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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7. Warren Wang

讀經者的信念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
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
事。（提摩太後書 3:16-17） 

1.聖經的來源： 
都是神所默示的
（God-breathed） 

2.聖經的功能： 
教訓（teaching）、 
督責（rebuking）、 
使人歸正（correcting）、 
教導人學義（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3.聖經的目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
全，預備行各樣的善
事（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2019.4.7. Warren Wang

⼤巴比倫 Babylon the Great

1. 她的坐騎：我就看見一個女
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
有七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
名號。  

2. 她的裝飾：那女人穿著紫色
和朱紅色的衣服，用金子、
寶石、珍珠為妝飾；手拿金
杯，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
就是她淫亂的污穢。  

3. 她的名號：在她額上有名寫
著說：「奧秘哉！大巴比
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
憎之物的母。」  

4. 她的作為：我又看見那女人
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
見證之人的血。我看見她，
就大大的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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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城傾倒了！傾倒了！

• 經文： 

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
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
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並
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
因為列國都被她邪淫大怒的酒
傾倒了。地上的君王與她行
淫；地上的客商因她奢華太過
就發了財。（啟18:2-3） 

• 巴比倫傾倒了！ 

–啟示錄17-18章描述巴比倫大
城的傾倒。巴比倫位於今日的
伊拉克，是古時候巴比倫帝國
的首都，也是當時的政治，宗
教，和商業的中心。啟示錄所
說的巴比倫大城具備了這三樣
特色，特別是商業方面。

只有曠野的走獸臥在那裡，咆哮的獸滿了房屋，鴕⿃住在那裡，野⼭
⽺在那裡跳舞。豺狼必在她宮中呼號，野狗必在她華美殿內吼叫。巴
比倫受罰的時候臨近，她的⽇⼦必不長久。」《以賽亞書13:20-22》



先有榮耀奢華後受悲哀痛苦

4 我⼜聽⾒從天上有聲⾳說：「我的
⺠哪，你們要從那城出來，免得與
她⼀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災殃。 5 因
她的罪惡滔天，她的不義，神已經
想起來了。 6 她怎樣待⼈，也要怎樣
待她，按她所⾏的加倍地報應她，
⽤她調酒的杯加倍地調給她喝。 7 她
怎樣榮耀⾃⼰，怎樣奢華，也當叫
她照樣痛苦悲哀；因她⼼裡說：

『我坐了皇后的位，並不是寡婦，
決不⾄於悲哀。』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家，往
我所要指⽰你的地去。《創世記12:1》

耶和華曉諭摩⻄說：「你吩咐會眾說：你們離開可拉、
⼤坍、亞比蘭帳篷的四圍。」《申命記16:23-24》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軛。義和不義有什
麼相交呢？光明和⿊暗有什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
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麼相⼲呢？《哥林多
後書6:14-15》

sins are piled up to heaven

16:19 那⼤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城來，要把那盛⾃⼰烈怒的酒杯遞給他。



先有榮耀奢華後受悲哀痛苦
8 所以在⼀天之內，她的災殃要⼀⿑
來到，就是死亡、悲哀、饑荒。她
⼜要被火燒盡了，因為審判她的主
神⼤有能⼒。 9 地上的君王，素來與
她⾏淫、⼀同奢華的，看⾒燒她的
煙，就必為她哭泣哀號。 10 因怕她
的痛苦，就遠遠地站著說：『哀
哉！哀哉！巴比倫⼤城，堅固的城
啊，⼀時之間你的刑罰就來到
了！』 11 地上的客商也都為她哭泣

悲哀，因為沒有⼈再買他們的貨物
了。 12 這貨物就是⾦、銀、寶⽯、
珍珠、細⿇布、紫⾊料、綢⼦、朱
紅⾊料，各樣香⽊，各樣象牙的器
⽫，各樣極寶貴的⽊頭和銅、鐵、
漢⽩⽟的器⽫， 13 並⾁桂、⾖蔻、
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細
麵、麥⼦、⽜、⽺、⾞、⾺和奴
僕、⼈⼝。

…（巴比倫）你⼼中說：『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沒有
別的。我必不致寡居，也不遭喪⼦之事。』哪知，喪
⼦、寡居這兩件事在⼀⽇轉眼之間必臨到你，…《以
賽亞書47:8-9》

