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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二一 1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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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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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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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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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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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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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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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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這是第二次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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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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百姓有福氣，因為你是新婦因為羔羊愛你！

第一章 羔羊出現

第六章 七印七號七碗末世的災害，

過程中羔羊一直在旁邊，

扶著你度過短暫的苦難

十七章 巴比倫 大淫婦，一個一個被打下來

十九章 羔羊騎著白馬、得勝，
進入千禧年、進入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二十一章 新天新地

啟示錄就是一首羔羊跟新婦的戀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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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面對是永恆神的同在 7 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

帶一個永恆的觀念來讀啟示錄 ─

人間最後的末世論、最後都是要往那裡去，

滅亡、硫磺火湖，或是新耶路撒冷城。

進入新耶路撒冷，經歷到神跟人同在 ─面對面，

4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

新婦跟羔羊、跟上帝在一起的時候，就進入永恆。

神已經預備好新耶路撒冷在那邊，

繼續走下去，他在鼓勵我們 ─信心、信靠。

兩個角度來思想，怎麼樣在活著的時候有永恆的觀念，

讓今生活的跟永生連結。

南半球上空有一個像歐洲這麼大的臭氧層破洞，

還繼續在擴大，北半球也不能免疫；

那是三十年前污染的空氣，

慢慢浮升到上面去，才把那個臭氧瓦解，

因此紫外線會射進去，人皮膚癌在增加！

先前的天地都過去了、海也過去了

眼淚也過去了，悲哀、痛苦、哭號通通過去了

甚至膽怯、不信、可憎、殺人、淫亂的，

通通也過去，放在硫磺火湖裡面

一進入永恆國度，上帝的百姓

完全進入新的境界 ─ 進入永恆
新天新地就不再有舊天舊地，

盼望今生今世的人 ─ 盼望錯焦點了！

‧過去的時空都成為過去‧神人相會必成永恆 ‧帶著永恆的眼光看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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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末，世界越來越腐敗、越腐蝕，

雖然人作環保，發覺是在走不歸路；

舊的天地必要過去，

保住的是會敗壞的一個世界。

南半球有一個島國，斐濟的北邊叫吐瓦嚕，

2001年政府宣布：他們對抗海平面上升的努力

已經失敗，逼得他們全民遷移；

還會有其他島、其他國家，會慢慢的被海平面追上來來，

因為南極洲冰山整個溫室效應、污染、放熱，污染、放熱，

地球已經給人破壞，舊的天地要過去。過去。

聖經寫得很清楚 ─ 先前的天地會過去，

進入永恆的時候，今世都是短暫的。

‧過去的時空都成為過去‧神人相會必成永恆 ‧帶著永恆的眼光看今生

傳一13 神叫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

詩九十9-10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

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

人類面對的還不只是環境而已，

是從墮落以後，死亡、分離、眼淚、悲哀、哭號。

你會想家，但是你一回家，

家人老的老、年輕的離開了，

你不可能回去原來的家鄉。

德夫札克到美國，寫了「新世界交響曲」…

人都在走一條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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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永恆之前，舊的天地會消失。

彼後三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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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

怎樣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

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舊約所應驗的新約所盼望的，現在進入新天新地！

你就經歷到過去的時空都變成過去，

開始要唱歌、進入新天新地、進入永世，

進入羔羊預備新耶路撒冷，明白上帝真是愛你，

明白羔羊真是你的新郎、你願意成為他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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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經歷到上帝跟我們在一起 ─ 上帝的帳幕在人間。

從舊約角度來看，上帝向誰顯現、那個人必死：

摩西看到上帝，趕快把頭低下來俯伏敬拜

烏撒摸上帝的約櫃，當場死

亞倫的兩個兒子獻凡火，被火燒了

幾乎要看到上帝的以賽亞，他說「我有禍了我有禍了」」

神本來就跟人不一樣，你不敢靠近祂，

啟示錄十五章用玻璃海 ─ 很遠，描繪我們看不到上帝。

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個距離被切斷了，

上帝跟我們在一起，

上帝的帳幕就好像出埃及記的時候…
現在那個雲彩帳幕就住在我們當中，

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神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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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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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永恆眼光，今生的短暫變成索然無味、無所謂，

歷史走到盡頭時，人將跟立永約的神在永恆裡團聚。

神人同在是舊約、新約大家的盼望，

希伯來文叫 Immanuel 以馬內利，

聖經加起來總共三百六十五次；

不只是同在，還跟我們立約 ─

舊約、亞伯拉罕之約、大衛之約、新約；

現在在新天新地的時候，

二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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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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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佈道家 ─葛理翰博士，

晚年得到可怕的帕金森症，會摧毀人的思考力跟健康。

「你的信仰還能夠讓你平靜安穩的面對這一切嗎？

你所傳的，你仍然深信不疑嗎？」

這位虔誠的福音派的老將充滿感情的回答說：

「我真是等不急要見我的主啊！」

今世不比永恆常，他在盼望永生…

有基督的生命，是永無止境的希望
Life with Christ is Endless Hope
沒有基督的生命，是永無盼望的終結
Without Him, a Hopeless End

聖詩「小伯利恆」作曲 Phillips Br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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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所當看的

七印七號七碗，苦難、眼淚、逼迫、憂傷過程當中，

看到盡頭 ─ 羔羊騎著白馬，最後施行審判，

硫磺火湖裡的死人通通淹埋，

帶領我們進入新天新地。

永恆的眼光引導現在每一步。

天路歷程裡那個憂傷的人，

基督徒告訴他：「你走到人生最低谷啦！」

他回答：「我突然現在覺得非常好，

我踩到河谷的谷底了，我再來只有往上，

我看到遠處高山，就開始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七印七號七碗要進入新天新地時候，要有一個永恆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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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所當看的

目前所看到的光景 ─ 日光之下，通通會變成過去，

世人所犯的罪惡，結局也是死亡 ─ 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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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這是第二次的死。

不要因為別人阻擋你信耶穌 ─ 膽怯
不要因為信耶穌會有十字架 ─ 膽怯
不要因為種種的威脅 ─ 膽怯

罪惡是有結局的、上帝仍然是公義的。

莎士比亞「查理三世」劇裡面說：

我們所我們所追求的是短暫的人生恩寵，卻忘了上帝永久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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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住在主裡面是人生的一切

飢餓

口渴

疲倦

罪惡

死亡

讓耶穌今天充滿你，你就進入永恆！

宋尚節：

沒有甚麼危險可以叫你懼怕

沒有甚麼重擔你不能靠主擔負

沒有甚麼環境你不能歌唱

沒有甚麼舊性你不能致死

沒有甚麼安排不是為你的好處

沒有甚麼勝利不是出於恩典

沒有甚麼缺乏上帝不為你預備

沒有甚麼恩典不是出於寶血

沒有甚麼豐富不在基督裡面享受

我是生命的糧

我是生命的水

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已經替你釘在十字架上，赦免你的罪赦免你的罪

復活在我、生命在我

禱告禱告
天父，

讓主耶穌的寶血充滿我們每一個 ─

聽、看、讀網路任何人，

心裡面被基督的愛得著 ─

進入永生

放棄短暫

抓住永恆

讓主成為我們生命的引導。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