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堂：聖經對常見問題的回答	

(Heaven:	Biblical	Answers	to	Common	Questions	by	Randy	Alcorn)	
	

	 1	

簡介 (Introduction) 
 
也許你覺得你無論是身體上還是情緒上都已經渡過了你⼈⽣的巔峰期，最好的機遇已經離
你⽽去；也許你現在感到負擔很⼤，沮喪、失望，甚⾄精神上受到創傷；又或許你的夢想
，包括婚姻、事業、或者抱負，都已經支離破碎。也許你已經變得憤世嫉俗，或者已經失
去了盼望。 
 
了解真正的基督教對天堂的教義（並非那種流⾏漫畫風格所描述的天堂）可以改變所有以
上所述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寫了《天堂》這本書，它包含了⼈們對於天堂常提出的⼀系列
的問題。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讓你品嘗⼀下有關天堂的榮耀的真理。 
 
在過去的世紀裏，上帝的⼦民們有⼀種我們未知的⼒量來源：天堂。天堂是他們的⼈⽣指
標，猶如航海中的北極星。但是在當今社會，天堂卻不在我們雷達掃描的範圍之內。 
 
「不管什麼時候當我想到天堂，」⼀位牧師對我說，「它讓我覺得沮喪；我覺得我死後還
是不存在了的好。」 
 
「為什麼？」我問。 
 
「我不能忍受那些無⽌境的乏味⽣活，漂浮在雲中漫不經⼼地彈琴；那是何等的無聊不堪
。天堂聽上去並沒有比地獄好多少，我寧可被滅絕也不要在那種地⽅渡過永⽣。」 
 
究竟是什麼讓這樣⼀位相信聖經且已從神學院畢業的牧師有這種想法呢？顯然的這不是來
自於聖經的經⽂，因為使徒保羅在《腓⼒比書 1:23》曾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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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比起多數⼈更加誠實，但是我卻發覺許多
的基督徒對天堂持有同樣的錯誤想法。 
 
我們往往有⼀個違背聖經的假設，那就是天堂並非是⼀個真實的、看得見、摸得著的地⽅
。我們幾乎從來聽不到聖經所描述的「新地球（New Earth）」：有⼀座用寶⽯建成的首
都，⽽且還有樹與河流；復活的⼈們進進出出，彼此建立著真誠的友愛，⼀同參與著有⽣
產⼒的活動。 
 
J.C.Ryle，⼀位⼗九世紀的神學家曾說過：「我惋惜那些從來沒有想像過天堂的⼈。」我
們現在可以說：「我惋惜那些從來沒有正確地想像過天堂的⼈。」我相信，我們不去思考
天堂的原因，是在乎我們對天堂有錯誤的想法。 
 
就像你即將在下面會讀到的，問題並不是聖經中沒有講到天堂，⽽是我們並不注意聖經裏
所講的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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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天堂和未來的天堂 (The	Present	Heaven	and	Future	Heaven) 
 
當我們聽到天堂這個名詞時，我們想到的乃是神學家所謂的「中級天堂」（Intermediate 
Heaven)。對於基督徒，這是我們死後會去的地⽅；這是我們將要住的地⽅，直到我們身
體復活。 
 
我們所⼼愛的那些已經逝世的基督徒們，現在就在這中級天堂裡。（這和「煉獄」不⼀樣
，那不是聖經上的概念。聖經所教的是基督為了償還我們的罪已付清了所有的代價、為我
們贖罪，因此我們不能在耶穌已經完成的⼯作上再添加些甚麼！） 
 
我們死後去的天堂是⼀個沒有痛苦的地⽅，但我們不會永遠居住在那裡。《啟示錄 21:1》
提到我們永恆的家乃是上帝和祂的⼦民⼀起居住的所在，那個地⽅叫做「新地球」(New 
Earth)。 
 
在⼈類歷史的終結，新地球被描述給我們：「看哪！神的帳幕在⼈間，祂要與⼈同住，他
們要做祂的⼦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要作他們的神。」《啟示錄 21:3》  根據定義，
天堂乃是上帝的居所，因此新地球成為天堂的代名詞，是因為上帝將會在那裡與我們同住
。 
 
通常我們想到去天堂是離開自⼰的地⽅，去⼀個天國的領域和上帝所住的地⽅。但是聖經
所說的「終極天堂」(Ultimate Heaven）將是上帝來與我們同住的新地球。 
 
「以馬內利」(Immanuel）是基督的名字之⼀，它的意思不是「我們和上帝在⼀起」；⽽
是「上帝和我們⼀起。」祂會和我們在哪裡呢？就是在新地球上。 
 
我們聽到過這麼⼀個說法：「這個世界不是我們的家。」那是正確的，但只對了⼀半。我
們修飾地說：「這個世界，如今在被咒詛之下的地球，不是我們的家。」但我們又應該說
：「這個世界，那將來要離開了罪惡和咒詛的地球，將會是我們的家。」 
 
在中級天堂裡，我們會和基督在⼀起，我們會有喜樂，但那不是我們永久的住處。我們會
期待我們身體的復活，⽽且再重新地回到新地球上。（我們所愛的⼈不會在我們之前去新
地球，我們會⼀起去殖民在那新地球上。） 
 
柏拉圖哲學和東⽅神秘主義教導說，我們會進⼊⼀個脫離現世的永恆狀態；但這不是基督
教的看法。聖經裡說我們會⼀同復活；但若是沒有復活，我們則算比眾⼈更可憐了《哥林
多前書 15:17-19》。 
 
 
 
 



天堂：聖經對常見問題的回答	

(Heaven:	Biblical	Answers	to	Common	Questions	by	Randy	Alcorn)	
	

	 3	

在新地球上，我們被告知：「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裡有神和羔⽺的寶座，祂的僕⼈都要
侍奉祂。」《啟示錄 22:3》。 上帝是最⾼的統治者，所有的假神會垮台，撒旦會被永遠
地打下台。所有排斥上帝的⼈都會永遠地垮台，⽽上帝將永遠地登上寶座。在許多世紀中
被禱告無數萬次的「主禱⽂」將得到戲劇性的答案：「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在地
上，如同⾏在天上。」《馬太福音 6:10》。 
 