禍哉



因⼤城受報應聖徒都歡喜
14 「巴比倫哪，你所貪愛的果⼦離開
了你，你⼀切的珍饈美味和華美的物
件也從你中間毀滅，決不能再⾒
了！ 15 販賣這些貨物，藉著她發了財
的客商，因怕她的痛苦，就遠遠地站
著哭泣悲哀， 16 說：『哀哉，哀哉，
這⼤城啊！素常穿著細⿇、紫⾊、朱
紅⾊的衣服，⼜⽤⾦⼦、寶⽯和珍珠
為裝飾， 17 ⼀時之間，這麼⼤的富厚
就歸於無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

處去的，並眾⽔⼿，連所有靠海為業
的，都遠遠地站著， 18 看⾒燒她的煙
就喊著說：『有何城能比這⼤城
呢？』 19 他們⼜把塵⼟撒在頭上，哭
泣悲哀，喊著說：『哀哉，哀哉，這
⼤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她的珍
寶成了富⾜，她在⼀時之間就成了荒
場！』 20 天哪，眾聖徒、眾使徒、眾
先知啊！你們都要因她歡喜，因為神
已經在她⾝上申了你們的冤。」



⼤城之傾覆
21 有⼀位⼤⼒的天使舉起⼀塊⽯
頭，好像⼤磨⽯，扔在海裡說：
「巴比倫⼤城也必這樣猛⼒地被扔
下去，決不能再⾒了。 22 彈琴、作
樂、吹笛、吹號的聲⾳在你中間決
不能再聽⾒。各⾏⼿藝⼈在你中間
決不能再遇⾒。推磨的聲⾳在你中
間決不能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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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先知和聖徒並地
上⼀切被殺之⼈的⾎，都在這城裡
看⾒了。」

耶利米將⼀切要臨到巴比倫的災禍，就是論到巴比倫的⼀
切話，寫在書上。…「你念完了這書，就把⼀塊⽯頭拴在
書上，扔在幼發拉底河中，說：『巴比倫因耶和華所要降
於她的災禍必如此沉下去，不再興起，⼈⺠也必困
乏。』」《耶利米書18:60，63-64》



神申討⼤淫婦流⼈⾎之罪

19 此後，我聽⾒好像群眾在天上⼤
聲說：「哈利路亞！救恩、榮耀、
權能都屬乎我們的神！ 2 他的判斷是
真實、公義的，因他判斷了那⽤淫
⾏敗壞世界的⼤淫婦，並且向淫婦
討流僕⼈⾎的罪，給他們申冤。」 
3 ⼜說：「哈利路亞！燒淫婦的煙往
上冒，直到永永遠遠！」 4 那⼆⼗四
位長老與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寶座

的神，說：「阿們！哈利路亞！」 
5 有聲⾳從寶座出來，說：「神的眾
僕⼈哪，凡敬畏他的，無論⼤⼩，
都要讚美我們的神！」 6 我聽⾒好像
群眾的聲⾳，眾⽔的聲⾳，⼤雷的
聲⾳，說：「哈利路亞！因為主我
們的神，全能者做王了。

願罪⼈從世上消滅，願惡⼈歸於無有。我的⼼哪，要
稱頌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原⽂作：哈利路
亞！下同。）《詩篇104:35》



2019.4.7. Warren Wang

巴比倫是誰？

• 啟示錄以兩章（17, 18）的篇幅述說 “巴比倫” 的下場。巴比倫是誰？為何啟示錄
講到她，比講撒但和敵基督更多？歷代以來對巴比倫的身分有許多猜測，最主要
的有三個：

巴比倫是誰？ 講解

1 羅馬城（政治） 羅馬城是羅馬帝國的中心，曾迫害基督徒，無比繁
華強盛，人以為是不滅之城，卻被滅亡(AD 476)。

2 羅馬天主教（宗教） 有極端看法認為天主教是異端，奢華世俗，歷代以
來與政治結合，最終必被毀滅。

3 遠離神的人類文明
（文明）

人類文明日漸遠離神，世人組織起來，日漸奢華，
榮耀自己，最後必面臨神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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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是誰？

• 還有一種可能，巴比
倫是政治、宗教、文
明三者的聯合。她是
一個具體的政治個
體，有宗教的內涵但
卻背叛了神（大淫
婦），引領人類文明
走向遠離神、榮耀自
己的道路。 

