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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六十五章 17 - 25以賽亞書六十五章 17 - 25

17看哪！我造新天新地；

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

18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

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為人所樂。

19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樂；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 因我的百姓快樂

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音。

20其中必沒有數日夭亡的嬰孩，也沒有壽數不滿的老者；其中必沒有數日夭亡的嬰孩 也沒有壽數不滿的老者

因為百歲死的仍算孩童，有百歲死的罪人算被咒詛。

21他們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21他們要建造房屋 自己居住；

栽種葡萄園，吃其中的果子。

以賽亞書六十五章 17 - 25以賽亞書六十五章 17 - 25

22他們建造的，別人不得住；他們栽種的，別人不得吃；

因為我民的日子必像樹木的日子；

我選民親手勞碌得來的必長久享用。

23他們必不徒然勞碌，所生產的，也不遭災害，

因為都是蒙耶和華賜福的後裔；他們的子孫也是如此。因為都是蒙耶和華賜福的後裔 他們的子孫 是如此

24他們尚未求告，我就應允；正說話的時候，我就垂聽。

25 豺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豺狼必與羊羔同食 獅子必吃草與牛 樣

塵土必作蛇的食物。

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在我聖山的遍處 這 切都不傷人 不害物

這是耶和華說的。

‧新天新地‧末世論 ‧小啟示錄 ‧以賽亞書的兩國論

從 六五17-25 新天新地經文的上文來看 ─
新天新地是在 六十、六二章錫安山，新天新地是在 六十 六二章錫安山

整本書的核心錫安被更新、被高聳，

門口有救贖主、審判主來保護門口有救贖主、審判主來保護

 六三、六四章 ─ 以賽亞先知禱告，

知道他的國家已經被擄、心裡面難過，知道他的國家已經被擄、心裡面難過，

這個漂亮的錫安城，我的百姓有盼望嗎？

六三15 求你從天上垂顧，

從你聖潔榮耀的居所觀看。

你的熱心和你大能的作為在哪裡呢？

你愛慕的心腸和憐憫向我們止住了。

六四1 願你裂天而降；願山在你面前震動。



‧新天新地‧末世論 ‧小啟示錄 ‧以賽亞書的兩國論

上帝回答以賽亞的禱告：

六五1 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現在求問我；六五1 素來沒有訪問我的 現在求問我；

沒有尋找我的，我叫他們遇見；沒有稱為我名下的，

我對他們說：「我在這裡！我在這裡！」我對他們說 我在這裡！我在這裡！」

六五13-15 ─ 我的僕人，

我所救贖的餘民 給他們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我所救贖的餘民，給他們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

是給以賽亞為被擄的百姓禱告之後，

上帝說 親愛的 我把 都更新 ！上帝說 ─ 親愛的，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以前錫安城被咒詛，現在變成歡樂！

老老約翰寫啟示錄，新天新地降臨主要的原文在這裡，

啟示錄廿一、廿二章 ─ 人類最後的歸宿，啟示錄廿 廿二章 人類最後的歸宿

上帝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新天新地‧末世論 ‧小啟示錄 ‧以賽亞書的兩國論

不只是給以色列人，也給餘民，

也更新了離開伊甸園之後人受咒詛，

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

顛覆伊甸園、甚至創造論 ─
上帝更新動物 ─ 不再吃人、豺狼可以跟羊羔同食…

新天新地讓創世記跟啟示錄，作一個非常美的收尾 ─
人離開伊甸園、被上帝趕逐之後的出路，

藉著以賽亞的禱告，

呈現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

上帝告訴以賽亞遠遠超過他關心的 ─上帝告訴以賽亞遠遠超過他關心的 ─
不只是錫安城、被擄百姓，

更讓離開伊甸園的人，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更讓離開伊甸園的人，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