義⼈們曾經在伊甸園裡被上帝賦予了掌控地球的權柄，但是由於自⼰的罪和撒旦的誘惑，
被剝奪了這權柄；屆時上帝將重新讓義⼈們掌權：「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
示錄 22:5》。上帝的⼦民將會和祂⼀同作王，不僅⼀千年⽽是永永遠遠。天使曾對先知但
以理說過，⼀個新的地球王國將會取代現在的地球王國：「然⽽，⾄⾼者的聖民必要得國
享受，直到永永遠遠。」《但以理書 7:18》。  基督將會成為不可否認、⽏庸置疑的宇宙
統治者，然後祂會將衪所贏得的國度交於⽗神《哥林多前書 15:24-28》。 被贖的⼈們會被
上帝指派為那些不可否認的新地球上的統治者；上帝和⼈類會住在⼀起，擁有永遠的喜樂
，永遠的深化他們的關係，因為上帝的榮耀將滲透祂所新造的每⼀個層面。 
 
因此，根據聖經，上帝的⼦民將會在⼀個復⽣的宇宙中掌權，其中⼼乃是復⽣的新地球，
並且以⼀個復⽣的耶路撒冷作為首都。請仔細閱讀《啟示錄 21-22》和其他章節，你會發
現我們將要吃喝、⼯作、敬拜、學習、旅遊、及體驗許多現在我們正在做著的事情。 
 
新地球中提到了「眾國」表明⼈類的⽂明會復活，包括⼈類多元的⽂化以及特⾊的種族《
啟示錄 21:24, 26》。 在城市中間將會有⽣命樹，就像在伊甸園⼀般，我們將會吃多種果
⼦《啟示錄 22:1-2》。 有⼀條⼤河貫穿整個城市；自然和⽂明都將會成為新地球的⼀部分
。 
 
上帝不僅創造了⼈類，讓⼈類活在地球上，⽽且還自⼰選擇成為地球上的⼀個⼈。祂如此
做是為了要救贖⼈類和地球，並且享受永遠和⼈類⼀起住在那為他們所創造的世界，⼀個
叫做新地球的地⽅《以賽亞書 65:17; 66:22》；  那世界乃是我們所期待的《彼得後書 3:13
》。 
 
我們從來不知道⼀個沒有罪惡、痛苦、和死亡的地球，但是我們渴望它。上帝告訴我們，
那個我們渴望的世界、⼀個沒有咒詛的世界，有⼀天將會是我們永遠的居所《羅馬書
8: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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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新地球）會是⼀個真實的地⽅嗎？(Will	Heaven—The	New	
Earth—Be	an	Actual	Place?	) 
 
耶穌告訴祂的門徒們說：「我若去為你們預備地⽅，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好使我
在哪裡，你們也在哪裡。」《約翰福音 14:3》祂用了空間性的詞語來描述天堂，並暗示了
天堂是⼀個地點。同樣的，這句話「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表明了我們要搬去的是⼀個
實質性的地⽅。 
 
如果天堂不是⼀真實的地⽅，耶穌會用這樣的詞語來指明它確實是嗎？如果我們把天堂說
成⼀個不真實的地⽅，或者說它根本不是⼀個地⽅，我們就沒有遵照基督的話中的意思了
。 
 
我們不渴求⼀個沒有⾁體、沒有地球、沒有⽂化的未來。我們渴求的是⼀個新身體、新地
球、和新⽂化，沒有罪惡和死亡。這些都是渴求死者復活的⼀部分，⽽這就是基督教信仰
的核⼼《哥林多前書 15》。 
 
耶穌對祂的門徒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到了萬物更新，⼈⼦坐在衪榮耀的寶座上的時
候，你們這些跟從我的⼈，也會坐在⼗⼆個寶座上，審判以⾊列的⼗⼆個支派。」《馬太
福音 19:28》 
 
祂⼤可以說「到了萬物毀滅」的時候，但祂卻說「更新」⽽不是「毀滅」。「萬物」的意
思是當今的地球上充滿了我們對於新地球的想像。要消失的不是地球和我們的⾁體，⽽是
罪惡、死亡、和咒詛！ 
 
使徒彼得曾說：「基督必留在天上，直到萬物復興的時候，就是神自古藉著聖先知的⼝所
說的。」《使徒⾏傳 3:21》 
 
在《天堂》這本書裡，我引用了很多先知預⾔未來被修復的地球的章節。這就是為什麼使
徒彼得會說：「但是我們按照祂所應許的，等候新天新地，有公義在那裡居住。」《彼得
後書 3:13》 
 
 
天堂會是什麼樣⼦？(What	will	heaven	be	like?	) 
 
聖經給了我們很多關於天堂是什麼樣⼦的暗示；把這些片段拼接在⼀起， 我們就可以看
到⼀幅美麗的全圖。舉⼀個例⼦，在聖經中寫到：天堂是⼀個城市《希伯來書 11:10; 13:14
》；當我們聽到「城市」這個名詞的時候，我們完全不需要抓耳撓腮地去想像它的樣⼦，
因為城市早就在我們的腦海中了。城市中有⼈、有建築、有活動、有集會、有藝術、有音
樂、有體育競技，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商品、以及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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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同時被描述成⼀個國家《希伯來書 11:16》。我們當然很熟悉「國家」；我們知道我
們現在的地球是什麼樣⼦，也理所當然地能夠聯想到我們將來的「新地球」會是什麼樣⼦
。如果我們無法想像這地球上沒有河流、⼭⾕、樹⽊、以及花草的樣⼦，那我們怎麼還能
想像新地球上沒有這些東西呢？ 
 
「地球」這個名詞⾄少告訴我們，我們可以在新地球上找到現在地球上的很多東西，包括
⼤氣層、⼭嶺、⽔、樹⽊、⼈、房屋，甚⾄城市、建築、和街道（在《啟示錄 21-22》中
，有關於街道的詳細描述）。 
 
