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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聖城的異象﹕新天新地（啟廿一至廿二） 

 

I. 末了的第七件事﹕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廿一1至廿二5） 

A. 城的簡述（廿一1-8） 

 新天新地（廿一1） 

 先前的天地（彼後三10-12）  

 新天新地（賽五十一6，賽六十五17、 22；彼後三13）；新天新地是我們住

的永遠國度，其中充滿了救恩和公義 

 新天新地是一個更新的天地還是一個新造的天地？ 

 海就是象徵邪惡與死亡，獸是從海出來的（十三1），海也是交出死人的地

方（廿13）。海不再有了，代表在新天新地完全沒有邪惡的存在 

 聖城新耶路撒冷（廿一2-4） 

 在天上與上帝在一起，是上帝的城邑（來十二22） 

 是亞伯拉罕及歷代聖徒所羡慕的那個更美的家鄉（來十一10-16，十三14） 

 是耶穌升天之後為聖徒在天上預備的地方，是聖徒在永世的居所（約十四2） 

 新耶路撒冷是新婦，是羔羊的妻（十九7，廿一9）﹕新耶路撒冷＝教會（教

會是由上帝從天降下，因為教會的一切都是出自基督） 

 上帝要與人同住同在（廿一3）﹕舊約的應許（利廿六11-12） 

 不再有眼淚、死亡、悲哀、哭號、疼痛（廿一4）﹕參七17；賽廿五8，賽六

十五19 

 「新」與「舊」耶路撒冷有何關聯？ 

 上帝宣稱並邀請的話（廿一5-6） 

 這是父上帝第二次親自說話（對約翰說），第一次說話在一8 

 上帝親自宣稱祂完成了新天新地的創造，並強調祂對世界的絕對控制 

 聖經有四處「都成了」﹕創二1-2（天地的創造完成了），約十九36（基督

上十架救恩的完成），啟十六17（大災難完了），廿一6（新天新地的工作

完全了） 

 上帝親自向世人發出邀請，將生命泉水（七17，廿二1；約四10）白白賜給

對靈乾渴的人喝（參賽五十五1）（同樣的邀請在廿二17） 

 重要的選擇和後果（廿一7-8） 

 接受救恩是上帝向世人發出的邀請，祂並給世人選擇這邀請的權利 

B. 城的描寫（廿一9-21） 

 城的真正身份和特徵（廿一9-14） 

 新耶路撒冷是新婦，是羔羊的妻（十九7，廿一9）﹕新耶路撒冷＝教會

（教會是由上帝從天降下，因為教會的一切都是出自基督） 

 這裡的異象重新解釋以西結聖殿的預言（結四十至四十八） 

 城的進一步描寫（廿一15-21） 

 量度表示祝福的保證，免受屬靈的傷害或沾污。量度是要顯出上帝神的榮耀

和聖潔 

 城是正立方體的（廿一16）﹕「四千里」= 1300 miles!! 至聖所也是正立方

體的（王上六20）。這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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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有十二個門（廿一12），門上有十二位天使，又有十二支派的名字（代表

