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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示錄二十一、二十二章

新天新地

啟示錄 22:20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



啓示錄的文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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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是 .....

• 一本啟示神永遠計劃的書。主耶穌升天以後，教會在地上建立，教會要經過許多

的難處，好像無路可走。在這樣的光景裡，聖靈將神永遠的啟示交通出來，不僅

是為了當時，也是為了以後的世代。啟示錄以將來必成的事作為一條界線。將來

必成的事，佔了啟示錄的大部分，這些事情的發生带來神榮耀旨意的成全。啟示

錄的起頭是苦難，教會的苦難，啟示錄的結尾乃是新天新地。感謝神，短暫的苦

難要引入神永遠的榮耀，這是啟示錄的目的。

• 一本充滿盼望的書。耶穌所愛的門徒約翰親眼見過耶穌，他宣告這位得勝的主

必會回來，為義人伸冤，審判惡人。我們明白了約翰這個盼望的異象，就可以振

作起來，因為基督要回來拯救屬祂的人。

• 一本警告教會的書。雖然耶穌向約翰的啟示差不多是二千年前的事，但這些啟示

仍然是今天信徒的挑戰，提醒教會要委身過公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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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意

• Unveiling of Jesus Christ 揭露基督, 除去面纱 (帕子)

(啟示 Apocalypse, literal meaning – unveiling)

• 中心信息

• Unveiling of the person of Jesus Christ (1:) – Unveiling of Jesus Christ in His glory  

基督的榮耀

• Unveiling of Jesus Christ to His Church (2:-3:) - Unveiling of Jesus Christ in His grace

基督的恩典

• Unveiling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processes of the Kingdom of God to consummation (4:-
22:) - Unveiling of Jesus Christ in His government  

基督的掌管

4 啟示錄-前言

啟示錄的總意和中心信息

-- Campbell Morgan



啟示錄主日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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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020 序言
9/13 起初的異象 1 章
9/20 七教會的書信 2-3 章
9/27 天上的異象 4 -5 章
10/4 七印之災 6 - 7 章

10/11 七號與七碗 8 -9, 16 章
10/18 無所畏懼的見證 10 -11 章
10/25 神的兒女、兩個獸 12 -13 章
11/1 兩種收割、末了之災 14 -16章
11/8 巴比倫城的毀滅 17-18 章

11/15 結局與審判 19 -20章
11/22 新天新地 21-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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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21-22章的精義 - 新天新地

這兩章聖經的鑰字在 - 新

• 新天新地 21:1-8

• 新耶路撒冷 21:9-22

• (新)伊甸園 - 伊甸園 的恢復 22:1-5

• 結語 - 我必快來 (新) 2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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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 ”新”

• 以賽亞書 43:19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麼．我必在
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 耶利米書 31:31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 以西結書 36: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

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 羅馬書 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

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 哥林多前書 11:25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

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 哥林多後書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 以弗所書 4:24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

和聖潔。
• 希伯來書 8:8-10 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 我要將我的

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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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1-20章中的 ”新”

• 啟示錄 2:1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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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示錄 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 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我又
要將我 神的名、和我 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 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
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 啟示錄 5: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
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 神、

• 啟示錄 14:3 他們在寶座前、並在四活物和眾長老前唱歌、彷彿是新歌．除了從地上
買來的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

• 啟示錄 18:23 燈光在你中間決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婦的聲音、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
見．你的客商原來是地上的尊貴人．萬國也被你的邪術迷惑了。

• 啟示錄 19: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
己豫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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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21-22中的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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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示錄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裡從天而降、豫備好
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 啟示錄 21:5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
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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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示錄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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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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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作為、預言、啟示從始至終是連接的

• 創世記 1:1 起初 神創造天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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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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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後書 3:13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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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示錄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裡從天而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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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婦」象徵教會（弗5:27），在啓示錄二十一章
也預表「新耶路撒冷」（21:9-10）。

整本聖經啟示了基督:

從要來的基督、到卑微受苦的基督、到釘十字架的

基督、到復活的基督、到再來的基督 -榮耀的基督

整本聖經也啟示了神 (神,基督,聖靈)工作的歷史:

從始祖時代、到族長時代、到漂流時代、到士師時代、
到王國時代、到先知時代、到基督道成肉身時代 (福音
書)、到教會時代 (使徒行傳) 、到基督再來 (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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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預表──以色列民

• 舊約時代，神揀選以色列民特作自己的子民，要歸神為聖；他們是獨居的民，
不列在萬民中，與萬民有所分別（申十四2；民二十三9；利二十26），這
是新約教會的預表。當時他們在會幕和聖殿敬拜神，會幕是可以隨時遷移的
聖所。

• 當以色列百姓在曠野漂流時，會幕是百姓的敬拜中心，是神在祂子民中的居
所，有神的榮耀與雲柱證明祂的同在（出三十三9-11，四十34-38）。以色
列百姓進入迦南地後，會幕先後被設立在示羅（書十八1）、挪伯（撒上二
十一1）、基遍（代上十六39）。

• 後來，大衛將約櫃運進耶路撒冷，該城遂成為政治與宗教的中心。主前960

年，所羅門在耶路撒冷建造聖殿，將會幕帶進聖殿中（王上八4），聖殿成
為神永遠的住處（王上八13），也是百姓敬拜神的中心點（賽二1-4），它
顯示罪人可以來到聖潔神的臨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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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先鋒──耶穌的門徒

• 新約時代，主耶穌在世傳道時，揀選了一些門徒，作為屬神的得
救子民（約十五16），將天國的鑰匙交給彼得，並應許要將神的
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太十六18-19），這是教會建立的先鋒。

• 主前586年，百姓被擄到巴比倫。在國外流亡期間，無法繼續在
聖殿敬拜神，會堂因而興起，成為教導《聖經》與禱告的地方。
在新約時代，會堂遍佈整個羅馬帝國；哪裡有猶太人，那裡就有
會堂。會堂成為各地學習律法及敬拜的中心，而耶路撒冷聖殿則
成為獻祭的中心，兩者在猶太人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13

13



教會的建立──天下萬民

• 主耶穌復活升天前，應許要降下聖靈，使門徒得著能力，能到世界各地傳道、
作見證（徒一8），使天下萬民能相信耶穌。後來在五旬節時聖靈果然降下，
門徒大有能力為主作見證，信主的人日漸增多，甚至一天加添三千人（徒二
41）。有人受洗，成為門徒，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徒二42），這就是實質教會生活的開始。

• 《使徒行傳》第一次出現「教會」的字眼，是在第五章。當時信徒大發熱心，
許多人變賣家產奉獻，凡物公用。其中亞拿尼亞與撒非喇，也賣了田產奉獻，
只是私自留下幾分，因為欺哄聖靈而暴斃，全教會和聽見這事的人都甚懼怕
（徒五1-11）。

• 當猶太人相信耶穌以後，也在各地廣設會堂，一般稱為教會；教會遂成為基
督教的獨特用語，特指一個殊異於其他任何世俗或宗教團體的基督徒聚會、
組織、群體或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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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本質

1.基督的身體
2.神的家
3.神的殿

• 在舊約時期，以色列民都期待將來能在神的國裡重建聖殿（哈二20）。
耶穌也暗示祂要再建立聖殿（約二19-22）。當五旬節聖靈降臨，末世
的聖殿於是形成。

• 教會就是神的殿，有聖靈在其中做工，所以保羅說：「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嗎？若有人毀壞神的殿，神必要毀壞那
人；因為神的殿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林前三16-17），既然教
會成為聖潔的靈居住的所在（弗二22），信徒便當自潔，遠避淫行，
合乎主用（林前六17-18；提後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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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21-22章的分段

• 新天新地 21:1-8

• 新耶路撒冷 21:9-22

• (新)伊甸園 - 伊甸園 的恢復 22:1-5

• 結語 - 我必快來 (新) 2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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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21-22章的分段

•新天新地 21:1-8

• 新耶路撒冷 21:9-22

• (新)伊甸園 - 伊甸園 的恢復 22:1-5

• 結語 - 我必快來 (新) 2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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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新地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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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備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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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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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 神、他要作我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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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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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創造 21:1-4

• 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創世記 1:1 起初 神創造天地 ....