• 基督徒對於啟示錄中
的巴比倫應當有所瞭
解，知道聖經說了些
甚麼，以及對於巴比
倫的不同解釋。但不
要拘泥於某一種解
釋，更不可因此而和
人爭論。 

• 最好的作法不是
爭論，而是預備
好自己，敬虔度
日，謹慎自守，
盡忠於主的託
付，隨時歡迎主
的再來。



羔⽺的婚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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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也⾃⼰預備好了， 8 就蒙恩得穿光
明潔⽩的細⿇衣。」這細⿇衣就是
聖徒所⾏的義。 9 天使吩咐我說：
「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之婚筵
的有福了！」⼜對我說：「這是神
真實的話。」 10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
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和

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證的弟兄同
是做僕⼈的，你要敬拜神！因為預
⾔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證。」


Fine linen, bright and clean, 
    was given her to wear.” 
(Fine linen stands for the righteous acts of God’s holy people.)  
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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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新婦

– 聖經以 “新郎新婦” 來
描述耶穌基督與教會
之間的親密關係，新
婦就是教會（信主得
救的人）： 

–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
恨。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
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
督。 （哥林多後書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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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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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新婦

– 耶穌曾說過一個國王為兒子
娶親而擺設筵席的比喻（太
22:1-14），啟示錄也講到
羔羊赴娶親的婚筵。 

–耶穌⼜⽤比喻對他們說：「天國
好比⼀個王為他兒⼦擺設娶親的
筵席，就打發僕⼈去，請那些被
召的⼈來赴席，他們卻不肯來。
（馬太福音22:1） 

– 以弗所書講到丈夫與妻子的聯合，如
同基督與教會： 

–丈夫是妻⼦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
他⼜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你們做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正如基督
愛教會，為教會捨⼰。 

–要⽤⽔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可以獻給⾃⼰，作個榮耀的教會…丈夫也
當照樣愛妻⼦，如同愛⾃⼰的⾝⼦。 

–這是極⼤的奧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會說
的。（弗5: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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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新婦

– 啟示錄稱新耶路撒冷為羔羊
的新婦，這是得救之人居住
的地方。 

– 有一日耶穌基督將要娶他的
新婦，永遠與信主的人同
在。 

– 有一日教會將變為完全聖
潔，不再有罪，因為羔羊的
新婦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有名寫著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11 我觀看，⾒天開了。有⼀匹⽩
⾺，騎在⾺上的稱為「誠信真
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12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
多冠冕，⼜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
⾃⼰沒有⼈知道。 13 他穿著濺了⾎
的衣服，他的名稱為「神之道」。 
14 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穿著細
⿇衣，⼜⽩⼜潔，跟隨他。 15 有利

劍從他⼝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
他必⽤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
神烈怒的酒榨。 16 在他衣服和⼤腿
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
之主。」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約翰福⾳1:1》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所看
⾒、親眼看過、親⼿摸過的。《約翰⼀書1:1》



2019.4.7. Warren Wang

基督再來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耶穌說：「那些日子的災難
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
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
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那
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
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
臨。」馬太福音24:29-30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
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
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
著公義…他穿著濺了血的衣
服，他的名稱為神之道。在
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
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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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再來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耶穌在世的時候曾經預告自
己的再來，並吩咐門徒要守
主餐，直等到他再來。 

–啟示錄19章描述了基督再來
的光景，在大患難的末期，
基督將與天使天軍降臨，擊
敗撒但的勢力，並且審判世
人。

• 基督必定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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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再來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基督兩次降臨人間，第一次是為了
處理罪，第二次是為了審判罪。 

–第一次他以人子的形態來到人間，
並於十字架上捨身流血，以代贖的
方式處理了人類罪的問題。第二次
他以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形態出
現，先將撒但擊敗，然後設立寶座
審判世人。 

–當基督再來之後，得救的機
會就沒有了，世界的末日來
臨，世人要面臨最終的審
判，撒但將被投入火湖，然
後有新天新地降臨。

• 基督再來的目的



請⾶⿃來赴⼤筵席
17 我⼜看⾒⼀位天使站在⽇頭中，
向天空所⾶的⿃⼤聲喊著說：「你
們聚集來赴神的⼤筵席！ 18 可以吃
君王與將軍的⾁，壯⼠與⾺和騎⾺
者的⾁，並⼀切⾃主的、為奴的，
以及⼤⼩⼈⺠的⾁。」


19 我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
們的眾軍都聚集，要與騎⽩⾺的並
他的軍兵爭戰。 20 那獸被擒拿，那
在獸⾯前曾⾏奇事、迷惑受獸印記
和拜獸像之⼈的假先知，也與獸同
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地被扔在
燒著硫磺的火湖裡。 21 其餘的被騎
⽩⾺者⼝中出來的劍殺了。⾶⿃都
吃飽了他們的⾁。

