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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青年人一起到天堂 
www.divinerevelations.info/china/ 

 

 

--- (第一個見證,以紹) --- 

 哥林多後書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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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發生時,我們七個人一起聚在屋子裡面,主再度顯

現出祂的榮耀,能力的光芒充滿了整個屋子,在他的榮

耀裏真是美不可言。  

主耶穌說,「我的孩子們, 現在進來到我的榮耀裏,我

要將我的國顯給你們看」。 我們手牽著手一起都被

往上提。 我向下看,看到我們從自己的身體裏出來,

並且穿上了白袍,以極高的速度開始往上飛。 

 

感謝 上帝的兒子耶穌和我們在一起,還有兩位各有四

個翅膀的天使陪伴。 我們來到了兩扇門前,那是天國

的入口,我們都很驚奇所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 

 

天使向我們說話,但是我們不曉得天使在說些什麼,他

們講的話和我們的大不相同,那不是屬於地上的任何

一種言語。 天使們打開那巨大的門,歡迎我們進去。 

我們豁然看見了另外一個奇妙的世界,那兒有太多從

未見過的新事物。 當我們走進去時,完美的平安充滿了我們的心。 (腓立比書 4:7)  

 

先是我看見了一隻鹿,我就問我的朋友：「姍爾,你是不是也看到了一隻鹿？」這時她不再像是在地獄裏面那麼的哭

啼和叫喊了,她笑著說:「是的！ 以紹,我也看到了一隻鹿！」我就確信這一切是真的,我們真的是在天堂裏面。 地

獄裏所有的恐怖很快的就被遺忘了。 我們在天堂裏面享受 上帝的榮耀,我們走向那隻鹿,在它後面有一棵非常巨大

的樹,這棵永生樹代表耶穌基督,位在天堂的正中央。  

 

聖經在 啟示錄 2:7說「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喫。」 

 

樹的後面是一條水晶河,清澈又美麗,是地球上從未看見過的。 我們想一直停留在那個地方,許多次我們向主說：

「主！ 請不要帶我們離開這個地方！ 我們要永遠留在這裡！ 我們不要回到地球上去！」 主回答說：「我很快就

要再回來,你們必要回去告訴那些愛我的人,他們的獎賞就是與我同在。」 

 

當我們看見那河水,我們就很快的過去並且進到河水中。 我們記得聖經上提到,活水的江河 (約翰 7:38)。 這條河

的水似乎有生命在其中,我們都浸到河水裏,不論在河水的裡面或在外面我們都能正常的呼吸,那條河水非常的深,我

們看見有許多顏色美麗的魚。 河裡的光和河外的光是一樣的,在天堂,光並不是來自於一個光源,然而一切就是那麼

的明亮發光。 聖經告訴我們,主耶穌是那城裏的光 (啟示錄 21:23)。 我們用手抓了一些魚離開水面外,他們不會死; 

於是我們跑到主那裏問為什麼,主微笑的回答我們說：「在天堂裏沒有死亡,哭泣,也沒有痛苦。」(啟示錄 21:4) 

 

我們離開了河水,跑向我們能發現的每一個地方,我們渴望接觸並體驗這裏的一切。 因為天堂裏的每一樣東西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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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非常的驚奇,我們真希望能夠把他們都帶回來,那裏的美是無法用地球上的言語能夠表達的。 當使徒保羅被提

到天堂,他看到了許多無法用言語描述的隱秘事物 (哥林多後書 12)。 因為天國實在是太偉大了,有許多我們看見的,

真是無從描述起。  

 

我們來到一個地方,非常的巨大奇妙又美麗,那裏充滿了珍貴的寶石,有黃金、綠寶石、紅寶石和鑽石,地上是由純金

鋪成的。 那兒有三本非常大的書,第一本是由純金製成的聖經,詩篇告訴我們,上帝的話立定在天 (詩篇 119:89)。 

我們看著這本巨大的聖經,包括書頁,經節,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純金製成。  

 

第二本書比聖經大,它是翻開著的,有天使坐在那裡寫到書裡面,我們和主耶穌一起走近看天使在寫些什麼,天使是在

記錄地球上一切所發生的事情,包括時間,地點,人物,一切都被記錄下來。 聖經上說,書卷展開了,地上的人都憑著

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啟示錄 20:12)。 天使寫下所有的事情,包括人們在地球上所做的好事或

