己，耶稣的死便没有必要！ 即使“信仰宗教”也无法让你
进天堂。 圣经说：“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
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神的）怜悯。”（提多书3:5） 得救
是藉着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
弗所书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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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基督的付出

第三，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

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这意味着他替你死。 
你的罪债已由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罪”（约翰一书
1:7后）的血付清了。

接受基督作你的救主

第 四 ，你 必 须 唯 独 信 靠 耶 稣 基 督 救 你 。 “ 当 信 主 
耶稣，你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 救恩是神所赐的礼
物！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
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
4:12）

真诚地从心里做这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神，我知道我是罪人。 我知道你爱我，想
要救我。 我知道我无法救自己。 耶稣，我相信你
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付清我的罪而死。 我
相信神让你从死里复活。 我现悔改我的罪，凭着
信心，接受你作我个人的救主。 赦免我的罪，救
我，主耶稣。 以你的名祷告。 阿们。

如果你今天做了这个祷告，请以手册背面的地址与
我们联系让我们知道。 然后找一所附近敬基督、相信圣
经的教会。 找到教会的牧师，告诉他神为你所做的。 他
会与你同欢喜，我们也一样！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将人们指向圣经
然后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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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快节奏、自我关注的世界中，很难找到高质

量的圣经教学，更不用说简化深奥的真理以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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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牧师/老师（Pastor Adrian Rogers）对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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