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望  1 

 

希望 

 

  在聖經約翰福音 11:21,“主阿! 你若

早在這裡,我兄弟必不死”,這是馬大在

她兄弟死的時候,對耶穌所說的.這可以

讓我們瞭解到,在成千上萬的人中,當死

亡奪走他們所愛的人時,所經歷的心碎

與遺憾的感受.同時也會有很多的想法

浮現在我們的腦海裡: 如果我們這樣做

或那樣做的話.....,或如果我們把他送

到不同的醫生那兒的話....,又如果去

旅行時,發生意外死亡,我們一定會說,

我們所喜愛的人,如果這次不出去旅行

的話,就不會發生這種不幸了.以馬大這

件事來說,她認為,要是耶穌當時在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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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她的兄弟也不致於死了.所以她就

以此來責備耶穌. 

 

在當時與馬大有相同看法的人,也都

有此想法,或者他們一直認為主耶穌對

他們喜愛之人的死有所責任,或許他能

使他們避免這種悲劇的產生,所以他們

存有疑問,為什麼? 總而言之,在人們的

想像中,他們一定曾經做過一些讓上帝

不高興的事,或許一個人的死亡,是一種

為他所做的錯事,所應得的懲罰. 

 

或者他們還害怕的想,若是在最後真

的難避免一死的結局,那麼什麼是在死

後所需付出的條件? 是否死後所受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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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死時還難過? 這種無稽之談引起很多

的困擾,經常有人說,當人死後,還能回

家來探望親人,這無法證實的答案,遠超

越墳墓之外的問題.是否我們還能再見

到所愛的親人? 是否現在他們過得愉快? 

是否我們有一天也會加入他們的行列? 

由於人的死亡,引起我們的悲慟,在我們

的內心深處,渴望從這些迷惑困擾的問

題中,得到一個明確的回答,而這個答案

卻在上帝的話語中找到. 

 

為什麼人最終難免一死? 大部分的人

都願意相信這是自然的定律,人從出生,

成長到老,最終就是死亡.但是成千上萬

的人,還未經過老化的階段就已去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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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這不是一個很圓滿的答案.死是冷酷

無情的,也是不偏袒任何人,對人來說,

不管對年輕或年老,聖者或罪人,都要受

到這種打擊,也不管對一個幼兒或年長

者的去世,它的打擊都是一樣的悲痛.我

們從來對死亡沒有做任何的準備,縱使

幾千年來,人類面對死亡惡魔的經驗並

不陌生,但我們還是不習慣它的到訪.它

總是在一個不受歡迎,令人異想不到的

時刻到來.事實上並沒有自然死亡這一

回事,對死亡來說,是件令人覺得極不自

然,並且也是人們所不想要的. 

 

在聖經上的解說,人類最初的死亡是

因為有罪,這個罪並不是指你個人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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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而被定死,而是指最原始的罪,根據

耶穌使徒的解釋,是我們第一對祖先所

犯下的罪.經由他們而來“就如罪是從

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

就臨到眾人.”(羅馬書 5:12).沿襲祖先

的遺傳,我們每個人都有死的因子存在,

當死亡臨到我們的時候,請記清楚,它能

增進我們對這個悲劇的經驗,來瞭解死

並不是我們因缺乏對上帝的興趣或疏忽

於照顧所引起的.死也不是一種特殊的

懲罰,不管是對已經過世的人,或是還存

活的親友們,我們所喜愛的人去世,是因

為亞當的罪,我們每個人必死,除此之外,

我們也得到上帝最美好應許的話語,那

就是“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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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哥林多前書

15:22) 

 

安寧地睡著了 

 

讓我們回到伯大尼城的時代,耶穌及

他所喜愛的那家人— 馬利亞,馬大和拉

撒路.我們可以從中傀集到非常有開導

及鼓勵性的想法,那就是耶穌是這家人

的特殊朋友,而他們也得知這種關係,所

以當拉撒路病危之時,只要求助於耶穌,

他就會盡快地趕來幫忙.當時耶穌去到

的所在地,離伯大尼城有一段距離;於是

這對姐妹就差人去見耶穌說:“主啊! 