壞事,都實在的被記錄在書上。  

 

我們來到了第三本書的地方,它比第二本書還要再大！ 書是閉合的,我們走近它,主吩咐我們七個人合力一起將書從

架子上拿下來放到柱子上。  

 

這天堂的柱子和欄杆真是奇妙！ 地球上的無法與之相比。 他們像髮辮一樣,是由不同的寶石組成,有鑽石,有純綠

寶石,還有純金和其它許多不同的寶石一起製成。 我恍然大悟,上帝真是一切的擁有者,正如寫在 哈該書 2:8「銀子

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這時我才明白,上帝是絕對的富有,並且他擁有所有世界上的一切。 我也明白了,世界上

的一切豐富屬於 上帝,並且他要賜給那些用信心向祂求的人。 主說：「你們求、就必得著。」(雅 4:2)  

 

我們放在柱子上的這本書很大,為了翻動書頁我們必須走到書的另外一邊。 主要我們去看看書裏寫甚麼,剛開始我

們不懂,因為它是用奇怪的文字寫的,它不同於世界上的任何一種文字,它是完全屬天的,但是在聖靈的幫助下,祂賜

給我們恩典,使我們能夠開始瞭解,就好像是繃帶從我們的眼睛上除掉了,然後我們就明白其上所寫的文字,就像我們

自己的語言一樣的清楚。  

 

我們七個人都看見我們自己的名字被寫在書裏,主告訴我們,這是生命冊。 凡得勝的,我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 

(啟示錄 3:5)。 我們注意到,冊子裏面的名字,不是我們在地球上的名字; 這些名字是新的,正如聖經上說,除了那領

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那新名 (啟示錄 2:17)。 在天堂,我們能夠念出自己的名字,可是一旦主帶我們回到地球上,

那些名字就從我們的記憶和心中被挪去。  

我的朋友們,聖經上說,不要讓任何人奪去你的冠冕 (啟示錄 3:11)。 不要因為任何一件事, 不要因為任何一個人,

使你喪失 天父所為你準備好的地方。 在天堂,有成千上萬美好的事在等著我們,我實在無法用言語來表達。 但我

不能不告訴你的一件事,就是「上帝在等候著你！」為了得救,我們要忍耐堅持到底！(馬可福音 13:13) 上帝的話是

恆久不變的,一定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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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見證,艾立) --- 

 

當我們上升到達天堂,我們來到一個美麗的地方有非常珍貴的門,門前有兩位天使,他們開始講話,但他們講的是天使

的話,我們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於是聖靈賜給我們領悟力,讓我們知道他們是在歡迎我們。 主耶穌把手放在門上,

門就開了。 如果耶穌不與我們同行,我們是絕不能進入天堂的。  

 

我們開始驚嘆讚賞天堂上的一切。 我們看見一棵巨大的樹,聖經提到這棵樹為「生命樹」(啟示錄 2:7)。 我是如此

的蒙福來到天堂,一切的發生都讓我非常驚訝,我們到了一條河,我的朋友和我決定要到水中去,我們開始在那水裏游

泳,我們看見裡面有許多的魚在游動,並且輕觸了我們的身體,他們不像在地球上的魚通常會游走,主的同在,連魚都

有平安。 我抓住了其中的一條魚,將它捧出水面,讓我驚奇的是,魚非常安靜在我

的手裡面,我將魚放回了水中。  

  

在天堂的遠處我看見有白馬,聖經在 啟示錄 19:11寫著,「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

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當主再來到地球上

要提走他的教會子民時,主將要使用這些馬。 我走到了馬的當中輕拍著他們,主跟

著我並允許我騎上一匹馬。  

 

當我騎上馬,感覺到在地球上從未有的感覺。 我體驗到平安,自由,真愛和在那裏

的聖潔。 我享受所看見到的一切,享受主為我們在天堂所做一切美好的準備。  

 

我們看見婚禮宴會的桌子,一切都已經准備齊全。 我們也看見為我們預備好的椅

子,也有為我們準備好的永生冠冕。 我們看見

可口的食物已經擺置好了,是為那些所有將被邀

請到羊羔婚禮的人。  

 