舊約教會），每門是一顆珍珠（廿一21） 

 牆的厚度是144肘(約200ft)( = 12x12 = OT*NT，強調完整性)（廿一17），是

璧玉造的（廿一18） 

 牆有十二個根基（廿一14）（參弗二20；來十一10），上有十二使徒的名字

（代表新約教會），每一根基是用一種寶石裝飾（廿一19-20） 

 城的建築材料是精金（廿一18），如同明淨（NIV：精純as pure as）的玻璃 

C. 城中的生活（廿一22至廿二5） 

 城內沒有聖殿，因為父上帝與羔羊和人同住，祂們就是聖殿（廿一22） 

 上帝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基督是燈是光，教會是燈臺），沒有

黑夜（廿一25，廿二5） 

 城外的居民-列國和地上的君王（廿一24-27）﹕他們是否背叛神？他們為何

留在城外？他們的名字是否寫在生命冊上？ 

D. 生命河和生命樹（廿二1-5）（參創一至三章； 結四十七至四十八章） 

 救恩的河水（廿二1） 

 生命水是從上帝的寶座流出來。結四十七章中，水是從聖殿中留出來 

 水代表上帝的救恩和聖靈賜生命、潔淨的工作（賽四十四3；約三5，四13-

14，七37-39，十三10，十九34） 

 生命樹（廿二2） 

 就是伊甸園中的那棵生命樹（創三22-24） 

 生命樹的果子可作食物（參結四十七12），任居民隨時摘取食用，這是多大

的福氣！當初亞當和夏娃犯罪被趕出伊甸園，上帝說：「……恐怕他伸手又

摘生命樹上的果子吃，就永遠活著。」（創三22） 

 葉子醫治萬民﹕在新天新地，沒有死亡（可能也沒有疾病），「醫治」何指

呢？ 

 伊甸園的咒詛除去了（廿二3） 

 沒有咒詛：上帝的住所，只有公義，沒有罪，也就沒有咒詛。就如上帝與人

同住在伊甸園時。人與天地受咒詛是因為人犯了罪，上帝離開了人。咒詛包

括：死（創三19）、天與地（創三17-18）、女人懷胎生產（創三16）、男

人勞苦（創三17） 

 那有福的異象得到實現（廿二4-5） 

 我們將見主的面：這是我們的榮耀，表示上帝與人的親密關係完全恢復。亞

當和夏娃犯罪後，上帝與人關係為罪所阻擋，人即不能再見上帝的面，連摩

西都不能見上帝的面（出三十三20-23）；（廿二4上） 

 

II. 約翰的結論（廿二6-21） 

A. 本書是真實可信的 ─ 天使、約翰和主耶穌的見證﹕ 

 天使的宣告（廿二6、9） 

 這些話（全本啟示錄）是真實可信的（參一7，三14，十九9，廿一6） 

 主上帝是感動眾先知（約翰在內）的靈，祂差遣祂的使者（天使）將那必要

快成的事（全本啟示錄的預言）指示祂僕人（包括約翰）（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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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眾先知（包括約翰）、和守這書上預言的信徒（你和我都是僕人），

都是只敬拜上帝神的（廿二9） 

 約翰的見證（廿二8上） 

 主耶穌的話（廿二16） 

 「我耶穌（署名作證，一1）差遣我的使者為眾教會（七教會，一3）將這些

事向你們證明（見證）」 

 主耶穌的其他署名： 

 大衛的根（五5）和後裔﹕基督是大衛的後代（賽十一1；耶廿三5） 

 明亮的晨星﹕基督是雅各的星（民廿四17），晨星是白晝的先驅，它驅

走了長夜的黑暗，就如在耶穌的面前，罪惡與死亡的黑夜逃跑了（參彼

後一19；啟二28） 

B. 日期近了與日期已過（廿二10-11）─ 天使對約翰的說話 

 不可封（不要隱藏）這書上的預言，因為主來的日期近了。（天使要但以理

封閉他見到的異象（但十二4），直到末時，因為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但八

26）。從前嚴封的預言，現在都敞開了，因為主來的日期近了，好讓我們念

並遵守這些預言） 

 「因為日期近了，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表示一

旦主來的時候，未得救的人不能得救，得救的人仍然得救。（但十二10；結

三27）要趁早傳福音 

C. 被接納的與被拒絕的（廿二14-15）─ 主耶穌對當今信徒和世人的說話 

 被接納的（廿二14）─ 是鼓勵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第七福），基督的血，能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約壹一7；一5）。從大患難出來的人，用羔羊的血洗淨自己的衣裳（七