• 神的帳幕

出埃及記 29:43 我要在那裡與以色列人相會、
會幕就要因我的榮耀成為聖。

出埃及記 39:32 帳幕、就是會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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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6:20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
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樂．你們將要憂愁、
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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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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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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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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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新天新地沒有海？

• 許多解經家指出，海造成阻隔、死亡。但可能的理由是新天新地的整個結構
與今天的地球完全不同。

• 在聖經中海洋往往也代表混亂、暴力和罪惡。惟獨惡人、好像翻騰的海、不
得平靜、其中的水、常湧出污穢和淤泥來。賽57：20

• 因他一吩咐、狂風就起來、海中的波浪也揚起．他們上到天空、下到海底、
他們的心因患難便消化。他們搖搖幌幌、東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們的
智慧無法可施。詩107：25-28

• 蛇就在婦人身後、從口中吐出水來像河一樣、要將婦人沖去。啟12：15

•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着十個冠冕、七頭上
有褻瀆的名號。啟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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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更新了 21:5-8

• 都成了

• 我是初、我是終

• 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

•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 神、
他要作我的兒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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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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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1:5-8

5.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
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
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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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
要作他的 神、他要作我的兒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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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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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21-22章的分段

• 新天新地 21:1-8

•新耶路撒冷 21:9-22

• (新)伊甸園 - 伊甸園 的恢復 22:1-5

• 結語 - 我必快來 (新) 2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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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耶路撒冷 21:9-27 (1)

• 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

• 神的榮耀

• 城的光輝

• 高大的牆

• 十二個門

• 十二根基

• 四方的城

• 碧玉牆．精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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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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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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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耶路撒冷 21:9-27 (2)

• 寶石修飾的城牆的根基

• 十二個珍珠門

• 精金的街道是精金

• 城內無殿

• 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 不用日月光照．神的榮耀光照．羔羊為城

的燈

• 沒有黑夜

• 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

• 不潔淨的、行可憎與虛謊的、不得進那城

• 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纔得進去
24

啟示錄 2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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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
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
纔得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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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耶路撒冷的形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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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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歷史可追溯至主前一千年，大
衛王立耶路撒冷為王國的首都，約四十年
後，其子所羅門興建聖殿。到主前五八
六年，巴比倫王國佔領了耶路撒冷，摧毀
了聖殿，將猶太人放逐。五十年後，波
斯人征服巴比倫，波斯王允許猶太人返回
故土，重建聖殿。耶路的意思是“基石”
或者“城市”，撒冷為和平，因而耶路撒
冷有“和平之城”之稱。

耶
路
撒
冷
的
歷
史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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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的
帳
幕-

會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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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會幕到聖殿

• 列王記上2:11大衛作以色列王四十年．在希伯崙作王七年、在耶
路撒冷作王三十三年

• 大約在前1000年，大衛王率領以色列人征服了該城，向南擴建了
城市，並定都於此，並更改成今天的名稱Yelushalayim（耶路撒
冷）。

• 他把約櫃遷到耶路撒冷，並為約櫃建立會幕，他還想進一步建造
聖殿，卻被耶和華的先知拿單所阻止。(歷代志上 17:4)

• 歷代志上 29:3 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豫備建造聖殿
的材料之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 神的殿．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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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建殿

• 大衛的統治結束於主前970年，他的兒子所羅門繼承了王位。

• 在《聖經·列王紀上》第五章至第六章記載，所羅門在即位後第四年開始，花費七年時間在
城內建造了第一座聖殿。

• 所羅門聖殿所在的地方是最後確知的約櫃所在的地方，後來在猶太人歷史中一直具有重要
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對基督教也很重要），也是猶太人崇拜的焦點。