你所愛的人病了”.(約翰福音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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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耶穌得知這個消息時,他並無作任

何的表示,直到兩天之後,耶穌對他的門

徒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著了,我去

叫醒他”.(約翰福音 11:11) 他的門徒

們聽了這話都很驚訝,他們也都聽說拉

撒路病的很嚴重,或許耶穌接到的訊息

是這樣吧! 但是他們總是不瞭解,既然

拉撒路只是睡著了而已,為何他們的主

人要去叫醒他呢? 他們卻以為耶穌是判

斷錯誤了.所以就對耶穌說:“主啊! 他

若睡著了,就必好了”.他們想這一定是

個大誤會,與其要去叫醒一個病入高肓

的病人醒來,倒不如讓他繼續睡著休息

要來的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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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不瞭解耶穌的意思,“耶穌

這話是指著他的死說的,門徒們卻以為

是說照常的睡了”.(約翰福音 11:13)

“耶穌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拉撒路死

了”.(約翰書 11:14) 這裡,我們從耶

穌自己親口說出最有趣的事:在對死的

同時,又有所安慰的一點.死好像是睡著

了,這意思是那些死亡的人們,都得到休

息了,直等到基督的王國來臨時,才把他

們從睡眠中喚醒.到目前為止,根據聖經

內的舉例說明,“睡著了”這詞可以幫

助我們對死亡的意思能有更貼切的瞭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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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睡著”的解釋,主要有兩個不同

構成的特性: 一個就是睡著了,而沒有

任何意識,對他周圍所發生的事,沒有任

何的反應.他們沒有悲傷,沒有快樂,也

沒有憂愁,更沒有恐懼,甚至也感覺不到

口渴和飢餓.仔細想想,在經節內的敘述:

“活著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無

所知”.(傳道書 9:5) 

 

另一個睡著的特性,我們認為它也是

一個意味死的例證,但它是可以預期到

再次的醒來.像一位母親,想哄她的小寶

寶上床睡覺,輕柔地唱著催眠曲,直到她

的小寶貝閉上眼睛睡覺.而這時它的小

腦筋已進入到一切空白的境界,小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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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沒有意識了.母親即以無聲、輕步

的走出房門,她的心裡也充滿快樂,因為

她知道,明天早上她又可以聽到孩子開

心、純真的笑語.在此沒有眼淚,沒有心

痛,也沒有孤單、寂莫的感覺,因為小孩

只不過是睡著了,等明早他一醒來,歡樂

聲又會彌漫整個家. 

 

關於一位年輕女孩的死,耶穌說:“這

閨女不是死了,是睡著了”.這裡再次的

事件與拉撒路一樣,耶穌認定死只不過

是睡著了.因為從上帝通過基督對生命

預備的角度來說,當新天新地來臨的那

天,那些死亡安眠的人也必會醒來,那時

也是基督主權統治的王朝.很快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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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到來.耶穌對他的門徒說:“我們的

朋友拉撒路睡著了,我去叫醒他”.(約

翰福音 11:11)耶穌打算去叫醒已死的拉

撒路,當他行使了他的大能之後,將會讓

拉撒路的兩位姊妹,及所有喜愛他的人,

都能得到他再次復活的喜悅. 

 

再次復活 

 

之後,耶穌對他的門徒宣佈了他的意

圖,去了伯大尼,來到他的朋友馬大及馬

利亞的家.當馬大聽見耶穌來了,就出去

迎接他,並且輕聲地責備他,為何當他的

兄弟還活著的時候不回來呢? 於是耶穌

對她聲明了一件不尋常的事.耶穌說: 



希望  12 

 

“妳兄弟必然復活”.(約翰福音書

11:23)自此經過幾個世紀以來,這些言

語仍然不斷地被重複的陳述下來,也給

了成千上萬的悲掉者一個很大的安慰; 

他們已經能接受且相信這種奇妙的真言,

有一天將會實現. 

 

在聖經裡,對已經死去的人,帶來一個

很大的希望 — 他們將再次復活,但是

我們應該不要把“再次”這個忽略掉了.

