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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8 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啟 21-22) 

 

A. 萬衆期待的應許 
 啟示錄 21 

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 

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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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他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

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23  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  

 

 啟示錄 22 

1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

座流出來。  

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或作：回）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

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1. 新天新地要來 

這天地是「更新」(renewal)或是「創新」(replace)，我們不能絕對肯定，「海也不

再有了」的「海」不見了，亦可以有很多不同解釋猶太人相信當沒有海的日子來到，

神和人類對敵的力量便會消失敵基督是由海而來，海沒有了，邪惡的力量與影響也沒

有了。 

 

2. 新耶路撒冷城從天而降 

a) 這個城與以前的舊耶路撒冷有關，舊城耶路撒冷代表著在地上要建立神的國度，

並且神要與衪的子民的同在，可惜，這些都落空了，因此，「新耶路撒冷」代表

這些都要更新，在地上落空的盼望，如今要落實在這新城中。 

 

b) 這一切的更新都是從神而來的，因為「新耶路撒冷」是「由神那裡從天而降的」 

 

c) 這是我們將來的住處，若從城市的稱呼來說，就是「聖城新耶路撒冷」，若是從

居民的角度來說，就是「新婦」、「羔羊的妻」或基督的教會，這包括基督徒和

舊約的衆聖徒，而主耶穌是她的丈夫。 

 

3. 神的帳幕在人間 

在以色列人曠野漂流時，神要他們造會幕，代表著神與百姓的同在，之後，所羅門王

建殿，也承襲這個會幕的思想，以殿代表神與人同在；在新約中，約翰福音提到「道

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滿有恩典和真理。我們見過他的榮光，正是從父而來的獨

生子的榮光」，道出了耶穌成為一個活生生的會幕，生活在人群中，透過耶穌，我們

經歷神的同在，瞻仰神的榮光，將來的新天新地，這個應許，必要完全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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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都成了 

神宣告祂的救恩工作大功告成，整個宇宙天地的歷史結束，超越時間，進入永世，衪

創造了人的目的也完成了，就是「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 

 以弗所書 1 

9  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  

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

面同歸於一。 

 

a) 神沒有忘記對以賽亞先知的應許-新天新地 

 以賽亞書 65 

17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  

19 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樂；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

號的聲音。  

 以賽亞書 66 

22 耶和華說：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樣在我面前長存；你們的後裔和你們

的名字也必照樣長存。 

 

 以賽亞書 60 

19  日頭不再作你白晝的光；月亮也不再發光照耀你。耶和華卻要作你永遠的

光；你神要為你的榮耀。  

20  你的日頭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縮；因為耶和華必作你永遠的光。你

悲哀的日子也完畢了。  

 

b) 神沒有忘記對以西結先知的應許-新耶路撒冷城 

 以西結書 47 
12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必生長各類的樹木；其果可作食物，葉子不枯乾，果

子不斷絕。每月必結新果子，因為這水是從聖所流出來的。樹上的果子必作食

物，葉子乃為治病。」 

 以西結書 48 
35  城四圍共一萬八千肘。從此以後，這城的名字必稱為「耶和華的所在」。  

 
約翰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城與以西結先知(結:40-48) 對將來聖城的描述的，有很

多相似的地方 

 以西結在山上見到的聖殿，與約翰看見的新耶路撒冷城一樣 

 兩者均有神榮耀的同在 

 以西結書描寫的殿被城牆圍繞，新耶路撒冷城也是一樣 

 以西結書的殿和啟示錄的新城均有十二個門 

 天使在以西結書量度聖殿，在啟示錄則量度新城 

 兩者均呈正立方體 

 
c) 神沒有忘記對眾先知的應許-回復失去的樂園的應許 

「生命樹」是亞當在伊甸園所失去的，在新耶路撒冷中，我們可以無攔伹的來到

生命樹前。這裏的「醫治」在希臘原文不是因為「有病所需要的醫治」而是給與

生命的意思，如此不吃生命樹的葉子，並不會死，因為人已沒有罪，但吃了生命

就會更豐富，因這是從 神而來特別而不斷的供應。這裏的河是天上的生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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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 2 