9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之婚
筵的有福了！」⼜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撒旦被捆綁⼀千年

20 我⼜看⾒⼀位天使從天降下，⼿
裡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條⼤鏈
⼦。 2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叫
魔⿁，也叫撒旦，把牠捆綁⼀千
年， 3 扔在無底坑裡，將無底坑關
閉，⽤印封上，使牠不得再迷惑列
國。等到那⼀千年完了，以後必須
暫時釋放牠。

神掌權



撒旦被捆綁⼀千年
4 我⼜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
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
⼜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證並為
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
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上
受過牠印記之⼈的靈魂；他們都復
活了，與基督⼀同做王⼀千年。 5 這
是頭⼀次的復活。其餘的死⼈還沒
有復活，直等那⼀千年完了。 6 在頭

⼀次復活有份的有福了，聖潔了！
第⼆次的死在他們⾝上沒有權柄。
他們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
基督⼀同做王⼀千年。

13:15 ⼜有權柄賜給牠，叫獸像有⽣氣，並且能說話，
⼜叫所有不拜獸像的⼈都被殺害。

13:17 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的，都不
得做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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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 The Millennium
• 經文: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
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
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
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
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
年。啟20:6 

• 千禧年的意義 

–“千禧年”是指基督在地上作
王的一千年期間，所根據
的經文是啟示錄20章。那
時基督已經再來，新天新
地尚未降臨，基督在地上
建立國度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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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 The Millennium
• 撒但被綑綁 

–千禧年期間，撒但將被綑
綁一千年。有天使捉住撒
但，關在無底坑中。一千
年之後撒但將暫時被釋
放，出來迷惑萬國。 

• 信徒與基督一同作王 

–千禧年期間，在大患難中受苦殉道
的信徒將要復活，與基督一同作王
一千年：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
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
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
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
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
作王一千年。（啟20:4）



• 千禧年與以賽亞書十一章的關係

2019.4.7. Warren Wang

– 以賽亞書十一章有
一段十分特殊的經
文，描述前所未有
的和平，連動物之
間都不彼此傷害，
一般認為這是千禧
年的景象: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
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
他們。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
獅子必喫草，與牛一樣。喫奶的孩子必玩耍
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
穴上。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
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
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
根（指耶穌基督）立作萬民的大旗；外邦人
必尋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以賽亞
書1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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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觀 Millennial Views

1. 前千禧年 
Premillennialism 

基督再來是在千禧
年之前。如啟示錄
所言，基督再來之
後在地上做王一千
年，然後末期才來
臨。 

2. 後千禧年 
Postmillennialism 

基督再來是在千禧
年之後。福音將傳
遍世界，世人悔改
信主，基督在人心
中作王，然後基督
再來，世界進入末
期。 

3. 無千禧年 
Amillennialism 

千禧年只是一個象
徵性的說法，其實
並不存在，基督會
直接回來審判世
界。

• 在神學上，對於千禧年主要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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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被釋放
7 那⼀千年完了，撒旦必從監牢裡被
釋放， 8 出來要迷惑地上四⽅的列
國，就是歌⾰和瑪各，叫他們聚集

爭戰，他們的⼈數多如海沙。 9 他們
上來遍滿了全地，圍住聖徒的營與
蒙愛的城，就有火從天降下，燒滅
了他們。 10 那迷惑他們的魔⿁被扔
在硫磺的火湖裡，就是獸和假先知

所在的地⽅。他們必晝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遠遠。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啊，你要⾯向瑪各地的
歌⾰，就是羅施、米設、⼟巴的王發預⾔攻擊他，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羅施、米設、⼟巴的王歌⾰
啊，我與你為敵。《以⻄結書38:1-3》

「⼈⼦啊，你要向歌⾰發預⾔攻擊他，說：『主耶和
華如此說：羅施、米設、⼟巴的王歌⾰啊，我與你為
敵。《以⻄結書39:1》



末⽇的審判
11 我⼜看⾒⼀個⽩⾊的⼤寶座與坐
在上⾯的，從他⾯前天地都逃避，
再無可⾒之處了。 12 我⼜看⾒死了
的⼈，無論⼤⼩，都站在寶座前，
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卷展開，
就是⽣命冊。死了的⼈都憑著這些
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的受審
判。 13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死
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他們

都照各⼈所⾏的受審判。 14 死亡和
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這火湖就是
第⼆次的死。 15 若有⼈名字沒記在
⽣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裡。