耶穌並未對馬大說:“不要哭泣,妳的兄

弟並未真正的死了”.他確實是已經死

了! 耶穌很痛心地對他的門徒說:“拉

撒路死了”.而我們能確定的是,耶穌並

沒有在他與馬大之間的對話中反駁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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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所以耶穌安慰馬大的訊息是:她的

兄弟將會再次復活,他雖然死了,但也必

恢復他的生命. 

 

在耶穌出生的幾個世紀之前,先知約

伯就在探詢 —“人若死了,豈能再活

呢?”(約伯記 14:14).約伯以正確的態

度來探詢這個值得注意的重要問題.— 

如果人死,是否他真正的死了? 或者當

身體死後,人還有些活著的東西存留著.

約伯曉得死是真實的,是一個殘酷、悲慘

的事實.他知道,死是罪的懲罰,因為整

個人類都有罪,都會死亡.約伯要知道：

是否人死後仍能恢復生命? 他將會再復

活過來嗎? 耶穌解答了約伯、馬大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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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願意接受他那絕對真實話語的人—

“你兄弟必然復活”. 

 

對馬大來說,在將來死而復活,並不是

一個新的概念,因為她相信在聖經舊約

中,上帝承諾要成就這個願望.先知約伯

在詢問“人若死了,豈能再復活?” 之

後找到這個答案,這也關係到他自已的

希望 — 說到:“在我一切爭戰的日子

裡,等我被釋放的時候來到,你呼叫我便

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羨慕.”(約伯記

14:14,15). 

 

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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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言中,所擔心的事,是在耶穌降生

時,希律告示要謀殺這孩子的命運.上帝

告訴正在哭泣的母親,就像在預言中提

及到拉結一樣 —“你禁止聲音,不要哭

泣,禁止眼目不要流淚,因你所做之工,

必有賞賜,他們必從敵國歸回.”上帝又

說:“你未後必有指望,你的兒女必回到

自己的境界”.(耶利米書 31:16,17). 

 

馬大或許已經知道這個奇妙的應許,

確實的相信,不管年輕和年老者,死後將

會再復生.除此之外,耶穌經常探訪他們,

及她聽到從耶穌親口說出這些關於生命

的奇妙話語,激起她的信心與希望.所以

耶穌對她說:“你的兄弟將會再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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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答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

他必復活.”(約翰福音 11:24).是的,她

知道所有死的人將會再“復活”— 他

們將會從死亡的睡眠中被喚醒,因為她

知道,這是上帝對所有人類的計畫與安

排. 

 

馬大所說的“末日”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上帝為了拯救所有在罪惡及死亡中

的人類,所做的彌補計劃.而此計劃劃分

成幾個階段.在聖經中被稱為“日子”,

是指最後階段的時間.“這些日子”分

成不同的復興計劃來達成圓滿的成就.

這“末日”在上帝的計劃中是千年的期

間,是在基督統治王朝的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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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段時間的“日子”,比照人

類先前六千年的經驗,是有非常特殊意

義的.而這六千年,即是在聖經章節中所

提及的黑暗期,像徵著悲哀的夜晚和死

亡.關於罪惡的黑夜及苦難,緊接著,是

歡樂早晨的來臨.在詩篇中寫到:“因為

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

是一生之久,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

歡呼.”(詩篇 30:5). 

 

雖然大衛談到上帝的“怒氣”,我們

不會想到上帝是在報復或是因我們受苦

難而使他感到喜悅.他的怒氣不是表示

因人的邪惡而要短暫或永久地在地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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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煉中受劇烈的痛苦.在新約中告訴我

們“ 神的憤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

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

理的人.”(羅馬書 1:18).又說:“ 在亞

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

都要復活.”(哥林多前書 15:22). 

 

上帝的最愛是生命,在詩篇中可以應

證.(詩篇 30:5).在此,以上帝的最愛與

他的怒氣相比較,當我們人類的第一對

祖先跨越上帝的律法時,他取回人類生

命中的恩賜,沒有上帝的恩賜,生命就無

法繼續生存.而這個判決也就自動地沿

襲下來.“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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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創世記 3:19)從那時起,生命開始

走向死亡. 