就像新款的汽車有著更卓越的性能，卻離不開那些像輪⼦、引擎、變速器、⽅向盤這些必
有的組件，我們的新地球也有著地球上必不可少的東西，卻要比當今的地球更加地完美。 
 
新地球將會是上帝的居所，但同時也是上帝為了那些得救復活的⼈所裝飾的新家。我們⼀
定會喜歡那兒，因為在那裡我們要和耶穌和祂的家⼈——也就是我們的家⼈——住在⼀起
，直到永永遠遠。 
 
 
我們在天堂裡會是什麼樣⼦？(What	will	we	look	like	in	Heaven?	) 
 
耶穌有⼀具復活後的⾎⾁之軀讓他能⾏⾛、講話、吃飯《約翰福音 21:1-14；路加福音 
24:36-43》；聖經上說我們的身體也會是這樣的《哥林多前書 15:20, 48-49; 腓立比書 3:21; 
約翰⼀書 3:2》。 
 
當耶穌復活之後，祂讓門徒們去觸摸祂的身體，並說：「你們看我的⼿，我的腳，就知道
實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無骨無⾁，你們看，我是有的。」《路加福音 24:39》 
 
在重⽣的地球上，基督復活的身體將會是我們新⽣的⾁體活在這嶄新的地球上的模型。在
復活之後，我們並不是像鬼魂那樣遊蕩著，⽽是有⾎有⾁的。很多⼈相信我們會在原來的
地球上渡過千禧年《啟示錄 20:1-7》，然⽽即使是那些懷疑「千禧年」是否該從字面上來
理解的⼈，他們也同意在最後叛亂和審判之後，復活的⼈會在新地球上永遠地⽣活下去《
啟示錄 21-22》。 
 
當上帝談到「新身體」的時候，我們難道會聳聳肩說：「我不能想像我的新身體」嗎？當
然不會。我們知道「身體」是什麼樣⼦——我們每⼈都有⼀個——並且我們還記得年輕時
候的樣⼦！可以想像的是，我們會有⼀個這樣的新身體，沒有軟弱和疼痛。⽣命中最旺盛
的時刻並沒有過去，⽽是會來到這新地球上；會得到這樣⼀個嶄新的⽣命和⾁體，將遠超
出我們的異想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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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新身體會與我們現在的身體相似；在新地球建立好之後，我們會在那裡居住 ，永
遠地活在那片⼟地上。我們會有⾁體，但這⾁體將不再受罪惡、苦難、和咒詛的支配《啟
示錄 21:4》。 
 
基督是⼀位⽊匠；⽊匠不光會製造東西，也會維修損壞的東西。我們的身體、⼤腦、和⼼
態是不是需要整修呢？基督會來整修我們，祂也會整修整個宇宙。 
 
不要低估上帝的計劃，也不要小看基督救贖的⼯作。是祂創造了我們、我們的身體、以及
地球。祂決不會放棄祂所創造的你我、我們的身體、和地球，祂會永遠地修護著他們。 
 
 
我們在來⽣將會做些什麼呢？(What	will	we	do	for	all	eternity?	) 
 
當⾁體死亡的時候，⼈的靈魂會離開⾁體《傳道書 12:7》。我們的靈魂會去天堂或地獄《
路加福音 16:22-31》。 正如聖經故事「富⼈和拉撒路」中所闡述的那樣——如同基督曾對
⼀個盜賊說「今天」他會在樂園裡與祂同在《路加福音 23:43》——⾁體死亡之後，⼈的
意識依然存在，不管是在天堂或地獄《哥林多後書 5:8; 啟示錄 6:9-11; 腓立比書 1:23》。 
 
不管是在中級天堂還是新地球上，我們都能感受到那在上帝裡的前所未有的喜悅。從祂所
創造的宇宙萬物的啟示中，我們將永遠地敬拜祂和感謝祂。 
  
甚⾄有⼀件不可思議的事，就是上帝決定讓我們幫祂去管理宇宙萬物《路加福音 19:11-27
》！到時候上帝會給我們更新的⼼思和身體，讓我們成為完全的⼈，擁有充⾜的精⼒和開
闊的視野；為了上帝的榮耀並充實自⼰，我們會竭⼒地去完成新的任務。 
 
那時我們要和基督⼀起統治新地球，在那裡我們將成為領導、擁有權威、做重要的決定。 
這意味著有⼀些⼈將在我們的領導之下各盡其責，⽽我們也有責任去做好領導的⼯作《路
加福音 19:17-19》。我們得設定目標、制定計劃、並分享意見。我們在地上⼯作時最有成
就感的時候——當結果比預測要好、當每個⼈都按時完成了⼯作、當整個團隊都致⼒於合
作的默契中——將只是我們在天堂裡愉悅做⼯的先兆。 
 
在天堂裡，我們當然也會休息《啟示錄 14:13》；我們知道休息的意義是什麼，⽽且也渴
望得到休息《希伯來書 4:10-11》。我們會在那裡服侍基督、為了榮耀祂⽽⼯作；我們知
道⼯作的意義是什麼，也渴望要去⼯作。我們的⼯作不會像現在這麼地痛苦，因為那艱辛
勞作的咒詛將永遠地被解消了《啟示錄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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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上帝的關係會是怎樣的呢？(What	will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be	
like?	) 
 
⼈能看見上帝的這種想法是令⼈震驚的。那些知道舊約中描述上帝的超然性和不可接近性
的⼈，幾乎會覺得這種想法是褻瀆上帝的《出埃及記 33:18-23》。對我們這些罪⼈來說，
要能親眼看見上帝，是不可想像的。 
 
然⽽，在《啟示錄 22:4》中說道，上帝會讓⼈在新地球上復活，「也要見祂的面。」這意
味著我們到時候必然已經歷了⼀個巨⼤的轉變。這⼀切能發⽣，只有當我們在基督裡完全
為義，我們復活的身體上完全沒有罪的汙點，所以我們才能活⽣⽣地看見上帝。看見上帝
會令我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欣喜——甚⾄會懷疑在見到上帝之前自⼰是否曾真正地活過。 
 
古代的神學家們曾談到「祝福的異象」(Beatific Vision) 這個詞，它的意思乃是「⼀幅能
讓⼈快樂的景象。」這樣的景象就是上帝的本身。 
 
上帝原本是住在不可接近的光中，但是祂道成了⾁身，藉著耶穌使得我們能接近祂《約翰
福音 1:14》，⼈們在看到耶穌的時候就能看見上帝。但是在《啟示錄 22:4》中似乎是談到
我們能真真確確地看到天⽗的樣⼦。 
 
