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課：第21章1節-第22章5節

新耶路撒冷和生命河
2021年秋季，魏朝暉

啓示錄若歌教會
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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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課程日期 經文章節 主題 授課老師

1 9/5/2021 第1章1-8節 引言 馬宏彰

2 9/12/2021 第1章9-20節 所看見的事——榮耀基督的異象 魏朝暉

3 9/19/2021 第2-3章 現在的事——七個教會 馬宏彰

4 9/29/2021 第4-5章 天上的寶座和羔羊 馬宏彰

5 10/3/2021 第6章-第8章5節 七印 魏朝暉

6 10/10/2021 第8章6節-第11章 七號 魏朝暉

7 10/17/2021 第12-14章 教會與邪惡勢力的衝突 馬宏彰

8 10/24/2021 第15-16章 七碗 馬宏彰

9 10/31/2021 第17-18章 巴比倫的傾倒 魏朝暉

10 11/7/2021 第19章 羔羊的婚筵 魏朝暉

11 11/14/2021 第20章 千禧年和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 馬宏彰

12 11/21/2021 第21章-第22章5節 新耶路撒冷和生命河 魏朝暉

13 11/28/2021 第22章6-21節 結語 馬宏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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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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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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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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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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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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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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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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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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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這裏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21:10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
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2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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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有高大的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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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3東邊有三門，北邊有三門，南邊有三門，西邊有三門。
21:14城墻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21:15對我說話的，拿著金葦子當尺，要量那城和城門、城墻。
21:16城是四方的，長寬一樣。天使用葦子量那城，共有四千裏，長、

寬、高都是一樣；
21:17又量了城墻,按著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
21:18墻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凈的玻璃。
21:19城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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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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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門是一顆珍珠。城內的街道是精金，

好像明透的玻璃。
21:22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 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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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4列國要在城的光裏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
21:25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裏原沒有黑夜。
21:26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
21:27凡不潔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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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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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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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
22:4 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
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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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22章的結構

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

17-18章 巴比倫的傾倒
19章 羔羊的婚筵
20章 千禧年和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

21:1-8 最末了異象的主題

21:9-22:5進一步詳細的說明21:1-8的主題
22:6-21 全書的結束語



21-22章的描寫是不是永恒？

新天新地是什麼？是否在永恒中？是否是物質性的存在？

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

“新天新地”：
 不是一個物質性的變化，不是舊的天地過去，然後神要

造一個物質的“新天新地”；
 是用我們現在生活在地上的話語，以天上的耶路撒冷來

象征永恒的實質：永恒就是神的百姓住在至聖所裏面。

聖殿在舊約：
 色列出埃及在曠野時期的會幕是聖殿的前身
 聖殿象征人與神同在的地方
 至聖所存有十誡法版，表明維系人與神的關係是神的律

法，而非聖殿（列王紀上6:12-13）

整本聖經的啟示，所有舊約的象征，所有新約的道成肉身，
所指向的就是指向這一時刻，我們所有的盼望都在這裏整体
性的实现。



新天新地（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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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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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天新地基於：
 以賽亞書65:17-25
 彼得後書3:10-13

海不再有了
 海在整個《啟示錄》裏面是象征邪惡
 第19章，獸和假先知被扔在火湖的裏面
 第20章，撒旦也被扔在火湖的裏面，死亡跟陰間也被扔

在火湖的裏面，所有的邪惡都完全的除盡

新耶路撒冷：“如”妝飾整齊的新婦
 這裏是類比（similar），而不是比喻（metaphor）

新耶路撒冷：神的國度的啟示和應許在這裏完全的實現
 耶穌第一次來到世上，神的國度就臨到，“已經開始

但尚未完成”（already but not yet）
 新耶路撒冷的降下，代表神的國度的啟示在這裏完全

的實現。



新天新地（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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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親自與他們
同在，作他們的。

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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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神親自的宣告
帳幕：舊約的會幕、同在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20:14）

神的“會幕”在人間：
 實現了所有舊約跟新約關於會幕的應許：神的榮耀在祂

的百姓當中，神要與他們同住，他們是神的子民，神是
他們的神——新耶路撒冷表明的永恒的實質。

聖經中神的三個創造的作為：
1) 創世紀第1章：最初的創造——神創造天地萬物和人；
2) 約翰福音第1章：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太初”和創

世紀第1章第“起初”都是in the beginning；主耶穌來帶來
屬靈的再造，凡是在基督裏的都成為新造的人；

3) 啟示錄21-22章：永恒的創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眼淚：神的百姓在逼迫中所受的苦
神要擦去祂百姓的眼淚（6:9-11，8:3-5）

為主的緣故付出代價而得到的回報：
 馬太福音19:29
 馬可福音10:29-30
 路加福音18:29

神對殉道者的咒詛禱告的回答：
 透過號和碗的災傾倒出來（16:5）
 神把他們的仇敵扔在火湖裏（20:15）
 神以榮耀使他們所受的一切苦都得到補償，並且

以嶄新而且豐富的方式來賜福給他們（21:4）



新天新地（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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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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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神的應許的重要性、可靠性，真實性

新舊約裏伴隨著神創造的作為的三次“成了”：
1) 神創造天地萬物，每次都宣告“事就這樣成了”（創世紀

1:7、9、11、15、24、30）；
2)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祂說“成了”（約翰福音

19:30）；
3) 第七個天使把第七個碗傾導出來的時候，有聲音從寶座中

出來說“成了”（啟示錄16:17）預期性的期待在21:6的
宣告。

生命泉的水是賜給真正渴慕神的人，他們必得這生命泉水的飽足。



新天新地（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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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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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磺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

