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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課 親愛的，我把一切都改變了

啟二一9 – 二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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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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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二一9 – 二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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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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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二一9 – 二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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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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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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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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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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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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婦、巴比倫、獸

聖經第一章 ─ 伊甸園，
最後一章 ─ 新耶路撒冷城，
回應主題就是「一切都更新」。
給歷世歷代屬神的百姓永恆的家鄉，
信耶穌的，讓耶穌寶血遮蓋你，
跟從祂，讓聖靈成為生命引導，
盼望天國、盼望永恆的家鄉。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
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
神被稱為他們的神，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前來對我說：
「你到我這裡來，
我將大淫婦所受的
刑罰指給你看」
十七3 被引到曠野看到淫婦
十七1-2

十九10
十九10 約翰想俯伏敬拜，

天使說千萬不可

新婦、新城、羔羊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來對我說：
「你到我這裡來，
我要將新婦 ─
就是羔羊的妻…」
天使就帶我到極高大的山
看到新耶路撒冷城
二二8 約翰想下拜，天使說：
千萬不可，你們要敬拜上帝
二一9

來十一13-16

‧新舊天地之比較 ‧天家極美
要進入新耶路撒冷城，就要跟隨羔羊、成為羔羊的婦；
要放棄巴比倫、放棄過去的、進入新的。

舊天舊地
¾ 創世記有伊甸園
¾ 上帝創造天地、伊甸園
¾ 上帝創造日月星辰在第四天

¾ 舊天舊地有日月眾星的光
¾ 人赤身露體
¾ 沒有敬拜
¾ 額頭上沒有任何的記號

新天新地
¾ 新耶路撒冷城、新天新地
¾ 上帝審判舊的天地、
立下新耶路撒冷城
¾ 上帝成為百姓的光
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
羔羊成為城的燈
¾ 新天新地有神的光
¾ 上帝的百姓穿白衣穿義袍
¾ 人敬拜真神，你要敬拜上帝
¾ 上帝的名字在額頭上

羔羊已經得勝了獸；審判跟恩典是並行的，
¾ 羔羊、新婦的出現是上帝的計劃
¾ 不能減少的是淫婦受審判

‧新舊天地之比較 ‧天家極美

舊天舊地
¾ 人治理全地，一直到被趕出去
¾ 有分別善惡樹暫時的出現，
有個人的自由意志、智慧，
想離開上帝，就墮落
¾ 有人的智慧跟自由意志
¾ 罪惡進入伊甸園
¾ 蛇，被女人的後裔所得勝
¾ 男人勞苦愁煩、女人生產苦楚
每一個人都要死亡
¾ 人被咒詛

新天新地
¾ 人在新耶路撒冷城，
跟上帝一同做王直到永永遠遠
¾ 有生命樹永遠長存
生命樹結十二樣的果子
¾ 上帝的智慧跟上帝的旨意
¾ 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
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
¾ 叫人墮落的蛇跟撒但被燒滅，
最後得勝的是羔羊
¾ 沒有罪、沒有死亡、沒有痛苦，
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¾ 以後再沒有咒詛了

‧新舊天地之比較 ‧天家極美

舊天舊地
¾ 人不再管理伊甸園、
被逐出伊甸園
¾ 人被逐出生命樹
¾ 伊甸園被關閉
¾ 沒有認罪，人需要救恩
¾ 蛇要傷女人的後裔
¾ 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
¾ 神不要與人同行，
基路伯擋住
生命樹的果子，
人被趕出伊甸園

新天新地
¾ 人在新耶路撒冷做王，
主神要光照他們
¾ 人神距離被打開，進入生命樹
¾ 新耶路撒冷城白晝總不關閉，
列國要在城的光裡行走，
那裡原沒有黑暗
¾ 救恩完成了
¾ 羔羊像是被殺過的
¾ 蛇被扔在火湖裡面直到永永遠遠
¾