14）。羔羊的血能洗淨世上每個人的罪（約三16），但是只對那些願意洗淨

自己的衣服的有效，所以選擇在我們 

 他們可得權柄（是主給的權柄）到生命樹（象徵基督，他是生命的主）那

裡，也能從門（基督是門，凡進入祂的門，必然得救，約十9）進城（與上

帝同住同在）。 

 被拒絕的（廿二15）─ 是警告 

 「在城外有那些犬類（道德上不潔淨的人）、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

拜偶像的…」「城外」是指「火湖」（與廿一8比較），並非指新耶路撒冷

城外。在今世未得救贖的人將要被留在「城外」。（廿一8、27） 

D. 偉大的福音邀請（廿二17） 

 相同的邀請，見廿一6下 

 這邀請來自聖靈，新婦（教會）和聽見的人（就是你與我），他們都說

「來」（來到耶穌） 

 傳福音的對象：口渴的（對靈乾渴，有心要認罪，有心要尋找上帝），願

意的（順服） 

 福音的內容：可以白白（無需作工得到）取（需要願意去拿，就是要信）

生命的水（象徵基督）喝（讓基督成為你的一部分，與你同住） 

E. 約翰對假教師與背道的人的警告（廿二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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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書的預言上加添或刪去什麼的（申四2，十二32；箴三十6），他必受

災禍（類似在七印、七號或七碗中的災禍）或是被刪去他得生命樹和入聖

城的分（二7，廿二2） 

F. 「我必再來」─ 這顯然是在啟示錄結語裡最主要的信息，主耶穌三次（廿

二7、12、20）親自說「我必快來」，真是再「三」叮嚀 

 「看哪，我必快來」（廿二7） 

 這顯然是主回應一7，二25和三11 

 凡遵守（順服）這書上的預言的有福了（第六福）﹕包括在第一福（一3）

裡面 

 「看哪，我必快來」（廿二12-13） 

 主來是祂將依照每個人的行為給予賞罰與報應（依行為做審判，參太十六

27；羅二6；啟十八6，廿12-13，廿二12） 

 主的自稱（廿二13）（參一8、17，二8，廿一6）比較出三14「我是自有永

有的」 

 「是了，我必快來」（廿二20） 

 「是了」表示肯定的 

 約翰回答﹕「阿們（申廿七15；羅一25；林前十四16），主耶穌啊，我願祢

來（見林前十六22）」─ 這是所有信徒的盼望 

G. 全本聖經的最後一句話 ─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廿二21），這是是約翰以祭司的身份給眾聖徒的祝福。舊約的最後一句話

是咒詛的話「免得我來咒詛遍地」（瑪四6） 

 

III. 聖經的始終 

A. 以創造天地為開始，以新天新地的來臨為終。 

以亞當犯罪為始，以耶穌救人脫罪為終。 

以救恩的應許（以人的後裔）為始，以救恩的完成（被殺的羔羊）為終。 

以撒旦在伊甸園的活動為始，以牠被扔在硫磺火湖為終。 

以生命樹之被封鎖為始，以生命樹之被釋放被享用為終。 

 

IV. 反醒與鼓勵 

A.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的故事 

 

B. 神學家莫曼特（Jurgen Moltmann）﹕ 

 

 

應許要求使命 “promise demands a mission” 

 

 

 出十九1-6、彼前二9-10 

 林前十五55-58 

 啟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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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邀請與挑戰（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from Les Misérables）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Beyond the barricade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Then join in the fight that will give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Will you give all you can give so that our banner may advance? 

Some will fall and some will live, will you stand up and take your chance?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will water the meadows of France!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V. 總結 

 

 

現在的天地必去，新天新地必來，在永遠的國度裡，有「義」居在其中，上帝與人

同在同住，人與上帝見面，人是上帝的子民、兒子與僕人，事奉敬拜祂。在那裡，

沒有眼淚、沒有死亡，沒有悲哀、沒有哭號、沒有疼痛，聖徒將與生命樹重逢（回

到創一至二章時，就是在人類未犯罪以前），並與基督同作王，直到永遠。 

 

在啟示錄的結語中，最重要的信息是主耶穌再三叮嚀「我必快來」。這是屬靈的智

慧，因為主耶穌是我們信仰的中心，我們有了耶穌就有了一切（包括新天新地）。

如果祂不再來，那麼我們所信的都是枉然的。主耶穌一再保證「我必快來」，要信

徒們耐心的等待、儆醒等候祂的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