但主的⽇⼦要像賊來到⼀樣。那⽇，天必⼤有響聲廢
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
盡了。《彼得後書3:10》

⼜說：「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
造的。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像衣服
漸漸舊了。你要將天地捲起來，像⼀件外衣，天地就
都改變了；唯有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
《希伯來書1:10-12》在⽣命冊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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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審判 The Final Judgment

經文：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
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
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
了。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
大小，都站在寶座前…若有人
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
扔在火湖裏。 

1. 審判的時間：白色大寶座
的審判發生於千禧年之
後，新天新地降臨之前，
那時撒但已經被扔在硫磺
的火湖裡，接下來是對人
的審判。

•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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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審判 The Final Judgment
2. 審判的性質：這是最後的審

判，決定一個人永遠的結局，
從此再也沒有悔改的機會了。 

3. 審判的對象：這個審判是針對
不得救的人。凡是沒有信主得
救的人，他的名字就不在生命
冊上；凡是名字不在生命冊上
的人，就被扔在火湖裡。 

4. 審判的結果：信耶穌的人得永
生，不信耶穌的人將承擔自己
的罪惡，永遠與神隔絕。



• 基督台前的審判

2019.4.7. Warren Wang

1)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
家起首。若是先從我們起首，
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
的結局呢？彼前4:17 

2)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
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
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林後
5:10 

3)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
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有火發
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
樣。林前3:13



• 基督台前的審判

2019.4.7. Warren Wang

1.審判的時間： 

基督台前的審判
在白色大寶座的
審判之前，審判
的對象是信主得
救的人，因為審
判是從神的家起
首。 

2.審判的性質： 

神要審判基督徒生命的工
程，基督徒要為自己的一生
向主交帳，是否對主忠心，
作生命的好管家？保羅說那
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
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
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
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3.審判的結果： 

這個審判不影響
得救，只影響到
得賞。凡信主的
人都得救，但是
那一生工作有美
好果效的人將得
到神地賞賜。



新天新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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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飾整⿑等候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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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做他的⼦⺠，神要親⾃
與他們同在，做他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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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耶和華⼤⼤歡喜，我的⼼靠神快樂。因他以拯救
為衣給我穿上，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華
冠，⼜像新婦佩戴裝飾。⽥地怎樣使百穀發芽，園⼦怎
樣使所種的發⽣，主耶和華必照樣使公義和讚美在萬⺠
中發出。」《以賽亞書61:10-11》

我要在你們中間立我的帳幕，我的⼼也不厭惡你們。我要在你們中間
⾏走，我要做你們的神，你們要做我的⼦⺠。《利未記2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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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新地

•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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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看見聖
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
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
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 新天地，新聖城，新子民，新伊甸 

1. 新天地：聖經一開始記載了“起初
神創造天地”，聖經結束的時候紀
載了“新天新地”。第一個天地被罪
所污染，當白色大寶座的審判一
過，舊的天地就過去了，接著而來
的是重新創造的新天新地，沒有罪
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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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聖城： 

新耶路撒冷從天
降臨，這座城是
新天地的首都，
城中有神和羔羊
的寶座，不用日
月光照，因有神
的榮耀光照。 

3. 新子民： 

蒙耶穌所救贖的人將
成為神的新子民，有
聲音從神的寶座發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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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伊甸： 

亞當犯罪，使人類失
去了伊甸園，如今在
新的聖城中又出現了
生命樹，上面結滿了
果子。因為耶穌基督
的救贖，人類又重新
得回所失去的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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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永恆不變的旨意-作神的子民

–舊約：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
從我的話，遵守我
的約，就要在萬民
中作屬我的子民。
出埃及記19:5 

–新約：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
他們裏面，寫在他們
心上；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子
民。希伯來書8:10 

–新天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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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錄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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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永恆不變的旨意-作神的子民
–神救贖人類的目的，是
要人作他的子民，這是
神永恆不變的旨意。神
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為
的是要他們作神的子
民。耶穌基督救贖世
人，為的是要他們作神
的子民。 

–作神的子民必須分別
為聖，不愛世界，不
拜偶像，專心事奉
神。舊約的選民以色
列做不到這點，新約
的選民基督徒因有聖
靈的幫助，雖比舊的
選民強，但仍無法達
到完美。 