 

自此人類就有死亡,當上帝取回人類

生命中的陽光,黑暗就取代了.黑暗的濃

霧是如此地稠密,以致於使人們感覺到

疼痛及苦難,隨之帶來的是死亡的過程.

這個“黑夜”在人類的生活經驗中,它

實在是“罪”有應得的結果,但是死亡

並不是持續永久的! 雖然是個冗長和沈

悶的黑夜,但是清晨即將來臨,而且也會

隨著上帝喜悅的應許一起降臨;這個喜

悅是沒有界線的.那時再也沒有死亡的

犧牲者,那些已過世的人,將接受上帝所

發出的大能力量而再次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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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耶穌對馬大說:“你的兄弟必

再復活”,在馬大的腦海裡,很自然地聯

想到那充滿喜悅的奇妙畫面,這即是當

新天新地來臨時,所有人類的生命將受

到上帝的祝福,因此她回答說:“我知道,

他將會在末日時再次復活”.耶穌並沒

有否認馬大所說的事實.的確,它是一點

也不受懷疑的,因耶穌在自己的家鄉 — 

伯大尼所傳的道,就是關於那些已死亡

安眠的人能再次醒來.這個希望照亮馬

大的心中.確實如此,耶穌證實她的信心

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

必永遠不死.”(約翰書 11: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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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這

意思是說 — 在將來的那一天,當死者

再次復活時,亞當也會再次活現,同時整

個世界,將通過耶穌為分界的頻道,來達

成這個成就.“基督的真光,照亮一切在

世上的人”.(約翰福音 9,8:12,9:5).在

基督統治的王朝裡,所帶來的是健康的

生命,它就像先知所描寫的 — “必有

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 

(瑪拉基書 4:2). 

 

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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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這話嗎?”耶穌反問馬大.“你

相信嗎?”當末日時,上帝的慈恩降臨到

所有人類,基督就是那位能讓其成就達

成圓滿,讓死者能再次復活的人.馬大回

答說:“主啊! 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

上帝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

的”.(約翰書 11:26,27)自從人犯了罪

導致死亡,上帝已經應許派遣一位拯救

者,這個應許是上帝對亞伯蘭及他的後

裔,就是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而得

福.(創世記 12:1-3,22:18).聖徒保羅解

釋說:“耶穌就是應許的種子”. 而馬

大也知道,因為基督,地上的萬族,能得

到祝福,也因他,人們才能得到拯救,再

次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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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馬大的時代,世界已經超過四

千年了,她自己的兄弟已死,然而她曉得,

如果上帝應許,通過基督,人類就得以蒙

恩受福,那些死亡安眠的人也將被喚醒;

她也相信耶穌就是那位在末日能讓人類

再次復活的彌撒亞. 

 

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

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翰福

音 11:25)對所有相信死而復活的人來說,

這是一個確定無疑的承諾.這個主旨,對

有信心的馬大來說,拉撒路的死,不是他

缺乏對基督的信心或忠誠.拉撒路相信

基督,但他還是死了.事實上,自古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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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相信者還是會走向死亡之路.但基

督有自信地對馬大和我們說明,死亡不

是終點.“他雖然死了”,“他將會復

活”,這是說他將來還會活過來. 

 

然而,就像耶穌基督把窗簾拉開,使那

不明確 —“最後的日子”帶給我們一

線署光,我們更感激上帝充滿對人類無

限的愛,和為我們生命所做的安排.他說: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

翰書 11:26)這個章節告訴我們,並不是

真的發生在這個現時的時代.因為自古

至今,所有人類至終都會死.在將來人類

的生命,將會從死亡的睡眠中醒來,但在

那時的新天新地將會與現今的不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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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新天新地裡有“正義的太陽”,漫長

的黑夜,罪與死亡都將會消失,而帶給人

類的將會是明亮的生命.在那新天新地

裡,只要是相信基督,將永遠不會死,人

們將得到永生. 