9  …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  

10 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裡分為四道：  

 創世紀 3 

24  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

，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 

 約珥書3 

18 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猶大溪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從

耶和華的殿中流出來，滋潤什亭谷。 

 撒迦利亞書 14 

8  那日，必有活水從耶路撒冷出來，一半往東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

是如此。 

 
d) 神應許要住在我們中間，作衪的子民 

 以西結書 37 
26  並且我要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作為永約。我也要將他們安置在本地，使他

們的人數增多，又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所，直到永遠。  

27  我的居所必在他們中間；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撒迦利亞書 2 

10  錫安城啊，應當歡樂歌唱，因為我來要住在你中間。這是耶和華說的。」  

11  那時，必有許多國歸附耶和華，作他（原文作我）的子民。他（原文作我

）要住在你中間，你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差遣我到你那裡去了。  

 

e) 神沒有忘記對大衛的應許-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撒母耳記下7 

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

的鞭責罰他。  

 
f) 正如彼得給我們的鼓勵、我們的盼望 

 彼得後書 3 

13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g) 約翰給我們的見證 
 約翰福音 14 

1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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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那裡，叫你

們也在那裡。 

 約翰福音1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

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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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耶路撒冷城的描述 
 啟示錄 21 

9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裡來

，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裡、從天而降的聖

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12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

派的名字。  

13  東邊有三門、北邊有三門、南邊有三門、西邊有三門。  

14  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15  對我說話的，拿著金葦子當尺，要量那城和城門城牆。  

16  城是四方的，長寬一樣。天使用葦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長、寬、高都是

一樣；  

17  又量了城牆，按著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  

18  牆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  

19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

綠瑪瑙；第四是綠寶石；  

20  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紅璧

璽；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  

21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門是一顆珍珠。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

玻璃。  

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23  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  

24  列國要在城的光裡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  

25  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裡原沒有黑夜。  

26  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  

 

1. 這是我們將來的住處:外面看 

 

 

 

 

 

 

 

 

 

 

 

 

 

 

有神的榮輝 

以色列 
12支派名字 

天使 x12 

12使徒名字 

2220 km 

66 m 

門 

城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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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首先城的外觀，是極其美麗壯觀，因為它有神的榮耀，

它有如碧玉(jasper)所發出如虹般的七彩光輝，這些光

輝是透明的，如水晶(crystal)一樣 

b) 城的居民有天使、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主耶穌的十二使

徒 

 以弗所書 1 

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

同歸於一。  
 

c) 城的尺寸大小是 2220km x 2220km x 2220km，2220km 相當於北京到香港的距離，而城

牆的厚度是 66m. 

 

d) 城各部分的製造材料 

 出埃及記 28 

17 要在上面鑲寶石四行：第一行是紅寶石、紅璧璽、紅玉；  

18 第二行是綠寶石、藍寶石、金鋼石；  

19 第三行是紫瑪瑙、白瑪瑙、紫晶；  

20 第四行是水蒼玉、紅瑪瑙、碧玉。這都要鑲在金槽中。 

 

城的整體及

城內的街道 

精金(pure gold) ，就如人未犯罪

之前，神為人所創造的樂園相似 

 創世紀 2 

11  第一道名叫比遜，就是環繞哈

腓拉全地的。在那裡有金子 

城的牆 
碧玉(jasper) ，透明如玻璃 玻璃是有反射及透視性的，玻璃的城牆

將神如 jasper的榮光透射出來 

城牆的根基 

 

共有十二個，各有不同的寶石作修

飾，當中有九種與鑲在大祭司胸牌

的寶石相同 

同樣城牆的根基亦都因著神榮耀的光

輝，閃爍著不同的輝彩 

碧玉(jasper) 