所有屬神的百姓，都可以進在當中。

‧新天新地‧末世論 ‧小啟示錄 ‧以賽亞書的兩國論

啟示錄廿一、廿二章之前，正好是審判，

審判就是硫磺火湖，硫磺火湖的原點 ─審判就是硫磺火湖 硫磺火湖的原點

六六24 他們必出去觀看那些違背我人的屍首；

因為他們的蟲是不死的；他們的火是不滅的；因為他們的蟲是不死的；他們的火是不滅的；

凡有血氣的都必憎惡他們。

火不滅、審判人！

啟示錄廿章 ─ 上帝用硫磺火湖審判惡人，不敬畏上帝的人啟示錄廿章 上帝用硫磺火湖審判惡人 不敬畏上帝的人

啟示錄廿一章啟示錄廿一章 ─ 給祂的百姓預備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

以賽亞書六五章新天新地，幫助以賽亞，以賽亞書六五章新天新地，幫助以賽亞，

也幫助被擄的百姓以外、出伊甸園所有全人類，

找到永恆的盼望、末世的盼望找到永恆的盼望、末世的盼望

─ 正是以賽亞書的一個核心。

‧新天新地‧末世論 ‧小啟示錄 ‧以賽亞書的兩國論

這邊所說的新天新地，第一次出現是 以賽亞書十一章 ─

十一6-9a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十 6 9a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 豹子與山羊羔同臥…
在我聖山的遍處，

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 切都不傷人 不害物

十一章 ─ 耶西的根，彌賽亞耶穌來了，

是耶和華的膀臂，祂先行救贖，

最後行審判 ─ 墮落敗壞的人進入硫磺火湖之後，

啟示錄學者：聖經是從花園開始的 ─ 伊甸園，

給祂的百姓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

啟示錄學者：聖經是從花園開始的  伊甸園，

新城市結束的；花園到城市的核心 ─
十字架的耶穌、耶西的根，十字架的耶穌 耶西的根，

錫安城被更新、被擄巴比倫的人可以歸回。



‧新天新地‧末世論‧小啟示錄 ‧以賽亞書的兩國論

十一章耶西的根，就是 六五章 引用的經文，用一個字，

讓 十、十一、十二章 都連在一起 ─ 到那日…讓 十 十 十二章 都連在 起  到那日…
十20 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卻要誠實倚靠耶和華耶和華。。

十 10 到那日 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十一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