天使在那裡用白色的布料做 主為我們準備的白袍。 我驚奇的看著所有這些事的

進行。 聖經上說,我們必須變成小孩子的樣式進入天國 (馬太福音 18:3）。 我

們在天堂就像小孩子一樣,我們享用那裡所有的一切,主甚至允許我們進到住所裡

面去觀賞。  

 

接著主帶我們到一個地方有許多小孩子,主高興的開始和他們一起玩,直到每一個

小孩子都玩到滿意。 我們靠近主問：「主！ 這些小孩子是準備生到地球上的

嗎？」主回答：「不,這些小孩子是被墮胎遺棄在地球上的」。 我一聽到主這麼

說,就感覺到我的裡面在顫抖。  

 

我回憶起我從前做過的事情,當時我還不認識主,我和一個女人發生了關係,當她告訴我她懷了孕,我不知所措,我要

求她給我一點時間來做決定,時間很快的過去,當我去告訴她我的決定時,已經太遲了,因為她已經墮胎了。 這永遠

的在我的生命裏留下了懊悔,即便我後來接受了主,在我的心裏面,我仍然不能原諒自己那墮胎的事。 但是,上帝在

那一天行了一件事,他帶我到小孩子的當中,告訴我說：「艾立,你看見在那裡的那個女孩嗎？ 她就是你的女兒！」

我看見那女孩,我感覺到我心裏的創傷,長久在我內心深處的創傷,就在這時刻開始癒合。 主允許我走近她,女孩也

走向我,我抓著她的手,看著她的眼睛。 從她的嘴唇中我聽見她叫我「爸爸」。 我心中深處感覺到了 上帝對我的

慈悲,祂原諒了我,使我終於可以原諒我自己。  

 

親愛的朋友,不論你是誰,我想要說一件事,就是 上帝真的已經原諒了我們的過犯,祂幫助了我,也會幫助你來原諒你

自己。 我感謝 上帝讓我來分享這個見證。啊！ 我要將這個見證的感謝和榮耀歸給主耶穌基督！ 主救我們直到永

永遠遠。 我希望,每一位兄弟姐妹,讀了這個見證,領受這啟示的祝福,也去祝福其他許多的人。  

 

 上帝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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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個見證) --- 

啟示錄 21:4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當我們到達時,天上的大門為我們打開,我首先看見的是遍滿的花,那些花真是美麗又芳香。 我們開始向前行,體驗

到地球上從來沒有過的自由,我們感覺到滿心的平安。 我注意到每朵花真是非常的獨特,每個花瓣,每個花色都不相

同,都是那麼的真實。  

 

在我的心裡面,我對主說,我想要有一朵像這樣的花,主向我示意,容許我心裏的要求,我就走向花並且開始拉,要摘下

一朵花,但是做不到,我無法摘花出離地面,我甚至摘不下一片花瓣或葉子,接著主打破沈默說,「這裡的一切必須在

愛中行。」他碰了一下花,花就落在主的手中,然後他給了我。 我們繼續走,花香一直迷漫我們的周圍。  

 

我們來到了一個地方有兩扇非常美麗的門。 這些門是精雕細琢,極技巧的鑲嵌著非常華麗的寶石。 門打開了,我們

與許多人進入了一間屋子,每個人都忙得不亦樂乎做各種的準備,有的人肩膀上扛著閃亮的白色布料卷,有的人運送

金線紡錘,還有的人拿著一種板材,好像是盾牌在他們的裡面,每個人都努力的做工。  

 

我們問主為什麼他們那麼努力並且那麼匆忙,主示意一個年輕人過來,這個人肩膀上有一捆布料卷著,他恭敬地看著

主,當主問他為什麼扛著那布料卷,他看著主說：「主！ 你是知道的！ 這布料卷是為得救的人做白袍用的,為那些

了不起的新娘。」一聽見這話,我們感到很大的喜樂和平安。 啟示錄 19:8告訴我們,蒙恩的人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

衣。  

 

當我們走出那個地方,我們感覺到更加的平安,因為我們看見主為我們預備一切美好的東西。 每一個聖徒對他是何

等的重要,祂為你預備地方,並且花時間在你身上。 當我們從那裏離開,我們的眼睛還沈醉在天堂裏的每一個細節裏,

那裏的每樣東西都有生命,並且他們都將榮耀歸給 上帝。  

 