要能目睹上帝的面，我們必須在基督裡完全為義，活在那榮耀的復活的身體裡。「清⼼的
⼈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馬太福音 5:8》 
 
能目睹上帝的眼睛將是我們⼀直有的渴望，因為我們看見了我們的造物主，同時我們也是
為祂⽽造的。並且，我們可以在祂為我們創造的地⽅看見祂，同時我們也是為那地⽅⽽造
的。看見上帝就好像第⼀次看見其他萬物⼀般；我們將發掘到看見上帝才是那最⼤的滿⾜
，以及⽣命真正的意義。在天堂裡享受到的其他⼀切的喜悅都是它的衍⽣物，都是從我們
和上帝的關係之泉源中湧流出來的。 
 
當我們定睛仰望上帝並認識衪，我們才能真正地用上帝的眼光來看自⼰，以及其他⼀切的
⼈與事。那時我們可以在永恆中敬拜上帝、探秘上帝、並且服侍這位偉⼤的上帝。透過周
圍的任何事以及任何⼈，我們都能看見祂那驚⼈的容美。 
 
 
在天堂裏會無聊嗎？ (Won’t	Heaven	be	boring?	) 
 
如果你把永恆的天堂想像成⼀個只有幽靈⽽無實體之地，那你就有理由會怕無聊了——因
為上帝沒有把我們設計成適合活在那樣的地⽅。但是，當你瞭解了重⽣和新宇宙的意義之
後，關於無聊的想法就會被⼀掃⽽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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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新地球上，我們想要回家休息和外出探險的渴望都會得到滿⾜。那裡將是⼀處我們⼀
直會有新發現的地⽅——在那裡所有的事物對我們來說都是新鮮的，「擁有」東西和「追
尋」它們是同樣的美好。⽽且，在那裡就是在我們的家——該有的東西⼀樣也不會少；今
⽣我們總在追尋但卻尋不著的那微妙的事物，也都會在那裡。 
 
我們不會再思鄉伊甸園。因為到那時，我們會過著上帝為我們安排的⽣活。因為在天堂裏
，充溢著來自那有多⽅多面奧妙的上帝的喜樂，天堂是無限地迷⼈的，正如上帝那樣地迷
⼈。 
 
我們對讚美上帝會感到厭倦嗎？奧古斯汀曾說過：「我們不會對敬拜讚美神感到疲倦，也
不會對祂的愛感到厭煩。如果有⼀天愛消失了，那麼讚美也會消失。但正因為神的愛是源
遠流長，永無⽌境的，我們就不用擔⼼會失去那讚美祂、愛祂的⼒量。」 
 
 
新地球上會有動物嗎？(Will	There	Be	Animals	on	the	New	Earth?	) 
	
我已經在《天堂》那本書的兩章裡討論過這個話題，但是在這裡我還是要來闡述我最主要
的觀點。 
 
動物是上帝起初為地球和⼈類的完美設計之⼀部分：「於是，神造了地上的野獸，各從其
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的各種昆⾍，各從其類。神看這是好的。」《創世記 1:25》 
 
正因為動物是起初地球上的重要部分，並且聖經很清楚地記載了上帝重建地球就像祂重建
⼈類那樣，所以這說明了將來的新地球上會有動物的存在。（怎麼會沒有呢？） 
 
聖經上說動物們，以及所有受造之物，都在渴望等候我們身體得到救贖時⽽被釋放《羅馬
書 8:19, 23》。他們等待並渴望著，因為他們也會是上帝的救贖計劃的⼀部分。 
 
當萬物，包括動物、植物、和自然本身，受到⼈類的罪的影響之後，他們也都會在基督的
救贖之功中得到了祝福。 
 
以賽亞書 11、60、和65章都描述了動物在新地球上的樣⼦。（我在書中解釋了，這些章
節並不只限於「千年國度」⽽已。） 
 
當上帝用洪⽔懲罰⼈類時——「⽔的審判」——動物被特別地提到了。既然這樣，我們就
有理由預測上帝會在未來經過「⽕的審判」之後，把動物也包括在新地球中。⼈類和動物
因為有⽅⾈⽽被拯救乃是代表復活，同樣的，他們也會在復活之後⽣存在新地球上。根據
羅馬書第⼋章中講的，那些受苦的、呻吟的受造之物將得到釋放，那麼，在新地球上也有
會有那些來自目前地球上的動物。 
 



天堂：聖經對常見問題的回答	

(Heaven:	Biblical	Answers	to	Common	Questions	by	Randy	Alcorn)	
	

	 9	

因為新地球是屬於塵世的，我們不應該對動物的存在⽽感到驚訝。就像上帝的其他創造那
樣，動物們也會顯明出上帝的特性。因此，我們也會在與他們和悅地相處中得到來自上帝
的喜樂。 
 
 
我們在天堂裏會有自⼰的家麼？(Will	We	Have	Our	Own	Homes	in	
Heaven?	) 
 
耶穌說過：「在我⽗的家裡有許多住處 … 我去是要為你們預備地⽅。」 《約翰福音 14:2
》 在英語中，「地⽅」（place）用的是單數，但是「住處」（rooms）用的是複數。這表
示耶穌會給我們⼀個⼤的空間，但從中又給我們個別的住處。 
 
「住處」（也可譯作「房間」）這個詞的感覺是舒適的、私密的。 「住家」（house）或
者「房產」（estate）暗示其空間廣闊，那就是天堂：⼀個既廣闊又私密的地⽅。我們有
的⼈喜歡舒適，有⼀個私⼈的空間；我們有的⼈喜歡廣闊、開放的空間。⼤多數⼈享受這
兩者，⽽在那新地球上會讓我們兩者兼備。 
 
天堂不太可能只有⼀模⼀樣的住宅，上帝喜歡多元化。當我們看到祂為我們所預備的住處
——不僅僅是為全⼈類所預備，更是為我們每個⼈特別預備的——那時我們必會欣喜。我
們將體會到那才是真正的完美的家，為我們每個⼈特別訂做的。 
 
