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二二 6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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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作僕人的。

你要敬拜神。」

第四十課第四十課 天上人間天上人間
啟二二 6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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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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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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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課第四十課 天上人間天上人間

啟二二 6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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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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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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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證明這事的說： 「是了，我必快來！阿們！」

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21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第四十課第四十課 天上人間天上人間 天上人間天上人間

6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

是眾先知所盼望的、是新約所盼望的。

18-19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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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的啟示、特別是權威性的啟示做一個結論，

權威直到啟示錄結束，從創世記到啟示錄六十六卷

不包括天主教的次經，或猶太教的偽經

只有舊約三十九卷、新約二十七卷，這些才是權威

進入永恆放棄短暫！



天上人間天上人間‧從永恆來看今生 ‧今生今世都要過去 ‧永生永世永遠長存 ‧不要分心

莎士比亞的劇「查理三世」講的話：

我們所追求的是短暫的人、事、恩寵；
忘卻的是上帝永恆的慈悲。

上帝給我們預備新城美好無比，

我們卻是追求舊的天地 ─ 短暫的人、事、恩寵，

要在一個永恆角度來看、調整你的人生的價值觀，

讓啟示錄來引導你的心思意念。

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結束的時候：

一個人還沒有走到盡頭的時候，
請不要說他是幸福的。

從末世、從結局，蓋棺才能夠論定！

‧從永恆來看今生 ‧今生今世都要過去 ‧永生永世永遠長存 ‧不要分心

從末世、從永恆角度，來看今生短暫，

聖經所呈現一個永恆的真理 ─

天上人間！

People of God 上帝的百姓

歷世歷代跟從耶穌、盼望彌賽亞，

跟從耶穌、跟從神的 people；
十二支派、十二使徒…

Place of God 地方
整個末世的焦點是新耶路撒冷城

Presence of God、People of God、Place of God

Presence of God 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親自與我們同在同在。。

‧從永恆來看今生 ‧今生今世都要過去 ‧永生永世永遠長存 ‧不要分心

啟示錄告訴我們有七個福氣，引導帶著一個永世的觀念，

思考怎麼樣變成一個有福的人、怎麼樣經歷到天上人間。

十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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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15 那儆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

死本來是咒詛，現在變成福氣。

儆醒的知道七碗、大淫婦巴比倫被毀滅、新天新地要出現。

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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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永恆來看今生 ‧今生今世都要過去 ‧永生永世永遠長存 ‧不要分心

二二7 凡遵守這書上豫言的有福了！

七種福氣光照之下，永恆的角度來看天上人間。

十四9 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世人都要經過第二次的死，屬神的只有第一次的死。

二二14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可以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

二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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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婦預備好，被耶穌寶血遮蓋、有聖靈成為印記。



‧從永恆來看今生 ‧今生今世都要過去 ‧永生永世永遠長存 ‧不要分心‧從永恆來看今生 ‧今生今世都要過去‧永生永世永遠長存 ‧不要分心

末世會很快速的 ─ 就像錄影帶快速的轉。

從傳道書角度，看日光之下的人，

比較人家的金銀財寶、名聲地位，

三大試探 power、money、sex。
魔鬼用這三個要人短視 ─ 看今生、不看永恆，

不懂得主必再來、不懂得末後必成

一直忙著這一段時間、更不留意還有第二次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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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的生命、生活是否有意義，