這是一個警告：以此完成“堅忍”的主題——那些堅忍到底
的人才是得勝者。

神賜給得勝者（21:7）：
 承受神在永恒中的同在和一切的祝福
 神要做他們的神，他們要做神的兒女

罪惡的列表（21:8）
 涵蓋了所有被扔在火湖裏的人
 總結神的公義：對於完全拒絕悔改的人，神最終把審判

加在他們的身上

“膽怯的”和“得勝的”的對比：
 得勝的，是堅忍到底的人
 膽怯的，是不能堅忍到底的人，他們最後將跟那些不信

的人是同樣的結局。

新約關於悖道的最嚴厲的警告：啟示錄、希伯來書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
靈有分、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
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因為他
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近於
咒詛，結局就是焚燒。（希伯來書6:4-8）



新耶路撒冷（21:9-22:5）

21:9 拿著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
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
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
的妻，指给你看。”

21:10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
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21:11 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
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人類有限的語言無法將永恒中的新耶
路撒冷的榮美描寫的出來，所以就用
寶石的光華來表達。 新約對教會的立場：

 教會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礎上
（以弗所書2:20）。這裏以十二支
派來代表先知——教會是建立在舊
約先知的信息和新約使徒從耶穌基
督所領受的真理啟示的基礎上

 墻上既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
也有十二使徒的名字，表明神的百
姓從舊約到新約，包括猶太人和外
邦人的所有屬神的百姓

19:7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
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
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4:3 看那坐著的，好像碧玉和红
宝石，又有虹围著宝座，好
像绿宝石。

21:12 有高大的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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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3 東邊有三門，北邊有三門，南邊有
三門，西邊有三門。

21:14 城墻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
二使徒的名字。

4:4 寶座的周圍又有二十四個座
位，其上坐著二十四位長老，
身穿白衣，頭上戴著金冠冕。

背景
 以西結書42:16-19、48:31-35



新耶路撒冷（21:9-22:5）：城市的尺寸（21:15-17）

21:15 對我說話的,拿著金葦子當尺,要量那城和城門、城墻。
21:16 城是四方的，長寬一樣。天使用葦子量那城，共有四

千裏，長、寬、高都是一樣；
21:17 又量了城墻，按著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

一百四十四肘。

內殿，就是至聖所，…內殿長二十肘，寬二十肘，
高二十肘，墻面都貼上精金。又用香柏木作壇，包
上精金（列王紀上6:16-20 ）



新耶路撒冷（21:9-22:5）：城市的材料（21:18-21）

21:18 墻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凈的玻璃。
21:19 城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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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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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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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祭司的這胸牌要四方的，疊為兩層，長一虎口，寬一虎口。
要在上面鑲寶石四行：
第一行是紅寶石【6】、紅璧璽【9】、紅玉【？】；
第二行是綠寶石【4】、藍寶石【2】、金鋼石【？】；
第三行是紫瑪瑙【11】、白瑪瑙【？】、紫晶【12】；
第四行是水蒼玉【8】、紅瑪瑙【5】、碧玉【1】。
這都要鑲在金槽中。這些寶石都要按著以色列十二個兒子的名
字，仿佛刻圖書，刻十二個支派的名字（出埃及記28:16-21）

新耶路撒冷因為神的同在就到處充滿了祂的榮耀和
光輝，這樣的榮耀和光輝是用人類語言無法描寫。

 新耶路撒冷城以12個寶石為根基所象征著中保的意義的完成
 大祭司的胸牌上有12個寶石，這12個根基上面有12個使徒的名字（21:14）——再一次把新約跟舊約聯系在一起，

表明新舊約的神的百姓是一個整體，現在所有神的百姓住在至聖所——新耶路撒冷城，永遠與神同在。



新耶路撒冷的榮耀（21:22-27）

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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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4 列國要在城的光裏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

歸與那城。
21:25 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裏原沒有黑夜。
21:26 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
21:27 凡不潔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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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榮耀的同在（21:22-24）

新耶路撒冷城為什麼不再需要聖殿？
 因為神的存在充滿全城，整個城就是聖殿，就是至聖所

21:24、21:26基於以賽亞書60:3-5：
 君王要把自己的榮耀歸於那城，這並不是說這些君王的

光輝可以來增加神的榮耀，而是說這些君王的榮耀跟神
的榮耀相比幾乎是微不足道

城市的聖潔（21:25-27）

為什麼城門不需要關閉？
 因為城只有良善，只有聖潔：永恒的特質就是聖潔

21:27、22:15講到城外行惡之人，在永恒的當中是否還
有外邦人存在？
 約翰借用舊約先知書的那種比喻、跟先知書的語言

來描寫永恒的一個狀況，因此就受到一個限制。



新耶路撒冷的蒙福─新伊甸園（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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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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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仆人
都要事奉他，

22:4 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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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水的河（22:1）
 背景：以西結書47:1-12
 在永恒中，神的百姓要以從寶座流出的生命水，成為他

們生命的源頭

生命樹（22:2）
 以豐收和豐盛來象征在伊甸園裏面的那種豐富
 生命樹上的葉子是為醫治萬民：重復21:4，表示在永恒中

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
 神的百姓都要沐浴在神的豐富裏面

城市中的關係（22:3-5）
 強調神和羔羊的合一
 重復21:4：所有的疾病死亡痛苦都除去
 我們都是神的祭司，我們都要事奉神
 。。。



新耶路撒冷、新伊甸園（21:1-22:5）

神的百姓將以
敬拜神來經歷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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