當談到不義的管家企圖使用屬世的資源來使⼈「接我到他們家裡去」《路加福音 16:4》之
後，耶穌告訴祂的門徒們，要用屬世的資源去改善他⼈的⽣活，以此來結交地上的朋友。
為什麼呢？「好叫錢財無用的時候（地上的壽命結束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恆的
居所裡。」《路加福音 16:9》 
 
我們在天堂裡的「朋友」似乎是那些曾經在地上被我們影響過的⼈，並且是有自⼰的「永
恆的居所」的⼈。《路加福音 16:9》似乎在告訴我們這些「永恆的居所」將會是⼀個我們
居住且享受朋友陪伴的地⽅。 
  
因為很多⼈不理解最終的天堂將會是新地球，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要從字面的意思上來理解
這段經⽂，他們認為「永恆的居所」僅僅是泛指著天堂⽽已。但是基督絕對不是說，只要
我們正確地使用我們在地上的錢財，我們就可以進⼊天堂！在這比喻𥚃，天堂裡永恆的居
所可以說是相等於不義的管家在地上的住家。既然耶穌應許給我們⼀個住處、寓所、和地
⽅，⽽且我們也知道我們會有復活的身體居住在⼀個物質的新地球上，為什麼我們不從字
面上來理解這個應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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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裡沒有什麼？(What	Won’t	Be	in	Heaven?) 
 
沒有死亡；沒有苦難。沒有殯儀館、墮胎中⼼、瘋⼈院。沒有強暴、失蹤的小孩、或者是
戒毒中⼼。沒有偏執；沒有搶劫或殺⼈。沒有憂愁、失落、或經濟危機。沒有戰爭；沒有
失業。沒有失敗或者誤會的苦惱。沒有騙⼦；沒有鎖鏈；沒有死亡；沒有哀傷；沒有痛苦
；沒有無聊。 
 
沒有關節炎；沒有殘疾；沒有癌症；沒有稅務；沒有賬單；沒有電腦當機；沒有雜草；沒
有炸彈；沒有醉酒；沒有堵車或車禍；沒有下⽔道倒灌；沒有精神疾病；沒有垃圾郵件。 
 
親近的友誼卻沒有派系；歡笑卻沒有侮辱；親密卻沒有誘惑去做不道德的⾏為。沒有密謀
；沒有私下的交易；沒有背叛。 
 
想像⼀下那充滿故事、歡笑、和快樂的用餐時光，卻不用擔⼼說錯話、做錯事、憤怒、謠
⾔、淫慾、嫉妒、傷⼼、以及任何減少快樂的東西，那就是天堂。 
 
那裡不會有教堂或者是聖殿，不是因為它們不好，⽽是因為它們不再是必要的了。我們不
再需要被引進到上帝的面前，我們將會經常地、有意識地⽣活在其中。不論我們是在花園
裡面做⼯、歌唱、騎自⾏車、或者是喝咖啡（沒有理由認為在新地球裡沒有咖啡樹），我
們都會深切地感謝上帝，⼀同地敬拜祂、讚美祂。 
 
耶穌說過：「如今飢餓的⼈是蒙福的，因為你們將得飽⾜。如今哭泣的⼈是蒙福的，因為
你們將要歡笑。當⼈們因⼈⼦的緣故憎恨你們，排斥你們，責罵你們 … 在那⼀天，你們
當歡喜，當歡然跳躍，因為看哪，你們在天上的報償是⼤的。」《路加福音 6:21-23》 
 
沒有⼈會再飢餓，⼈⼈的需要都會被滿⾜。沒有⼈會再哭泣，每個⼈都會歡笑。這就是耶
穌的應許，拭目以待吧！  
 
 
天堂裡還有時間麼？(Will	Time	No	Longer	Exist	in	Heaven?	) 
 
我們將是住在永恆裏的有限者；上帝雖不受時間的限制，祂卻進⼊時間中來適應我們。但
是，我們無法超越時間之外，因為那就是無限者了。 
 
「時間將不再存在」的說法來自於⼀首讚美詩歌，⽽不是出自聖經，《啓示錄8:1》卻提
到「天上靜默了⼤約半小時」。天堂中存在音樂這⼀點也暗示了時間的存在，因為節拍、
節奏、休⽌這些音樂所具有的屬性，都是與時間相關的。(如果沒有時間的話，何談⼆分
音符或四分音符呢？) 歌曲，如同對話⼀樣，有開頭、中間、與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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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用《彼得後書 3:8》作為天堂中時間停⽌的證據，但是那句經⽂所指的是上帝，⽽
不是指⼈類。「在主看來，⼀日如千年，千年如⼀日」談的是上帝的無限。祂存在於時間
和空間之外，但是我們不然，祂把我們創造在時間和空間之中作為有限的受造物。天堂明
確地進⼊到地上的時間之中，以致天上的居民因地上的對話⽽歡樂《路加福音 15:7》。殉
道者尋求、期盼上帝對地上的審判，問上帝：「要等到幾時呢？」，上帝告訴他們：「還
要安息⼀些時候，直到…」《啓示錄 6:9-11》，安息（等待）就涉及到時間的流逝。 
 
《啓示錄》向我們顯示了天堂因地上發⽣的⼀系列事情⽽做出連續性的互動。（這與⼀種
說法：天堂裡的⼈與地相分離、且漠不關⼼地上發⽣的事情，是相互⽭盾的。） 
 
 
當我們到天堂後是否會無所不知？(Will	We	Know	Everything	When	We	
Get	to	Heaven?) 
 