外邦人必尋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耀。

當那日十一11-16 當那日，從亞述、埃及、古實…都歸回錫安城。

十二1 到那日，上帝啊，我要稱謝你，你的怒氣已經轉消。

上帝讓餘民，不只是猶太人，外邦人都要歸回。

上帝救贖完以後，同時要行審判，到那日 ─
不只連結救贖，也連結 十三章 之後行審判。不只連結救贖 也連結 之後行審判

以賽亞書非常精彩、有計劃的寫作，它編在一起。

‧新天新地‧末世論‧小啟示錄 ‧以賽亞書的兩國論

外邦十三到二十三章 ─ 上帝對外邦的審判：

十三到十四章 ─ 巴比倫；十四章後半段 ─ 非利士；

十五到十六章 ─ 摩押；十七章 ─ 大馬色跟撒瑪利亞；

十八章 ─ 古實 (衣索匹亞)；十九到二十章 ─ 埃及；

廿一章 ─ 巴比倫，兩次提到它受審判；

廿一章11-12 ─ 以東；阿拉伯、耶路撒冷、推羅

十三到廿三章列邦列國受審判之書，

列邦列國都被上帝的公義審判，任何人都在祂審判當中。

之

是 十二章讚美救贖之後，也是透過以賽亞的 ─
到那日，連結進入列邦列國受審判。到那日 連結進入列邦列國受審判

上帝透過「到那日」，成為末世的平台、溫床，

好讓救贖連結到審判、進入硫磺火湖，好讓救贖連結到審判、進入硫磺火湖，

讓列邦歸向上帝的人進入新耶路撒冷城。

‧新天新地 ‧末世論‧小啟示錄‧以賽亞書的兩國論

以賽亞書 非常精彩有計劃的 本書以賽亞書是非常精彩有計劃的一本書：

 一到五章 ─ 以色列錫安城如何墮落、六次禍哉

 第六章 ─ 以賽亞自己說「我有禍了」

 七到十二章 ─ 以馬內利之詩，也就是亞哈斯之書書

 十三到廿三章 ─ 列國列邦之詩

 廿四到廿七章 ─ 小啟示錄，它有啟示錄的痕跡

廿五6-8a 在這山上，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民用肥甘設擺筵席，

用陳酒和滿髓的肥甘，並澄清的陳酒，設擺筵席。清 席

他又必在這山上除滅遮蓋萬民之物和遮蔽萬國蒙臉的帕子。

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華必擦去各人臉上的眼淚。吞滅死 直到永遠 主耶和華必擦去各人臉上的眼淚

啟廿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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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廿五章是應驗在啟示錄廿一章。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號 疼痛

‧新天新地 ‧末世論‧小啟示錄‧以賽亞書的兩國論

啟示錄廿四到廿七章 ─ 被視為以賽亞書的啟示錄，
它的中心是上帝普世的得勝、末世的得勝。

十三到二十三章 ─ 列國列邦都已經被審判

廿四到廿七章 ─ 要讓上帝的主權延伸到最高潮

預備更好的地方，給屬神的百姓有天上的、更美的家鄉；

屬神的百姓，因為耶穌的釘痕手，最後末世行審判，

進入 六五章好得無比的地方，連上帝自己都歡喜：

六五18-19 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六五18 19 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

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為人所樂。

我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樂；我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 因我的百姓快樂；

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音。

就像 啟示錄廿 章 沒有哭泣 哀號的聲音就像 啟示錄廿一章 ─ 沒有哭泣、哀號的聲音

 六五章就是 廿四到廿七章的濃縮版



‧新天新地 ‧末世論 ‧小啟示錄‧以賽亞書的兩國論

地上的國地上的國

天上的國

─ 賽廿四到廿五章地上的城要受審判

廿五6 ─ 在這山上，萬軍的耶和華必為萬民用肥甘設擺筵席，

在談新耶路撒冷城，是讓我們歸回上帝唯一的管道。

啟示錄十七到廿一章 ─ 羔羊跟新婦，

啟示錄啟示錄上帝為了祂的百姓預備新城，成為祂的新婦；

等於這邊新城跟上帝的愛。

屬神的百姓，最後的家鄉在新耶路撒冷城。

廿六1-2 當那日，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

「我們有堅固的城。耶和華要將救恩定為城牆，為外郭。我們有堅固的城 耶和華要將救恩定為城牆 為外郭

敞開城門，使守信的義民得以進入。」

到那日 城外有審判到那日，城外有審判，

城內，新耶路撒冷城的屬神的百姓，可以歡喜快樂歡喜快樂！！

‧新天新地 ‧末世論 ‧小啟示錄‧以賽亞書的兩國論

有一個宣教士在非洲宣教一段時間，返國述職，坐船，

上了船才知道 ─ 羅斯福總統也在裡面。

船到紐約港口，這麼多人迎接我…
人家當然是迎接羅斯福！

「主啊，我在非洲為你盡心盡力，竟然沒有人迎接我迎接我，，

上帝，我不幹了！」

上帝感動他 ─ 你的家在天上，

「 帝 我的家在天上「上帝，我的家在天上」，

繼續靠主站起來，往非洲去。

我們是天國的百姓、新耶路撒冷城的百姓，

不在乎世人不稱讚，他關心是天上的國。

我們是天國的百姓 新耶路撒冷城的百姓

求主幫助你跟我 ─ 成為新耶路撒冷城的傳道人。

親愛的主 禱告禱告
求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知道 ─

禱告禱告

你給我們預備一個好的地方，

在新耶路撒冷城、好美的地方；在新 冷城 美的 方

上帝更新了一切 ─
不再有哭號、不再有眼淚，不再有哭號 不再有眼淚

連以賽亞都要滿足感恩。

幫助華人傳道人 ─幫助華人傳道人

以天父預備的新城感恩，

專心被主使用。專心被主使用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