 

 

 

藍寶石(sapphire) 

 

 
 

 

綠瑪瑙(chacedony)  

 

 
 

綠寶石(em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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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瑪瑙(sardonyx) 

 

 

 

 

 

紅寶石(sardius)  

 

 

 

 

 

 

 

 

城牆的根基 

黃璧璽(chrysolite) 

 

 

 

 

 

 

水蒼玉(beryl)  

 

 

 

紅璧璽(topaz) 

 

 

 

 

 

 

翡翠(chrysoprase)  

 

 

 

紫瑪瑙(jacinth)  

 

 

 

紫晶(amethyst)  

 

 

 

城的門 

共有十二個，如同十二顆珍珠

(pearl) 

每當 oyster受到外來之物的傷害，它

就會圍繞著它造成一顆珍珠，門就是珍

珠，耶穌基督就是生命的門，這門是因

著我們的罪，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釘死

而造成 

 

2. 這是我們將來的住處: 裏面看 
a) 這城與舊的聖路撒冷城不同，在城內再找不到聖殿，因為這城本身就是神的殿，

我們居住在其中，就得與神永遠同住，我們與神的交通，是直接的、親蜜的、即

時的、是完美的，不須要再等待、沒有阻隔，再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啟示錄 21 

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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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這城再不須要太陽與月亮的光照，因為有神和主耶穌的榮光照耀，我們的一切都

是由神供應和引導 

 啟示錄 21 

23  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  

24a 列國要在城的光裡行走； 
 

c) 這城的居民、君王親身經歷神的榮耀後，就不再誇耀自己的才幹，願意全心全意

俯伏在神的權柄和管治下生活 

 啟示錄 21 

24b  „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  

25  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裡原沒有黑夜。  

26  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  

 

3. 千禧年與新天新地的分別 

 

千禧年 新天新地 

月光如日光，日光加強七倍 賽 30:26 神榮耀作光，羔羊為城之燈，聖城為列國之光 

神的寶座在天上 神的寶座在地上 

地上有聖殿 結 40-43 聖城無殿，神和羔羊為殿 

從聖殿流出活水 結 47 從寶座流出生命水之河 

耶路撒冷有十二門 結 48 新耶路撒冷亦有十二門 

萬民長壽，但仍有死亡 不再有死亡 

得勝者作王一千年 得救聖徒皆作王，直到永遠 

 

C. 在「眼前的現實」和「看不見的應許」之間，你的抉擇是甚麼? 
1. 約翰將兩個不同結局的異象，用相同的手法描述出來 

第三，第四個“在靈裏” (17:1-21:8; 21:9-22:9)，除了 “在靈裏” 這個片語之

外，我們也看見它們之間有許多字面上的連繫，這兩個分段讓我們看見，巴比倫和新

耶路撒冷的兩個異象，是以反義平行的方式互相對應。 

 
在靈裏 (17:3) 在靈裏 (21:10) 

17:1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

來對我說﹕你來，我要將那坐在眾水之上

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示你。 

21:9 拿著七個盛滿了末後七災之碗的七

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來，我

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示你。 

19:9 天使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22:6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可靠真實

的。 

19:10a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 22:8 „我既聽見又看見了，就在指示我

的天使腳前俯伏要拜他。 

19:10b他說，萬萬不可！我和你，以及

那些和你一同持守耶穌之見證的弟兄，都

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 

22:9 他對我說，萬萬不可！我與你，和

你的弟兄眾先知，並那些遵守這書上話語

的人，都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 

 
2. 巴比倫城和新耶路撒冷城的兩個異象的比較 

約翰藉著大淫婦對比新婦，巴比倫城對照從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城，給我們兩個不同

的視角來反醒和重整自己的信仰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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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末世看今世」 