 

義人和不義的人 

 

 

誰將會在“最後的日子”中還活著的

呢? 幾千年來,所有深信永生的人們,將

會得到上帝的祝福.那時所有人類也將

從死亡的睡眠中甦醒過來.這是上帝的

計劃.保羅說：“死人無論善惡 (義人和

不義的人) 都要復活”. (使徒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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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5)還有基督也說明：“你們不要把

這事看作稀奇,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裡的,

都要聽見他的聲音,就出來”.(約翰福

音 5:28,29)在 29 節中,為了鼓舞人們的

想法,被翻譯者把它的主要意義給歪曲

了.或許翻譯者讀成:“那些行善的復活

得永生,作惡的復活要定罪”. (約翰福

音 5:29)而正確的翻譯應是:“那些行善

的復活得永生,作惡的復活要審判 

(judgment)”.(約翰福音 5:29) 

 

那麼說: 那些行善者,將來可“復

活”,就是羅馬書第 2:7 所說的“凡恆心

行善,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的,

就以永生報應他們”,這是一個最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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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報酬證明.他們復活後將與基督一

起來統治那新天新地的王朝.在加拉太

書第 3:27-29 節提到“你們受洗歸入基

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你們既屬乎

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

承受產業的了”,“我們得稱為上帝的

兒女”.(約翰一書 3:2)我們必要像他,

跟他一起分享天堂的榮耀.“你務要至

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

冕”.(啟示錄 2:10)甚至可以“脫離世

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上帝的性情

有分”.(彼得後書 1:4) 

 

但是這些復活者,將與基督共同來統

治新王朝,比較成千上萬的死者,必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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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者,基督證實的說明,那少數者為

“小群體”,“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

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

們”.(路加福音 12:32)絕大部分死的人,

都是沒有做到好的標準點,這類人,他們

的死也是因罪而死.根據人類的標準,大

部分人都在道德之上,可算是個好公民

和好鄰居,但他們沒有跟隨主的腳步,因

此在上帝的面前,基督的寶血沒有認定

他們是個標準的義人. 

 

雖然如此,上帝還是愛他們,且派遣他

的兒子為他們而死,這樣他們也有機會

得到永生.每個永續的生命,都是通過耶

穌基督而獲得的,但的確也僅限於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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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信仰,而大部分的人類,有的根本沒

有聽說過耶穌基督,有些人聽說過,但也

很少人能真正清楚的瞭解,他來到這個

世上的真正目的.已經有許多關係到基

督和基督教義的爭執理論.對大部分平

實的人民來說,是非常混淆的,就此,人

們從沒有把基督教義當嚴肅的態度來看

待,雖然他們沒有特意的作些不好的事,

但他們也沒有作些“ 好事 ”來跟隨基

督的腳步. 

 

這些千千萬萬的人,都會從死亡的睡

眠中醒來.保羅說: 這個甦醒是被“拯

救”,也是上帝的意願.他解說:“他願

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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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那時,這偉大的真道,每個人都

將會非常清楚,且沒有任何誤解來瞭解

基督為了我們所有人類而犧牲自己的原

因.“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

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

的罪”.(約翰一書 2:2) 

 

那時耶穌基督對馬大說:“凡活著的

人”,是指那些從死亡睡眠中醒來的人,

“在最後的日子裡復活的,只要相信耶

穌基督,必永遠不死”.(約翰書 11:26)

這將是一個對世人考驗的時期,這時,人

們將要面對“永生”或“死亡”的大抉

擇.(使徒行傳 17:31).當基督應許他們

將會從死裡回來,他描寫到 “k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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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字 (英文是 crisis)“危機”,這

是指考驗的時刻.那時如果人們皈依上

帝和基督,成為義人,他們將不會再次死

亡.除了相信真理,才能得“永生”.(約

翰書 6:51) 

 

你相信這話嗎? 