• 這座聖殿採用來自推羅（Tyle）的岩石及香柏建造，成為當地最重要的禮拜地，並取代了其
他地方的祭壇。

• 到“第一聖殿期”末，這座聖殿成為全國唯一的宗教場所和朝聖的中心。

• 此後的400年（直到前586年所羅門聖殿被毀），後來稱為第一聖殿時期。

• 這一時期開始于所羅門去世（主前930年），北方10個支派分裂出去，成立了以色列王國
（首都位於撒馬利亞）。

• 在大衛和所羅門後裔的統治下，而耶路撒冷仍然是南方猶大王國的京城，長達300多年。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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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世紀聖殿

32

會幕
~ 公元前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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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牆

34

34

https://hautevitrine.files.wordpress.com/2011/09/woman-praying-western-wall-jerusalem-2011.jpg


Jews at the Western Wall (wailing wall 哭牆), 1870s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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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贖罪日的活動

36

以色列 2020 贖罪日 began in the evening

of Sunday, September 27

and ended in the evening of Monday, 

September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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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的
耶
路
撒
冷
市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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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ol Shilshom Cafe，可以
說是耶路撒冷的牧羊少年
咖啡館，書櫃四周，載滿
以色列的文學作品。那裡
的早餐Shakshuka 非常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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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耶路撒冷的形象 - 城內沒有殿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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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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新地的「有」(1)

啟示錄21 - 新天新地 (天堂)的「有」

• 新耶路撒冷，稱為聖城，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v2）， 。

• 內中的居民是：得勝的（v7），承受這些為業的（v7），列國（v24），他
的僕人（v3）

• 三位一體的真神（v3），聖父（主 神全能者 v22），聖子（羔羊 v22），聖
靈（v10）

• 生命泉（v6），生命水的河（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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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新地的「有」(2)

啟示錄21: 新天新地 (天堂)的「有」

• 高山（v10）

• 神的榮耀（v11）

• 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着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的名字．（v12），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v18）

• 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v21）

• 神的榮耀光照（v23）

• 全是白晝（v25）

• 榮耀尊貴歸與那城（v26）

• 生命樹（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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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新地的「無」

啟示錄21: 新天新地的「無」

• 沒有海（v1）

• 人與神之間不再有阻隔（v2-3）

• 沒有眼淚（v4）

• 沒有死亡（v4）

• 沒有舊的（v5）

• 沒有屬靈的饑渴（v6）

• 沒有罪（v8）沒有不潔淨的、並那行

• 可憎與虛謊之事的（v27）

• 沒有聖殿（v22）

• 沒有需要日月光照，不用燈光日光
（v23，22：5）沒有黑夜（21：25，
22：5）

• 沒有名字不在生命冊上的人（v27）

• 沒有咒詛（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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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21-22章的分段

• 新天新地 21:1-8

• 新耶路撒冷 21:9-22

•(新)伊甸園 - 伊甸園的恢復 22:1-5

• 結語 - 我必快來 (新) 2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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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時的伊甸園的地點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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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時的伊甸園

• 創世記 2:15 耶和華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8. 耶和華 神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裡。

9. 耶和華 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

好作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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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第一道名叫比遜、就是環繞哈腓拉全地的．在那裡有金子、

12. 並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裡又有珍珠和紅瑪瑙。

13. 第二道河名叫基訓、就是環繞古實全地的。

14. 第三道河名叫希底結、流在亞述的東邊。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

15. 耶和華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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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時的伊甸園

• 創世記 3:11 耶和華說、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莫非你喫了我

吩咐你不可喫的那樹上的果子麼。

• 創世記 3:12 那人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
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喫了。

• 創世記 3:13 耶和華 神對女人說、你作的是甚麼事呢。女人
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喫了。

• 創世記 3:23 耶和華 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

之土。

• 創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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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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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園的恢復 22:1-5

• 生命水的河

• 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 (結

47:12)

• 沒有咒詛

• 城裡有 神和羔羊的寶座

• 不再有黑夜．神要光照他們

• 神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但

7:18, 27)
46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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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子、〔樣或作回〕每月都結果子．

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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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作王、

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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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21-22章的分段

• 新天新地 21:1-8

• 新耶路撒冷 21:9-22

• (新)伊甸園 - 伊甸園 的恢復 22:1-5

•結語 - 我必快來 (新) 22:6-2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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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我必快來
22:6-21 (1)
• 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僕人