就看你是否有永生的確據。

‧從永恆來看今生 ‧今生今世都要過去‧永生永世永遠長存 ‧不要分心

你要一個永恆的角度來引導你的一生，

看到山頂、一直爬上去，

不要給其他的岔路所分心、所吸走。

凡是短暫的，不要浪費時間在上面。

如果你現在所做的事情沒有永恆意義，

趁早放下來，不要浪費時間。

老年人時間不多，當把心融化、放在主面前

年輕人青春不要留白、免得年老空白，

有永恆觀念，好好使用在世上的光陰

All that is not Eternal 一切不是永恆的事物

Is Eternally out of Date 永遠會被時間所淘汰

‧從永恆來看今生 ‧今生今世都要過去‧永生永世永遠長存 ‧不要分心

每一個人都要老化，

哥林多後書 ─肉體天天毀壞
要照好的照片，不是明天、是現在，

因為明天在老化！

永恆的觀念來看今生，趕快把生命放在主面前，

明天不會永遠是你的。

托爾斯泰 ─

可以掌握到的時間是今天
一隻手中的鳥，值過樹林裡面的兩隻

a bird at hand, worth two in the bush

趁今天，不要短視，帶著永恆觀念，

讓今生今世會過去的過眼雲煙，成為次要的。

‧從永恆來看今生 ‧今生今世都要過去‧永生永世永遠長存‧不要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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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越多的人往往越近視，

像那個大財主 ─ 路加福音十六章，

不照顧拉撒路可憐的窮人，

他永恆要去的陰間、不懂得投資一毛錢。

財富往往跟靈性成反比。

難怪約翰說；「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不要忽視永生永世是永遠長存的，

不懂得為永恆來投資，錢、物質，叫人家瞎了眼。



‧從永恆來看今生 ‧今生今世都要過去‧永生永世永遠長存‧不要分心

你生命裡面需要被洗乾淨 ─ 常常的認錯，

免得在永死過程中是非常可憐的。

趁今天，如果能洗乾淨的，趕快洗乾淨！

越有逼迫、越有困難的人，才會知道什麼叫永恆永恆，，

錢越多的，就不在乎永恆，

佛教 ─ 用錢來買來生，藉著死人來賺活人的錢。活人的錢。

永恆，在基督復活的生命當中，

有永生、永存、新耶路撒冷城，帶給你永恆的盼望。

給苦難的人鼓勵：

財富是上帝的恩賜，苦難貧窮更是

苦難貧窮讓你能從短視的焦點當中看永恆

二一8 說謊的、拜偶像的、…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

‧從永恆來看今生 ‧今生今世都要過去 ‧永生永世永遠長存‧不要分心

今生今世不比永生永世長，不要被今生的東西吸走，

不要走岔路，要專心、要定睛。

No one was ever Lost on a Straight Road
走直路的人永遠不會迷路

目標集中 ─ 耶穌成為你的標竿，定睛在祂身上，

常常看祂，不要分心！

一個射箭師教學生射箭，

他問學生「你看到什麼？」

他說「我看到樹、看到房子、看到鳥」…
一段時間「你看到什麼？」

他說「我看到那樹、還有鳥」…
第三次「你現在看到什麼？」

他說「我單單看到那隻鳥」，「現在可以射了！」

天上人間天上人間

我們為什麼要進入天國呢？加爾文：

讓你一生的焦點定睛在耶穌身上，

讓人間就有天上、永恆的觀念引導你今生，

被主所用、被主所帶、走天路歷程的人，

面對基督標竿直走！

我要上天堂不是因為天堂美好、也不是因為逃避地獄的火，

是因為愛我的上帝在那裡！

祂給我生命糧、給我生命水、祂給我預備一個新城，

是因為愛我的上帝在那裡！

耶穌，是大衛的後裔、是明亮的晨星，

口渴的可以到祂這裡來喝。

讓耶穌從現在開始引導你，天上從人間開始的。

禱告禱告
天父，謝謝你賜下這一本寶貴的書，

讓我們走天路的人 ─

明白主耶穌成為我們的標竿，

讓我們放棄世界上的勞苦愁煩，

放下各樣短暫的罪惡敗壞；

跟從主、不走岔路、定睛在基督身上，

讓你成為我們一生的引導，

讓我們在新耶路撒冷當中跟你永遠面對面。

聽我們禱告、感恩，

把看過啟示錄主日學的人，

通通在基督裡面生命被更新，交在你面前。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