然後我們來到了一個地方有成千上萬數不盡的孩子,有不同的年齡,當

他們看見主來了,每個人都想來擁抱他,來領受他更多的愛,因為主真是

有奇妙的愛。 當我們在那裡,看見耶穌是如何的親每一個小孩子,牽他

們的手,看著主怎麼寵愛每一個小孩子,我們感動得都流眼淚了。  

 

我們看見天使來到主前,帶著包裹在亞麻布裡的嬰孩,主愛撫,輕觸,輕

吻他們的前額,然後天使帶他們回去。 我們求問主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小孩子在那裡,那些小孩子會被生到地球上去嗎？ 主很有感觸的安靜

了一會兒,然後他說：「不,這些小孩子不會被送到地球上去！ 這些是

被遺棄在地球上的,他們的父母不能夠承接他們,他們是我的孩子並且

我愛他們！」我點點頭,然而我的聲音在我裏頭打顫。  

 

我必須承認從前不認識主的時候,不懂得要過一個有真理聖潔的生命,常常犯罪,做對不起人,也做對不起自己良心的

事,其中包括有我墮胎的事。 然而在這一時刻我必須面對主,我求問主：「主啊,很早以前我墮胎的嬰兒,有在這兒

嗎？」主回答說：「有的！」我開始向一邊走去,看見其中一個美麗小男孩的背後,他的身旁緊靠著一位天使站立

著。 天使看著主。 主說：「看！ 那就是你的兒子。」我迫不及待想看他,因此我跑過去,但是天使用手阻止了我,

他示意我,必須先聽聽看小男孩想說什麼,我立刻就聽見小男孩朝著一群孩子問天使說：「我的爸爸和我的媽媽很快

就會來到這裡嗎？」天使看著我,對他回答說：「是的！ 你的爸爸和你的媽媽就要來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如此榮幸,可以聽到這番話,我的心裏知道,這些話是主給我最美的禮物。 當這男孩講話的時候沒

有帶著生氣,或痛苦,他可能知道,我們沒有讓他生下來,他也單純地用 上帝賜給他的愛心來等待。  

 

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b5&book=rev&chapter=21
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b5&book=rev&chapter=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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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繼續走時,我將那小男孩的背影深深的印在我的心裏,我知道,我每一天要比別人多努力一點,來確保我在那一

天能夠到天堂去與他在一起,我是比一般人多一個理由要去天堂的,因為我的小孩在那裏等著我。 

 

我們走到一個地方有一些小的山,主耶穌在那裏跳舞,在他面前有許多人都穿著白袍,手裡高舉著綠橄欖枝,他們揮動

著枝子,有橄欖油散發出來。 上帝正在為你準備著大事！ 現在是我們在他面前,全力愛祂的時候了！  

 上帝祝福你！  

 

--- (第四個見證) --- 

在天堂,我們看見的事物實在是太美了,正如 哥林多前書 2:9 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

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當我們是那麼榮幸的到達天堂,看見許多新的事物是那麼的壯觀和奇妙,體會到 上帝的偉大和榮耀。 有一個地方有

許多的小孩子,應該說有好幾百萬的小孩子在那裏,孩子們按照年齡的不同,聚集在天堂不同的區域,我們看見有小寶

貝的房子,住著 2-4歲的小孩子。 我們也注意到孩子們在天國裏的成長,有學校來教導小孩子們學習 上帝的話,天

使是他們的老師,天使們教導孩子們詩歌崇拜,以及如何榮耀主耶穌。 我們看見主極其喜悅的來到小孩子的當中,即

便我們不能看見他的臉,我們仍能看見他的笑容揚溢了整個地方,所有的小孩子都高興的跑向他！  

 

我們也看見了瑪利亞,是主耶穌基督在地球上的母親,她是一位美麗的女人,我們看見她頭上沒有戴王的冠冕,也沒有

任何人敬拜她,她在那裡就像其他來到天堂的女人們一樣,她們都要在地球上努力來贏得自己的救恩。 瑪利亞身穿

一件白袍,有一條金帶在腰上,她的頭髮長到腰間。 在地球上,我們聽到有許多人崇拜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但我在天

堂裏所看見的,要傳達給你們,進入天國唯一的道路,只有靠著為我們掛在十字架上的 拿撒勒人耶穌。 (約翰 14:6)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我們也注意到那裏沒有太陽或月亮。 上帝的話在 啟示錄 22:5告訴我們,「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 