只有上帝是無所不知(omniscient)的。 
 
上帝對事情是清晰地、全然地知道。在天堂，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事情《哥林多前書 
13:12》，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全然地知道。我們會比現在知道得多很多，但是我們絕不會
全知，因為我們永遠不會成為上帝。  
 
在天堂裡我們不會有缺陷，但是不知道所有的事情並不是個缺陷，這只是有限者的⼀部分
。天使也不知道⼀切事情，⽽他們也渴望知道得更多《彼得前書 1:12》，他們是無瑕的但
還是有限的。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渴望知道得更多，就像天使那樣呢？ 
 
我們會在永恆中，得到我們所尋求的更多的知識。上帝將我們放在天堂的領域中「為的是
要在將來的世代中，顯明祂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恩典，是多麼的豐盛」《以弗所書 
2:6-7》，這意味著上帝將在永恆中向我們啟示祂自⼰。 
 
這是在明確地告訴我們在天堂裡是要學習的。當我們進⼊天堂，我們想必以我們在地上死
亡之前的知識作為起點。（畢竟，我們要在上帝的面前對我們的⼀⽣交帳，這需要有我們
死前的知識。）上帝可能會改正和增長我們的知識，我相信祂會向我們啟示新的事物，並
且讓我們開始⼀個永遠學習的過程。當我們具備著復活的⼤腦和復活的身體的時候，我們
學習的能⼒會⼤⼤的增長。 
 
耶穌曾經告訴過祂的門徒：「向我學習」《馬太福音 11:29》。即使我已經認識我的妻⼦
、兒⼥、摯友很多年，我還常常對他們有新的認識。如果我總是會對有限的⼈有新的認識
，我必然會有機會更多地認識到我們全知全能的創造者，沒有任何⼈會耗盡他知識的深度
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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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還會記得地上的事情？(Will	We	Remember	What	Happened	on	
Earth?) 
 
《啓示錄 6:9-11》中描繪了殉道者在他們死亡之後清晰地記得⾄少⼀部分在地上曾發⽣過
的事情，包括他們曾經歷過的巨⼤的苦難。如果他們記得這些，有什麼是他們不記得的呢
？我們沒有理由去假定在天堂裏我們會忘記在地上的日⼦。事實上，我們很有可能會回憶
起遠比現在能記得的更多的事，並且我們很有可能會知道上帝和天使是如何在當我們完全
沒有意識到的時候為我們介⼊⽽成全的事。 
 
在天堂，那些曾經在地上受過苦難的⼈會得安慰《路加福音 16:25》，這安慰就暗示著他
們對那些曾經發⽣過的事情有所記憶。如果沒有這些受了苦難的記憶，那麼這些安慰對受
了苦難的⼈們又有何必要、有何意義與價值呢？ 
 
當我們死後，我們得要在上帝的面前為我們在地上的⼀⽣交帳，甚⾄俱細到某些⾏為及某
些話語《哥林多後書 5:10; 馬太福音 12:36》。因為我們有了更強的腦⼒和清晰的思考⼒，
我們對於我們在地上過活的記憶也只會更加的精確。我們必會記得這些我們得要交帳的事
情，正因為我們得為比我們現在所記得的更多的事情負責，我們的記憶想必也會更加的好
。 
 
天堂會潔淨我們，但是不會修改或者抹去我們的來歷。無需置疑的是我們會記得上帝在我
們⽣命裡面所施的恩典和所成就的聖⼯，這些都會安慰、鼓勵、支持、賦予我們有能⼒為
祂⽽活。在新地球上，⼈類的歷史會被紀念，因為《啓示錄 21:12-14》提到會有以⾊列⼗
⼆支派和⼗⼆使徒的紀念碑。基督在祂那永恆、復活的身體的⼿腳上依舊留著的釘痕《約
翰福音 20:24-29》證明了祂的苦難和救贖——這⼀切都是因我們的罪所導致的——這些事
實永遠也不會被遺忘。 
 
 
那些現在在天堂裏的⼈可以看到地上發⽣的事情嗎？(Can	Those	in	
Present	Heaven	See	What’s	Happening	on	Earth?) 
 
答案是：可以的，⾄少在某種程度上。那些殉道者，在他們進⼊天堂之後，⼤聲喊叫，說
：「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給我們伸流⾎的冤，要到幾時呢？」《啓
示錄 6:9-11》。 
 
很明顯，這些在天堂裏的⼈不僅僅記得在地上發⽣過什麼事情，他們也知道上帝還沒有審
判那些迫害他們的⼈。他們知道他們在地上死後發⽣了什麼事情，也知道什麼事還沒有發
⽣。難道這不正說明他們可以看到地上發⽣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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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巴比倫城被摧毀的時候，⼀位天使指著正發⽣在地上的事情，說：「天哪，你要因她歡
喜！眾聖徒、眾使徒、眾先知啊，你們也要因她歡喜！因為神已經在她身上為你們伸了冤
。」《啓示錄 18:20》從他特別地向那些在天堂裡的⼈的宣告可以看出他們是知道在地上
發⽣的事情的。 
 
當天堂裡的聖徒與基督⼀同回來建立千年國度(millennial kingdom) 的時候《啓示錄 19:11-
14》，我們很難想像他們會對地上的⼈類歷史的⾼潮⼀無所知，天堂裡的聖徒快樂到連對
地上發⽣的事情都⼀無所知的看法是毫無根據的。終究，上帝和祂的天使以及眾聖徒們將
要回到地上，來完成那宇宙歷史終結的戰爭，這場戰爭之後基督將要作王。那些仍活在地
上的⼈可能對天堂⼀無所知，但是在天堂裡面的⼈並不會對地上⼀無所知。當然，進⼊永
世之後我們不僅僅將看到在地上發⽣的事情，我們更會在這新地球上過每天的⽣活。 
 
 
如果⼈們在天堂知道⼈間發⽣的種種壞事，那麼這個天堂還能算是天
堂嗎？(If	People	in	Heaven	are	Aware	of	Bad	Things	Happening	on	Earth,	
How	Could	it	really	be	Heaven?) 
 