今生只不過是轉眼就過去的，但在這短暫的今生，我們卻可以找到永生的保證，

這個「在短暫中遇到永恆」的投資，有著最大的「投資報酬率」，基督徒應該為

這個目標努力以赴。 

 

 選擇巴比倫城 選擇新耶路撒冷城 

君王 一時之間你的刑罰就來到了 18:10 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22:5 

財富 一時之間，這麼大的富厚就歸於無有了 

18:17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 

21:7 

工作 他在一時之間就成了荒場 18:19 在城裡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

的僕人都要事奉他 22:3 

 

b) 「由天上看地下」 

當我們以天上寶座和坐寶座者的角度來看地上的世界，地上的一切，都是坐在天

上寶座者的掌管和控制。不單如此，神要提醒人知曉，無論我們今生在地上的生

活有多悲哀、哭號或疼痛，到將來，新耶路撒冷城降臨地上的時候，衪要擦去我

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這就是我們的盼望。 

 

 啟示錄 21 

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

，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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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兩個異象的比較 

 

巴比倫城 新耶路撒冷城 
在七座山上 17:9 在高山 21:10 

大淫婦，與地上的君王行淫 17:2 貞潔新婦、為羔羊预備 21:2 21:9 21:24 

穿著紫紅色的衣服 17:4 裝扮好迎接新郎 21:2 19:8 

以金子和珠寶為妝飾 17:4 神的榮耀 21:11 21:18-21 

宣告即將倾覆 18:2 宣告神的同在 21:3 

神的子民離開這城 18:4 神子民進入這城 22:14 

死亡之城，滿了被殺人之血 17:6 18:24 沒有死亡 21:4 有生命與醫治 22:1-2 

荒涼悽寂 18:22-23 列國擁戴 21:23-25 

欺騙萬民，叫列國喝醉 17:2 18:3 18:23 叫萬民得醫治 21:6 22:2 

城市被毀 18 存到永遠 22:5 

 

3. 誰能進入新耶路撒冷城，他們會得到甚麼? 

 啟示錄 21 

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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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 



Prepared for Sunday School Year 2013 by Shan Yau 9 

6  他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

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啟示錄 22 

3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裡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 

4  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 

5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

到永永遠遠。 

7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14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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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宣告者是誰? 

 啟示錄 21 

6  他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 

 啟示錄 22 

13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 

 

宣告的，就是主耶穌基督 

 衪是阿拉法，衪是俄梅戛( and )，時間性，強調主是自有永有永恆的神，

萬物被創造時衪巳存在，萬物結束時亦然 

 衪是初,衪是終(Beginning and End) ，權柄上，強調主是掌管萬物萬事的開

端及結局 

 衪是首先的,衪是末後的(First and the Last) ，地位上，強調主的地位，衪

是升至最高又是降為最卑微 

 

b) 誰才能有資格進入這城? 

 啟示錄 21 

7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 

27 „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 

 

 啟示錄 22 

7  „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14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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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一書 5 

4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5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麼? 

 

 人要得兒子的名份，是白白的(無條件)，還是要得勝(有條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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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得著兒子的名份是無條件的，是神白白的賜給凡求告衪的人，但成為神的兒

子之後，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在生活上要受神管治，遠離罪惡，付

出代價，過著得勝的生活 

 

得勝的人 就是那些憑信心接受救恩的人，他們的名字必寫在羔羊

生命冊上 

是一班在啟 2-3 所描述那些至死跟從羔羊的人，他們必

承受產業 

 生命樹 2:7 

 不會嘗第二次死 2:13 

 有新名 2:17 

 管轄列國 2:26 

 在生命册裡 3:5 

 與神在一起 3:12 

 與基督同作王 3:21 

遵行主命令的 
HOIPOIOUNTESTASENTOLAS 
(do His commandments) 

洗淨自己衣服的 
HOIPLUNONTESTASSTOLAS 
(washed their robes) 

遵守這書上預言的，就是遵行主的命令，勝過各種的試

練的人 

 世界的價值觀 2:14 2:20 

 不再依赖自己的能力 3:17 

 勝過逼迫 2:10 

 為耶穌作見證而受到的逼害 12:11 13:7 

 無論在任何的逆境，我們都要知道神仍然掌管一切 

 我們要常常警醒，等候主再來 

 若名、利、金錢、甚至工作是叫我們離開神的話，

我們就要回轉，免得我們沈醉在這物質的世界，忘

記神為我們預備那永恆的家鄉 

 

c) 住在這城，他們得到甚麼? 