主神要光照他們。」 

 

我們看見了 上帝的榮耀,雖然我們很難描述地獄裏所看見的恐怖,但要描述我們造物主的完美和天堂裏所看見的一

切神聖事物是更加的難。 當我們在那裡,我們好高興的一直跑,想要看盡一切,我們躺在草地上,能夠感覺到 上帝的

榮耀,那美妙的輕柔聲,那柔軟的和風,輕撫過我們的面孔,那真的是美。  

 

在半空中,我們看見一個巨大的純金十字架,我們知道那是在提醒我們,今天我們能夠進入天堂,都是因為主耶穌受苦

死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價。  

 

我們在天堂裏能夠與主耶穌基督走在一起真是太奇妙了。 在那裡我們肯定的知道,我們所服事的 上帝就是 拿撒勒

的耶穌。 大多數在地球上的人都誤解了 上帝創造魔鬼使我們犯罪,使我們被丟到地獄裏受懲罰,但那不是事實,我

們看見的是有天使墮落,人也墮落,我們找不到永遠的好朋友,耶穌來救我們,祂是我們從出生到永生的好朋友,當你

哭泣耶穌也哭泣,當你痛苦耶穌也痛苦。 耶穌是愛的 上帝,有憐憫和慈悲,他牽著我們的手,幫助我們站起來,走在

救恩的道路上,賜給我們永生。  

 

主耶穌還允許我們見到聖經上的大衛王,聖經上提到他是一個長得又高又俊的人,他的臉上反映出 上帝的榮耀。 我

們在天堂的全部時間裏,看見大衛王所做唯一的事,就是跳舞,跳舞,不停的跳舞,將所有的榮耀和感謝歸給 上帝。  

 

聖經上說,凡行不道德的、與行虛謊的、都不得進天國（啟示錄 21:27）。 願我們都勇敢的做一個聖潔的基督徒。 

 

 

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b5&book=1co&chapter=2
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b5&book=jhn&chapter=14
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b5&book=rev&chapter=22
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b5&book=rev&chapter=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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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個見證) --- 

我們眾人必在基督臺前曝露、叫各人按著一生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哥林多後書 5:10） 

 

在天堂,我們看見了聖經提到的新耶路撒冷,在 約翰 14:2說「在

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

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們看見那城,並且進入了那城,這

是一個美麗又實在的城市！ 耶穌真的為我們準備了那些住所。 

我們看見每一個住所的前面,已經寫上了屋主的名字,只是這個城

中還沒有人居住,但是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我們被許可進入房子

裡觀看所有的擺設,但是當我們離開了那城,我們就忘記了我們所

看見過的,那記憶從我們的腦海中被拿掉了。 我們唯一能記得的

就是,那房子的柱子上鑲著貴重的金屬,還有各種的寶石和純金覆

在其上。  

 

這城中的黃金,正像聖經上所描述的,它是非常光亮幾乎是透明的,

在地球上的黃金色澤是無法和在天堂上的黃金來做比較的。  

 

之後,我們被帶到一個地方,那兒有許多的容器,容器裡面裝的是晶瑩的眼淚,有人們在 上帝面前悔改的眼淚,有感謝

的眼淚,也有 上帝的兒子在地球上所流下的眼淚,眼淚裏面沒有一點兒怨言,上帝在天堂裏珍貴的保留這些眼淚,正

如詩篇 56:8說的,「求你把我的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裡,這不都記在你的冊子上麼。」 

 

我們還來到了一個地方有許許多多的天使,雖然在天堂裏面我們看到了許多不同類型的天使,但這個地方特別的是,

只有一種天使。 我們看見耶穌,為每一個人指派一個特定的天使。 祂告訴我們,這個天使當我們活在地球上的期間

將緊緊的貼著我們。 他介紹了指定給我們的天使,我們得以看到他們的特徵,但 上帝吩咐我們,不可以將細節顯露

給其他的人知道。 詩篇 91:11說,「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我們走到一個地方有許多的櫃子,櫃子裏面有許多的花,這些花朵都不同,有的已經開放,美麗又耀眼,有的看起來很