很多的書認為那些在天堂上的⼈們並不知道地上發⽣的事情。這些書都有同樣的前提：如
果天堂上的⼈看見地球上的痛苦和邪惡，他們會⼗分的煩惱——這樣的天堂就不再是那麼
的完美了。 
 
我相信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上帝知道地上發⽣的⼀切事情，⽽天堂卻沒有因為上帝知道這
些事情就變得不好。同樣的，天使也知道地球/⼈間中發⽣的事情，⽽天使們仍然很享受
天堂。事實上，天使甚⾄能看到地獄裡的折磨，⽽這⼀切仍然不能減弱天使因為在上帝身
邊⽽得到的喜樂《啓示錄 14:10》。亞伯拉罕和拉撒路看到了那個富⼈在地獄裏受痛苦，
但對於他們，天堂仍然是那麼的美好《路加福音 16:23-26》。當然，我不是說我們能看到
地獄裡發⽣的事情。這些經⽂只是證明了任何在地上發⽣的事情，都不會使上帝的⼦民所
在的天堂變得不好。我們在天堂裡過幸福的⽣活不是因為我們忽略了地上的事情，⽽是因
為我們有了嶄新的視野。 
 
我們應該為了那些我們所愛的⼈他們在天堂裡並沒有忽略地上發⽣的⼀切，⽽是緊緊地關
⼼著上帝的國在⼈間的情況，⽽感到鼓舞。他們很可能正在天堂𥚃為我們在地上為上帝做
⼯⽽喝彩加油。《希伯來 12:1》這麼說：「…我們既然有這麼多的見證⼈，像雲彩圍繞著
我們…，」這就像⼈們聚集在球場裡，為裡面的運動員加油喝彩⼀般。（當然，這段經⽂
也有可能只是指我們應當效法在我們之前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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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愛的⼈離我們⽽去（進⼊天堂）並不是我們彼此之間關係的終結，卻只是暫時的中
斷。我們並沒有失去他們，因為我們知道他們在哪裡。他們在⼀個極美好的地⽅，⼀個基
督稱為是樂園(Paradise) 的地⽅，在上帝裡面體會著無比的喜樂。⽽我們也知道，有⼀天
，我們和我們所愛的⼈會被榮耀地帶到⼀起重聚團圓：「…我們就要和主常常同在。所以
，你們應該用這些話彼此勸慰。」《帖撒羅尼迦前書 4:17-18》 
 
 
我們在天堂會和我們所愛的⼈重聚並且認得出他們嗎？(Will	we	be	
Reunited	with	and	Recognize	Our	Loved	Ones?) 
 
和基督在⼀起將會是我們在天堂裏最快樂的事情。其次，我們最快樂的事情便是和那些逝
去了的我們所愛的⼈重聚。最終重聚的確定性是如此的甜美，以⾄於暫時的分離變得讓⼈
可以接受。 
 
我們在聖經裏找不到「消除記憶」導致我們不認識親友的經⽂。事實上，如果我們在天堂
裏不認識我們所愛的⼈，那麼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4:14-18》裏提到的在天堂中的「安慰
」也就⼀點也不值得安慰了。神學家 J.C. Ryle 是這麼評價這段經⽂的：「如果這些寬慰
的經⽂不代表聖徒們能在天堂中互相認識，那麼這些經⽂就沒有任何的意義。對那些傷⼼
的基督徒來說，這種能與他們所愛的⼈重聚的希望，就是令他們能振作起來繼續地在地上
⽣活的⼒量 … 當我們完全地得贖之後，我們就能夠在天堂裏見到我們的親友們，我們將
會認出他們，他們也會認出我們。」 
 
在耶穌登⼭變相(Transfiguration) 的時候，三位門徒認出了摩西和以利亞。這事之前沒有
⼈告訴那三位門徒那兩個⼈是誰，那三位門徒也不可能知道他們長得是什麼的樣⼦《馬太
福音 17:1-4》。這告訴我們，我們很有可能會馬上認出我們從前完全沒見過的⼈，有可能
是從他們身上顯示出來的獨有的特徵看出來的。如果我們能在天堂裏認出從前不認識的⼈
，那麼我們肯定能認出我們從前已認識的⼈！ 
 
基督徒將會有榮幸見到所有曾在世上活過的基督徒（我有⼀長串希望在天堂裏再見到的我
所愛的⼈的名單，還有⼀些我希望能在天堂裏認識的⼈的名單——誰會在你的名單上呢？
）在天堂裏和新舊朋友⼀起敬虔地去探袐新地球和新的宇宙，將會是⼀件多麼美妙的奇遇
啊！ 
 
 
天堂裏會有婚姻和家庭嗎？(Will	there	be	Marriage	and	Family	in	Heaven?) 
 
耶穌說過復活的⼈們將不會再結婚《馬太福音 22:30》。然⽽經⽂中說得很清楚，天堂裏
會有「婚姻」。天堂裏只會有⼀個婚姻，那就是基督和祂的新婦之間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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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很期待有⼀個完美的婚姻，⽽這正是我們所期待的——和基督結合的完美的婚姻。 
我的妻⼦南茜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在基督裏最好的姐妹。當我在天堂裏見到她的時候
，我會說：「妳原來是不是我的妻⼦？我們原來是不是有小孩？妳認爲他們還記得我嗎？
」那些說我們會忘記我們在⼈間最親密的關係的說法是荒謬的。這些說法等於說我們在⼈
間的⽣命和關係是沒有永恆的果效的，但這與聖經的教導完全相反。耶穌說⼈間的婚姻將
會結束，因為⼈間婚姻為基督和祂的新婦的婚姻做準備和反映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以弗所
書 5:23-32》，但祂並沒有說或者暗示婚姻中夫妻兩⼈那種深刻的關係將會結束。事實上
，南茜和我將會⼀起享受和基督結合的婚姻。 
 
上帝是我們的天⽗，我們是祂的孩⼦，⽽我們是彼此的弟兄姐妹。我們是基督的新婦，祂
是我們的丈夫。 
 
所以天堂裏我們將仍然有婚姻和家庭。那些我們在地上親密的關係，包括家庭關係，將會
自然地成為我們在天堂裏核⼼關係的主體。（我們將會把我們的記憶帶進天堂，好讓我們
在天堂裏彼此聯繫。）以這些關係為起點，我們會向外發展出更多的關係來，在保留舊的
友誼之下，建立新的友誼。 
 
天堂是我們和最終的親朋好友相聚的地⽅——甚⾄包括⼀些我們在世尚不認識的⼈。我們
和我們所愛的⼈之間的關係將會比從前都更好。在天堂裏我們將會有所得著，但毫無虧損
。（事實上，你可能還沒有遇到你在永⽣中最好的朋友呢！） 
 
 
我們能確切地知道我們是否能去天堂嗎？(How	can	we	know	for	sure	that	
we	will	go	to	Heaven?) 
 