神的帳幕
在人間，
祂要與人同住

‧新舊天地之比較 ‧天家極美

信徒所盼望的永恆家鄉榮耀的顯現 ─
上帝給祂的百姓預備一個新城，是新的家，
舊約、新約信徒終極的盼望。
1. People 有人
十二個舊約支派

門上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
14 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歷世歷代的信徒在新城裡，
進入新天新地，好得無比！

舊約跟新約、創世記跟啟示錄對比，

上帝把一切都更新了！
人所關心的天地、 日、月、星辰、敬拜、
罪惡、智慧、撒但、咒詛、 生命樹、認罪…
新、舊，完完全全 restored 被更新。
讀創世記的人、墮落的人，
進入人間苦楚，被撒但引誘、犯罪，
勞苦愁煩轉眼成空，要面對死亡的人，
上帝有一個完全嶄新的計畫 ─
祂給你預備一個新的城，是用精金、碧玉做的，
沒有死亡、哭號，有的是感恩、讚美、敬拜為王。
上帝已經替你完全更新了一個新的地方！

‧新舊天地之比較 ‧天家極美

逼迫信徒的獸、大淫婦巴比倫，消失在歷史裡，

12 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

‧新舊天地之比較 ‧天家極美

十二個新約使徒

因為神的榮耀親自在那邊顯現。

2. Place 地方 ─ 完整的城，完美的城
16 城是四方的，共有四千里。

十二乘一千的 stadium 在希臘原文

12 在這個地方很明顯是指著完整，
這「四千里」是指著完美的城。

17 又量了城牆，共有一百四十四肘。
19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

十二乘十二

─ 十二顆珠寶

大祭司胸牌的妝飾，最榮耀、最燦爛妝飾在這城。
大祭司預表耶穌，
有耶穌的人、有羔羊的人，可以進入這新城。

‧新舊天地之比較 ‧天家極美

3. Presence 上帝與人同在
詩篇八十四篇
萬軍的耶和華阿，你的居所何等可愛，
我羨慕渴想耶和華的院宇；
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神呼籲。
世上建立大教堂只是 place ；
上帝盼望的地方是天家，
有 people 有 place 有 presence of God
那個地方有神的同在，
就沒有罪惡、沒有敗壞、沒有死亡，

一切都更新！

親愛的，我把一切都改變了
舊約從伊甸園開始，新約從新城成為完結篇，
¾ 舊約裡的死亡、受苦、咒詛，通通消失在新耶路撒冷城
¾ 你有一個完完全全跟神、跟人在一起，
那種團契、生命樹，可以享受到神人同在
神人同在的喜樂
的喜樂。
。
新約到舊約 ─ 一切都更新了！
有一個新約，有一條新路；有一個新的心
新的心；
；
新的生活、新生的樣式；新的命令 ─ 彼此相愛；
；
新的人 ─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最後，新天新地。
世界在完結篇，在耶路撒冷城，城門打開等你進來；
你進來；
耶穌說「我是羊的門」，祂在等我們進去。
盼望、渴慕的，就今天，接受耶穌成為你個人的救主。

‧新舊天地之比較 ‧天家極美

進入新天新地的時候
= 新城裡面有生命的光、新城裡面沒有殿，
希伯來書 ─ 耶穌成為羔羊、代替大祭司
大祭司，
，
成為最完整、最美的中保，取代舊約的獻祭
舊約的獻祭，
，
羔羊就是我們的殿，因此不需要再獻祭
獻祭
= 你可以進入這精金路、碧玉牆的天城，
可以行在永生神的生命光裡面，
耶穌說「我是生命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再黑暗裡
不再黑暗裡走。
走。」
」
這個時候沒有世界上的黑暗、罪惡捆綁、恐懼
恐懼
= 生命水，耶穌說「我是生命糧、生命水」，
可以滿足天路客的飢渴
趁今天趕快到永生神的盼望裡，祂要給你一個永恆的家。

禱告
天父，
把渴慕你、盼望新耶路撒冷城
成為人生永恆的家鄉的人，

心打開來；
住到我們心裡面來，
讓我們知道世界會有完結篇，
讓我們知道你跟我們永遠在一起的喜樂
─ 新耶路撒冷城終要應驗，
交託生命在你手中。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