頹喪,甚至起皺紋而枯萎。 我們問主耶穌所有那些花兒的用意？ 他回答說,「每朵花兒就象徵著你們每一個人的生

命。」他採下了美麗又耀眼中的一朵花說：「這朵花呈現出你與我合一的時候。」他放下了那朵美麗的花,採下了

另外一朵頹喪的花,說：「看！ 這個人頹喪是因為他遇到了試煉或困難,就不再信靠我,你們知道當這些花朵頹喪的

時候,我是多麼盼望他們能夠再耀眼又健康啊？」接著他小心的拿著花朵在他的手上說：「我的眼淚,滴在他們的身

上,扶他們再次站起來。」我們看見了主如何用一個愛的大能的方式,使這朵花再次充滿生命的活力,又開始綻放出

它他美麗的色彩。  

 

然後他採下了那起皺紋而枯萎的花,「看！ 這個人認識我然而他棄絕我,拒絕我的幫助。 現在他枯萎死去,沒有我

的同在。」(約翰 15:5-6) 「常在我裡面的、這人就多結果子。 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

起來、扔在火裡燒了。」 

 

當我們離開那裡,我們遠遠的望見一座美麗的城。 沒人配得靠近那座城,我們相信那是 上帝的寶座所在。 感謝 神

讓我們「可以得著那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存留在天上的基業。」（彼得前書 1:4） 

 

當我們經歷了天堂的這一切,我們心中非常的喜悅,我們擁有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一直隨著我們。 (腓立比書 4:7) 

 

 

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b5&book=2co&chapter=5
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b5&book=jhn&chapter=14
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b5&book=psm&chapter=91
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b5&book=jhn&chapter=15
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b5&book=1pe&chapter=1
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b5&book=phl&chapter=4


7 

 

--- (第六個見證) --- 

叫你們在我的國裡、坐在我的席上喫喝。(路加福音 22:30) 

 

在那個奇妙的地方, 上帝讓我們看到最美麗的宴會大廳,我們認為宇宙中不可能有像那樣美麗的地方存在,我們看見

一張巨大的寶座和兩把椅子,是由純金和寶石所雕成,那是地球上不可能有的。 在巨大的寶座前面有一張沒有盡頭

的桌子,鋪著白色的桌布,它的純白,是地球上任何東西都無法相比的。  

 

桌上有各種精緻和美麗的食物已經擺設妥當。 我們看見有橘子大小的葡萄,主耶穌基督讓我們品嘗了一些。 我們

仍能回味他們的芳香,真是太好了！ 我的弟兄和朋友們, 上帝真的已經在天堂為我們準備好那些我們無法想像的一

切好東西。 (哥林多前書 2:9)『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

的。 』 

 

 上帝還讓我們看見擺在桌上的「嗎哪」,是以色列出埃及在曠野四十年, 上帝每天降下來的食物,我們還被准許品

嘗那甚至在地球上所沒有的許多口味及其它美妙的事。  

 

這些在天堂永遠不會朽壞,讓我們大開眼界的精美可口的食物,正等著我們我們去享用。 我們只要努力進入天堂,我

們就將享用這些。 我們看見椅子已經被擺設在桌子的兩旁,我並且驚訝這些美麗的每一張椅子上都有名字寫在上面,

我們清楚地看見我們自己的名字寫在椅子上,這些名字不同於我們在地球上的名字,別人不認得這新的名字,僅有我

們自己知道。 (啟示錄 2:17) 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

以外,沒有人能認識。  

 上帝的話真是讓我們驚奇 (路加 10:20)「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那裏有很

多的椅子,有足夠的地方給所有想要到天堂的人。 然而那裏也有椅子從桌旁被挪走的。 顯然的有人對服事 上帝心

灰意冷,而他們的名字就從生命冊上被除掉了,他們也不能夠去參加羔羊的婚宴。  

 

 上帝也讓我們和聖經裏提到的聖徒相見,真是奇妙,我們驚訝地看著亞伯拉罕,他看起來比我們還要年輕,亞伯拉罕

的智慧使他看起來年長,但他的身體和他的外表並不老,他的頭髮全白,每根頭髮好像是玻璃細絲或鑽石細絲。 在天

堂裏我們每一個人都充滿活力又年輕。 我們也很慎重的驚訝亞伯拉罕告訴我們的話,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說：

「你們很快就會再來到天堂,因為 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正迅速的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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