巴拿民意調查(Barna Poll) 曾經做過⼀個調查，結果顯示每⼀個覺得自⼰會下地獄的美國
⼈，同時就有120個美國⼈認為自⼰會進天堂。然⽽基督曾這樣說過：「你們要進窄門。
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的，進去的⼈也多；引到永⽣，那門是窄的，路是小
的，找著的⼈也少。」《馬太福音 7:13-14》 
 
那麼「天堂」並不是我們預定的終點站，沒有⼈能自動地進⼊天堂。除非我們的罪的問題
被觧決了，不然我們該去的地⽅乃是「地獄」，地獄才是我們死後預定的終點站。 
 
在聖經裏，耶穌對有關地獄的描述多過於任何其他的內容《馬太福音 10:28; 13:40-42; 馬可
福音 9:43-44》。祂說地獄是⼀個真實的地⽅，⽽且細緻地描繪了地獄的情形——熊熊的
烈⽕，永不死的蟲⼦。基督說那些沒有得救的將「被丟在外面⿊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
⿒了。」《馬太福音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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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能夠確切的知道我們會進天堂嗎？使徒約翰這麼說：「我把這些事寫給你們信神
的兒⼦之名的⼈，是要你們知道自⼰有永⽣。」《約翰⼀書 5:13》所以，我們必能知道我
們會在死後進⼊天堂。 
 
你能確定你能進天堂嗎？如果不能的話，請仔細閱讀這本小册⼦的最後幾頁，因為這可能
是你⼀輩⼦所讀之中最重要的事情。（想想吧，有什麼能比你進天堂或下地獄更重要的呢
？） 
 
「犯罪」乃是指沒有達到上帝聖潔的標準，罪結束了那在伊甸的樂園。我們所有⼈，像亞
當和夏娃⼀樣，都是罪⼈，你也是罪⼈。「因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馬書 3:23》罪使我們和上帝遠離《以賽亞書 59:2》。我們和上帝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
，我們沒有能⼒做任何事情去跨過這條鴻溝。罪會欺騙我們，令我們是非不明、⿊白顛倒
《箴⾔ 14:12》。罪使得我們以為自⼰還不錯，可以勉強過關。 
 
雖然罪的後果很嚴重， 上帝卻有祂的解決辦法：「因為罪的⼯價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賜
，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羅馬書 6:23》耶穌基督，上帝的兒⼦，愛我們愛
到把自⼰成為了凡⼈，來到世間把我們從罪裏解救出來《約翰福音3:16》。衪降世和我們
⼀樣成為了凡⼈，有著⼈的軟弱，但是祂卻不被世⼈的罪所汚染《希伯來書 2:17-18; 4:15-
16》。 
 
耶穌乃是唯⼀配得上為我們的罪⽽死的⼈，祂在⼗字架上按著上帝聖潔的要求⽽獻身《哥
林多後書 5:21》。在⼗字架上，祂把我們應該在地獄𥚃所要經受的折磨都加到自⼰身上；
因為祂的救贖，上帝將我們本來不配得到的天堂給了我們。 
 
因為祂是上帝，全能的耶穌基督能從墳墓中復活，征服了罪，戰勝了死亡《哥林多前書 
15:3-4, 54-57》。 
 
當基督在⼗字架上為我們⽽死的時候，祂說：「成了！」《約翰福音 19:30》。希臘原⽂
往往是用在債務被免除的時候寫在証明書上：「全額還清」(Paid in Full)。當基督死在⼗
字架上的那⼀刻，我們所有因犯了罪⽽記載的「罪狀」都「⼀筆勾銷」了！ 
 
只有當我們的罪靠著基督被償還的時候，我們才能有資格進天堂。我們不能靠自⼰償還，
耶穌說：「如果不是藉著我，沒有⼈能到⽗那裡去。」《約翰福音 14:6》「除了祂［耶穌
］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使徒⾏
傳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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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字架上的死，和祂的復活，乃是我們能跨過那條鴻溝唯⼀的橋梁。因為耶穌基督
為我們的罪所做的救贖，上帝賜給我們完全免刑的饒恕。「祂沒有按著我們的罪過待我們
，也沒有照著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天離地有多⾼，祂的慈愛向敬畏祂的⼈也有多⼤。東
離西有多遠，祂使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詩篇 103:10-12》 
我們必須承認並且懺悔自⼰的罪才能得到饒恕。「遮掩自⼰過犯的，必不亨通；承認並離
棄過犯的，必蒙憐憫。」《箴⾔28:13》饒恕不是自動可以得來的，饒恕是在認罪的情況
之下才會有的：「我們若認自⼰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
我們⼀切的不義。」《約翰⼀書 1:9》 
 
基督毫無條件地送給了每個⼈這件饒恕、救贖、和永⽣的禮物：「聖靈和新婦都說：『來
！』聽見的⼈也該說：『來！』⼝渴的⼈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命的⽔喝。」《
啓示錄 22:17》 
 
我們做得再好都不能讓我們得到進天堂的特權《提多書 3:5》。我們來到基督的面前乃是
「⼀無所有」(Empty-handed)。我們不能把自⼰的救贖歸功於自⼰：「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乃是神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為，免得有⼈自誇。」
《以弗所書 2:8-9》我們不能靠做善事得到這件禮物。這禮物不是因著我們的德⾏或者努
⼒可以得到的，它完全是因著耶穌基督為我們寬弘慷慨的獻身才能得到的。 
 
現在是和上帝「重歸舊好」的日⼦了。承認你是個罪⼈，然後接受耶穌基督為了你犧牲的
事實。 
 
你是為了⼀個「⼈」和⼀個「地⽅」⽽被創造的。耶穌就是那個⼈，天堂就是那個地⽅。
他們是「給⼀贈⼀」的禮物，他們必須⼀起得著。你不能在沒有耶穌的情況下進⼊天堂，
也不會有了耶穌卻進不了天堂。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相近的時候求告祂。」《以賽亞書 55:6》如果你呼求
基督來拯救你，那麼你就有了永⽣，⾼⾼興興的會永遠地住在那新天堂和新地球上。 
 
 
並且我也期待著在天堂見到你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