• 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豫言
的有福了

• 不可封這書上的豫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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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
人所行的報應他

48

2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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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豫言的有福了。

8. 這些事是我約翰所聽見所看見的．我既聽見看
見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腳前俯伏要拜他。

9. 他對我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和你的弟兄眾
先知、並那些守這書上言語的人、同是作僕人
的．你要敬拜 神。

10. 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豫言．因為日
期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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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
報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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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我必快來
22:6-21 (2)

•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

初、我是終

• 洗淨自己衣服的、可得權柄能到

生命樹那裡

• 我是大衛的根、我是明亮的晨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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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22: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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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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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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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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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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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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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我必快來
22:6-21 (3)

• 人在這豫言上不允許加添甚麼

• 不允許刪去甚麼

• 我必快來

• 主耶穌阿、我願你來。

•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

同在。阿們。

50

22:18-21

18.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豫言的作見

證、若有人在這豫言上加添甚麼、

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

身上。

19. 這書上的豫言、若有人刪去甚麼、

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

聖城、刪去他的分。

20.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

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

21.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

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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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作為、預言、啟示從始至終是連接的、互應的

• 創世記 1:1 起初 神創造天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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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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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後書 3:13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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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示錄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裡從天而降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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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紀與啟示錄的互應

52

創世紀1-3章 啟示錄20-22章

創造（1:1; 2:1）
起初 神創造天地; 天地萬物都造齊了。

重新創造（21:1-4）
新天新地…

人的墮落（3:6-7）
於是女人…就摘下果子來喫了．又給他丈夫、他丈夫也喫了;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人的恢復（21:6-7）
都成了…,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

撒但得勝（3:1-5）
蛇對女人說、 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喫園中所有樹上的果
子麼;於是女人…就摘下果子來喫了

撒但被審（20:10）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

宣佈咒詛（3:15-19）
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又對亞當說、地必
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纔能從地裡得喫的

挪去咒詛（21:4,5; 22:3）
擦去他們的眼淚．不再有死亡、悲哀、哭號、疼痛…以
前的事都過去了; 一切都更新了; 以後再沒有咒詛…

人被趕出伊甸園及生命樹（3:22-24）
耶和華 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

人在新的聖城及生命樹旁有歡欣（22:1-5）
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樹上的葉子乃
為醫治萬民…; 以後再沒有咒詛… 神要光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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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 (輝煌一時) 的文明或政權終將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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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激勵

• 有一句話是十分真確的，就是我們研讀聖經任何一部分，最好的
方法就是感到自己站在神聖的立場來研讀 ;  好像摩西站在那燒著
的荊棘之前，要脫去自己的鞋，蒙著頭，存謙恭敬畏的心來聽神
的話。 倘若我們現今以這課程為神的話來研究，那麼我們應該感
到快樂才對。 正如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人領受了保羅所傳的道，
「不以為是人的道，乃以為是神的道」(帖前二13)。主耶和華要
對這樣的人說 :「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
所看顧的就是虛心痛悔，因我話而戰兢的 。 」(賽六十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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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激勵

• 在聖經各卷書之中，沒有別一卷書像啟示錄那麼莊嚴， 那麼吸引
我們; 而且，我還要補充一句，也沒有一卷書像啟示錄，一開卷
就給與讀者一個豐盛恩典的應許說:「念這書上預言的, 和那些聽
見又遵守其中所載的, 都是有福的。 」但卻又警告任何想要加添
或減少這書中的話的人， 指出他們會因此而招致永禍。 所以這
卷書的資訊具有極高度的重要性， 雖然不少人輕視它，以它為沒
有一點價值的神怪作品，神卻看為是超價值的啟示。 我們從這卷
書中可以看到神整個計劃的成就， 看見他對人類施行拯救的最終
目的， 看見聖經中所有預言， 應許和諸約，都得到應驗。 創世
記是一切事物的開始，啟示錄卻是一切事物的結束和目的。

55 啟示錄-前言

From:  波爾 (R.N. Bo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