–當新天新地來臨
之後，人將全心
全意愛主，完全
分別為聖，完成
神永恆的旨意。



主必將⽣命泉源的⽔⽩⽩賜給⼝渴的⼈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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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
兒⼦。 8 唯有膽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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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這是第
⼆次的死。」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乃是剛強、仁
愛、謹守的⼼。《提摩太後書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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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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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裡來，我將坐在眾⽔上的⼤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

1500mile



神和羔⽺為城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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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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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貴歸於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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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冊上的才得進去。

聖所





⽣命⽔和⽣命樹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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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都結果⼦，樹上的葉⼦乃為醫治
萬⺠。 3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裡有
神和羔⽺的寶座，他的僕⼈都要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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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做王，直到永永
遠遠。

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從那裡分為四道。
《創世記2:10》

他帶我回到殿⾨，⾒殿的⾨檻下有⽔往東流出（原來殿
⾯朝東）。這⽔從檻下，由殿的右邊，在祭壇的南邊往
下流。《以⻄結書47:1》

那⽇必有活⽔從耶路撒冷出來，⼀半往東海流，⼀半往
⻄海流，冬夏都是如此。《撒迦利亞書14:8》

耶和華神說：「那⼈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現
在恐怕他伸⼿⼜摘⽣命樹的果⼦吃，就永遠活著。」耶
和華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出之⼟。 《創
世記3:22-23》



遵守這書上預⾔的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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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遵守這書上預⾔的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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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做僕⼈的。你要敬拜
神！」

19:9-10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之婚筵的有福了！」⼜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我
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證的弟兄同是做僕⼈的，你要敬拜
神！因為預⾔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證。」



遵守這書上預⾔的有福了
10 他⼜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
預⾔，因為⽇期近了。 11 不義的，
叫他仍舊不義；汙穢的，叫他仍舊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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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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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我就是⽣命的糧。到我這裡

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約翰福⾳6:35》



2019.4.7. Warren Wang

啟⽰錄中的七福
章節 經文

1 1:3 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
的，因為日期近了。

2 14:13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
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
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3 16:15 看哪，我來像賊一樣。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
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

4 19:9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
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2019.4.7. Warren Wang

啟⽰錄中的七福

章節 經文

5 20: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
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
王一千年。	

6 22:7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7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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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的話語不可加添，不可刪減

2019.4.7. Warren Wang

–經文：若有人在這預
言上加添甚麼，神必
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
加在他身上；這書上
的預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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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預言，就是從神而來的話語。這是
一個嚴重的警告，神的話語必須保持原
樣，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正如以賽
亞書所說的：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
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這段經文是說不可更改啟示錄的預言。
對於整本聖經的預言（神的話語）也應
當同樣尊重，不可加添，不可刪去。



• 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2019.4.7. Warren Wang

證明這事的說：「是
了，我必快來！阿
們！主耶穌啊，我願
你來！」願主耶穌的
恩惠常與眾聖徒同
在。阿們！啟22:20-
21 

–這是啟示錄的最後一句話，盼望主的再
來。你願意主耶穌再來麼？有人盼望主的
再來，有人畏懼主的再來。愛主的人盼望
主早日再來，不愛主的人因為無法向主交
帳，因此而畏懼主的再來。願我們每個人
都能從心底說：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或是透過網址 cbcwla.org/quiz

 隨堂測驗#52: 新約讀經班 - 啟⽰錄18-22章

http://cbcwla.org/quiz


 隨堂測驗#52: 新約讀經班 - 啟⽰錄18-22章
1.⼤巴比倫的毀滅發⽣於	(a)千年之中	(b)⼀載
⼆載半載	(c)⼀時之間  

2.羔⽺的筵席是⼀個	(a)慶功筵	(b)婚筵	(c)作王
登基筵  

3.當千禧年的時候，聖徒將與基督	(a)⼀同抵
擋撒但⼀千年	(b)⼀同在羔⽺的婚筵坐席⼀
千年 (c)⼀同作王⼀千年 

4.撒但最終的結局是	(a)被關在無底坑	(b)被扔
在硫磺的火湖中	(c)被消滅無形  

5.新耶路撒冷降臨，(a)神的帳幕在⼈間，他
要與⼈同住(b)得救的⼈被提升為天使的等
次	(b)有功德的⼈住進豪宅  

6.啟⽰錄結尾的⼀句話是(a)願天歡
喜願地快樂	(b)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c)你們在地上的⼈有禍了  

7.請按照順序排列以下的事件： 

  a.	新天新地  

8.     b.	千禧年  

9.     c.	基督復臨  

10.   d.	⽩⾊⼤寶座的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