新天新地或新耶路撒冷城最重要的，不是它未被人用過、住過，而是我們要過一

種新的生活，神的帳幕在人間，這就是神要與人住同的生活，這是一種新的經驗

，是以前沒有的。 

 

不再有海 

猶太人相信當沒有海的日子來到，神和人類對

敵的力量便會消失，敵基督是由海而來，海沒

有了，邪惡的力量與影響也沒有了 

以前的事都

過去了，一

切的苦難已

成過去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

的眼淚 

wipe away all tears from their eyes，一切人生種

種的經歴，主耶穌都能明白，也能體會，主能

認同我們的苦楚，使我們著安慰 

不再有死亡 
這些都是人在患難中所能體會和經歷，在新耶

路撒冷城中，因為邪惡的勢力已經完全消失，

舊世界這一切的苦難不再出现 

不再有悲哀 sorrow 

不再有哭號 crying 

不再有疼痛 pain 

再沒有咒詛，祇有祝福  

作神的兒子 
有神的名寫在額上 

與主有親蜜的關係 
得見神和羔羊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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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泉的水喝 作神兒女的，就得著永生，並能承受神所赐的

豐盛和產業 得權柄能到生命樹 

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我們今生事奉神，永不淘然，因必有賞賜，並

且我們將來也必事奉衪 

有新的使命

和工作 

要事奉神和羔羊 事奉神、管理神所交给我們的，這是永遠的福

氣，永遠的事奉，永遠的敬拜，永遠的光明，

永遠的王。 
永永遠遠作王 

 

4. 不能進入新耶路撒冷城的，又會怎樣? 

 啟示錄 21 

8  惟有膽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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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這是第二次的死。」 

27  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 

 

 啟示錄 22 

15  城外有那些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拜偶像的，並一切喜好說謊

言、編造虛謊的。 

 

a) 他們是誰? 

 

 膽怯的 fearful 懼怕受逼迫的 2:10，甚於敬畏神的人 

11:18 14:7 15:4 19:5 

 不信的 x 2 unbelieving 在試練中失去信心的，或不肯保持信心

的人 2:13 2:19 13:10 14:12 

可憎的 x 2 

abominable 

在神面前可

憎的東西 

 殺人的 

 淫亂的 x 2  

 行邪術的 x 2  

 拜偶像的 x 2  

 殺害或出賣神的聖徒的人 

 屬靈的淫亂，指異教徒 

 迷惑人的人 

 屈服於帝國異教、或向世界系統的偶像

下拜之人 

 一切說謊話的 liars 

虛謊之事的 make a lie 

並一切喜好說謊言、編

造虛謊的 make a lie 

不單包括假先知，也包括那些謊稱自己

是随從真理的人，或是那些跟随獸的人 

 約翰一書 2 

4 人若說我認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誡

命，便是說謊話的，真理也不在他心

裡了 

不潔淨的 那些犬類 那些有同性性行為的人 

 申命記 23 

18 娼妓所得的錢，或孌童（原文作

狗）所得的價，你不可帶入耶和華你

神的殿還願，因為這‧兩樣都是耶和

華你神所憎惡的。 

 

b) 他們的結局會怎樣? 