 

當基督對馬大解說這個未來生命的奇

妙希望.基督詢問馬大說:“你信這話

嗎?”這是今天我們大家在內心中所在

尋求的問題.如果我們對上帝的應許,能

發揮真正的信心,再多的苦難和悲傷,將

會從我們的心中移除.當死亡帶走了我

們深愛的人,如果我們能相信上帝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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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作的一切,我們也就知道,他們不會

永遠地離開我們,他們將會從死亡中甦

醒,愉快地歸來.基督對他的門徒說,關

於拉撒路:“我要去那兒從睡夢中把他

喚醒”.當基督再來,他第二次降臨時,

將會喚醒所有在死亡睡眠中的人,他的

犧牲是要換取那永遠被遺忘在死亡安寧

中的那些人們的甦醒. 

 

它會是真實的嗎? 

 

關於復活的希望,有許多被誤解了.對

人們來說,很多人發現,很難領悟到這個

真實性的意思,但是應該沒有不清楚它

的關連性,就是耶穌基督給了我們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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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例證方式,那就是上帝的應許將

會成就.我們有拉撒路的例證,主對馬大

解說這復活的偉大真理及在“最後的日

子”裡,從那死裡復活的,只要相信主耶

穌基督,他們將得永生.耶穌到拉撒路的

墳地去,使用神聖的能力,使他從死裡復

活.基督對拉撒路說:“出來!”,這章節

告訴我們“那死人就出來.”(約翰福音

11:43,44).然後基督又指示,把他裹在

身上的布解開,好讓他活動自由,而他的

家人及親友們都悲喜交加,拉撒路又回

到族群中,就像他未死之前一樣.他不是

幽靈,也不是鬼魂,更不需要翻桌、擊境,

發出大聲響來曉喻大家,他也在其中,因

為他已經自己親身回到他們之間了.就



希望  34 

 

因拉撒路已經死了,而現今他又復活,這

讓他的姐妹及親友們欣喜萬分. 

 

在這,我們有一個實際且可以瞭解的

例證,就是說 — 我們所有的人類,當一

聽到基督的聲音,他們都會從死亡的墳

墓中醒過來.當拉撒路聽到神聖權威的

聲音,就從死裡復活,這種喜悅的情景,

浮現在你的腦海裡千萬遍,然後你將瞭

解到上帝的旨意,是要應許世界上所有

的家族能蒙受祝福,對此,我們能有一些

程度上的理解.這個最終目標是要證明

在那個夜晚,天使所帶來的訊息 — 就

是耶穌基督將要降臨到這個世界.基督

降生的喜訊,如他們的描述 —“大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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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是關乎萬民,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

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

福音 2:10,11) 

 

你是否因為你親人的死亡而心碎呢? 

這是一個非常難過的經歷,給還存活在

世的人,一個恐懼虛無的回憶,但鼓起勇

氣來,這個分離不是永久的.在上帝的計

劃中,歡喜的明天即將來臨.在那重聚的

榮耀時刻裡,你將會再次見到你的親人.

總之,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更具有信心,

相信上帝的應許及神聖的能力,他能使

這些應許做的更美好.如果你能專心一

致,以喜悅的心,來告訴其他人,有關這

個“希望”,不但能鼓舞你的心,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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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讓你繼續走過黑夜,等待喜悅的來

臨.那就是 — 你確定早晨將會到來. 

 

王國的預映 

 

閉上你的眼睛一會兒,忘掉罪得勝所

帶來的悲慘和苦難,墮落和憂患.來感觸

一下你心中所想像的那輝煌完美的世界,

在沒有罪的干擾之下,沒有苦難,也沒有

不仁慈的思想,世界是和諧、安寧的完美

社會形態,愛洋溢在每個人的心裡,且在

其他人的心中也領受到相同的感應,這

種仁善的舉動,能行在每個人的行為中,

將不再有疼痛,也不再有腐敗的現象,甚

至沒有恐懼這回事.想想這些畫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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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你從來未曾見過人類健康、美麗的

形像,知道完美人類將會是絕倫美麗動

人的.有純淨的內在及心智,和完美的道

德倫理,閃耀明亮的面容.這一切將受讚

美,這也將是這世界的社會.我們相信,

當一切復活的工作都成就時,“上帝要

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

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啟示錄 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