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這是第二次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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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三次說「我必快來」 

我必快來:不是指時間上的快慢，而是「我必來，並且突然其來(suddenly)」，表明

這是刻不容緩的抉擇。 

 

 啟示錄 22 
7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12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20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6. 鄭重聲明，這些事都是必成的事，不可不信 
a) 神對讀者的聲明 

 啟示錄 21 

5 坐寶座的„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b) 天使對讀者的聲明 

 啟示錄 22 

6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

他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僕人。」  

10 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  

 

c) 主耶穌對讀者的聲明 

 啟示錄 22 

16  「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眾教會將這些事向你們證明。我是大衛的根，又

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d) 約翰對讀者的聲明 

 啟示錄 22 

18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什麼，神必將

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  

19  這書上的預言，若有人刪去什麼，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

他的分。  

 

e) 天使說，主會突然臨到，所以你要警醒，不過選擇權仍在於你 

 啟示錄 22 

11  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污穢的，叫他仍舊污穢；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

；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 

 

7. 誠意邀請 

a) 聖靈和教會肯請主耶穌快來 

 啟示錄 22 

17a 聖靈和新婦都說：「來！」„ 

 

b) 我約翰也要邀請凡聽見這書上所記的一同肯請主耶穌快來 

 啟示錄 22 

17b „聽見的人也該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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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約翰對一些未接受主耶穌約讀者的誠意邀請 

 啟示錄 22 

17c „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Whoever desires, let him take the water of life freely. 

 你不需要知道甚麼神學的理論和知識 

 你不需要知道自己配與不配 

 無論你過去、現在或將來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 

 Whoever任何人，你祇要願意，你就無條件的得到永生 

 

D. 總結 

1. 啟 22:6-21 是全書的結論，透過天使、耶穌、聖靈、新婦和約翰自己的話，帶出了幾

個重點： 

a) 這本書的內容是真實可信的（22:6-7、16） 

b) 強調神的話不可改變（22:18-19） 

c) 宣告耶穌必快再來（22:7、12、20） 

d) 提醒人必須作善惡的抉擇，因為「日期近了」（22:10-11） 

e) 警告邪惡的人，將來與這完美的城無分（22:11-12、15） 

f) 向人發出邀請，要人跟隨主，將來進城領受永恆的生命（22:17） 

g) 發出全書最後兩次的祝福（22:7、14），使讀者領受完全的福氣 

 

2. 整卷的啟示錄，當中有很多不同的主題，給我們有很多在信仰和價值觀上的反省 

a) 對教會的看法 

啟示錄「七教會」的信函中，我們的確看到每個教會都有不同的問題，但在信息

中卻屢次說出主並沒有放棄任何一間有缺失的教會，反而，祂透過鼓勵、責備、

指正、教導，要教會悔改回轉。重新走在神的正路中。今天我們的教會可能也有

缺欠，但我們不要也不能灰心，因為「行走在金燈臺中間」的主「知道」我們的

強處和弱點，祂要我們悔改，然後繼續跟從祂走得勝的道路。 

 

b) 對成功的看法 

約翰看見「獅子」，也是「羊羔」。雖然被殺的羊羔看起來是弱者，但這羊羔是

「被殺卻能站立」的羊羔，是死而復活的羊羔，換句話說，這羊羔是大能的羊羔

，真正的「成功」和「權威」是透過「捨己」和「犧牲」才能得到的。 

 

c) 對命運的看法 

神已介入人類的歷史，人的「命運」不是操縱在無盡的循環中，而是掌握在為人

代死、復活得勝、永遠掌權的羊羔，主耶穌基督的手中。 

 

d) 對苦難的看法 

我們的主站在為真道受逼迫者的一邊，祂永遠是我們在苦難中的安慰。用「由天

上看地下」的眼光看今生的苦難，我們可以找到出路，那就是苦難會過去，神的

拯救要來臨。 

 

e) 對價值的看法 

今生的財富、名聲、地位都會一刻倾倒，用「由末世看今生」的眼光看今天我們

所擁有的，都是轉眼就過去的，我們要建基永恆，投資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