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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第 21－22章 

啟示錄第 21－22章 

恰克 史密思 牧 師 (各各他教會)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啟

示錄 21：1） 

現在，我們已經在千禧年以後了，先前的天已經過去了。彼得

告訴我們先前的天必有大響聲，廢去有物質的必被烈火消化。 

神以說話的方式創造宇宙，當祂說出宇宙存在的同時，祂說出

一個科學上的難題，因為祂一說話物質就存在，祂將質子和電

子聚在一起，在創造物質最基本的單位一原子時，神將原子裡

的質子緊緊地結合在原子核裡，祂違反了物理學上電的定律，

也就是庫倫定律。庫倫定律說到，正電與正電有強烈的排斥力

正極之間也有強大的排斥力而這排斥力有令人震撼的力量。 

原子彈便向我們顯示出一個原子真正的本質，原子彈的爆炸是

由於原子中的。原子核受到一些緩慢移動中子的撞擊，因而破

壞了原子核心，中質子間的精微平衡，使得質子從原子核中釋

放出來，當質子被釋放之時便會有超大的能原和力量被釋放出

來，你便會看見這超大震憾性的能量被顯現出來，當原子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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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子被釋放之時，這能量與維繫質子在原子核中的能量是相對

等的，將質子維繫在原子核中的能量與原子核不穩定，因而造

成質子被釋放的能量是相對等的。 

現在，神用祂的力量維繫宇宙，聖經上告訴我們，祂是利用祂

的力量創造諸事，而萬有也是靠祂而立，也就是靠祂維繫在一

起，要讓整個物質的宇宙爆炸，廢去，祂所要做的只要放鬆祂

維繫的力量，這宇宙就會自然地爆炸。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消

化，諸天都要在火海當中，整個物質的宇宙根據自然定律，就

是質子與質子的互相排斥，整個宇宙都會在眨眼之間廢去。 

神在以賽亞書第六十五章裡說：“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以前

的事不再被紀念，也不再被追想。”我們不會在新天地裡無所

事事，然後突然說：“哦！回想當年，我們在地上如何如

何。”神會將我們腦裡庫存記憶的 DNA分子，就是血氧核糖核

酸分子，完全除去，讓以前的事，不再被紀念，也不再被追

想。 

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啟示錄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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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你們喜歡沖浪的人，感受真是不好，但我相信，神會給我們

這些比海更好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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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1：2） 

這新的耶路撒冷，將會環繞新的大地。我相信新的耶路撒冷會

像月亮一樣在軌道上環繞新的大地。它的尺寸和現在月亮的尺

寸相近，它是一個立方體，不是球體，每邊有一千四百英哩

長。 

如果我們未來可以在三度空間裡行動來往，你知道我們現在是

住在地球的表面上，但如果你有一個以一千四百英哩為邊的立

方體，而我們若能在三度空間裡行動往來的話，當你拿起筆和

記事簿，算一算在這個立方體裡有多少立方英哩，這是一個很

有趣的事情，更不用說的是，如果你們每一個人都挪有一平方

英哩的空間，如果我們需要更多的空間，你所要做的只是將你

的天花板往下擴充半英哩，你會將你所居住的空間增大到一倍

半。（譯者注：剛才所說的平方英哩實際是立方英哩。）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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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

們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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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1：3

－4） 

不再有身體的疾病，也不再有軟弱，不再有疲乏，也不再有困

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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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1：5） 

這聽起來好像在作夢，不是嗎？聽起來好像一個童話故事，幾

乎不可能是真的，正因為在未來會這麼好，同時它讓我們難以

想像它的真實性，所以主在這裡附加這點說：“你要寫上，因

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神在這裡再次見證，祂所宣告

的真理。你可以相信它也可以信靠祂。 

祂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啟示

錄 21：6） 

經上稱主耶穌是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那位，祂是初也是終。

（希伯來書 12：2） 



5 of 24 

啟示錄第 21－22章 

“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啟示錄

21：6） 

主耶穌站在聖殿台上，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

喝。對井邊的婦人說。” （約翰福音 7：37） 

“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

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約翰福音

4：13－14） 

再一次，他呼喚那些乾渴的人說：“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

給那口渴的人喝。”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啟示錄 21：7）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

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馬太福音 25：34） 

聖經上告訴我們，聖徒將承受那榮耀，這在羅馬書 8：17中告

訴我們。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羅

馬書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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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承受神所創造的新宇宙，這都是我們的，要讓我們與耶

穌一起享受那完全的豐盛。 

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啟示錄 21：7）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這是何等的權柄，何等

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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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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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1：8－9） 

下面我們提到那盛有七碗的天使們，其中有一位已經在十七章

裡啟示約翰那大巴比倫宗教系統的滅亡。現在再一次提到那七

位天使，其中的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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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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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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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啟示錄 21：9－11） 

在這裡你看到新的聖城，耶路撒冷從天而降繞著新的大地，在

他的軌道上運行，那樣的五彩繽紛和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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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1：12） 

所以在聖城的居民裡，包括在舊約時代的信徒，就是亞伯拉罕

和神藉著他們的信心，稱他們為義的那些聖徒，也包括新約教

會的聖徒，這是以十二根基使徒的名字作為代表。 

東邊有三門，北邊有三門，南邊有三門，西邊有三門。城牆有

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對我說話的拿著金

葦子當尺，要量那城，和城門城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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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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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21：13－17） 

一肘大約有十八英寸長，就是 45.7公分左右。所以，城牆的

高度大約是 216英呎或是 97或 98公尺左右。 

牆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城牆的根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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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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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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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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1：18－21） 

我想神這樣的設計是為了告訴我們在天上和在我們現在在地上

的價值是不一樣的。在這裡我們以為有價值的，貴重的東西，

人可以為它而死，為它而偷竊，在天上好像它沒有什麼太多的

價值。天上的金子就好像我們今天鋪路的柏油那麼普遍。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啟示

錄 21：22） 

在這裡我們不需要一個聖殿，因為我們隨時隨地都會遇見神。

祂與祂的百姓同住，當你能隨時遇見神的時侯，你不需和神有

個地方會面，祂住在百姓的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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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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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榮耀潔白的光，就是神的榮耀，也就是希伯來之中，神的

“Sheki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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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裡原沒有黑夜。人必將列國的榮

耀尊貴歸與那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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纔得進去。（啟示

錄 21：24－27） 

所以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進得這城的。 

神在新的大地上，會創造一個新的秩序。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你不能限制神。事實上，沒有證據證明人是神所創造的第一個

存在。亞當是神創造人類當中的第一位。至於神在創造人之

前，有創造其它的類別或是有其它智慧的生命，無人能知。在

我們以後，神還會創造什麼樣的生命又有誰能知道呢？神有許

多奧秘，還沒有告訴我們，而發現神的奧秘在歷史上是一個榮

耀的時期。這些奧秘就是神還沒有顯示給我們事實的真相。 

教會就是一個奧秘，直到新約時代，神才啟示教會的真理。保

羅說：在歌羅西書一章二十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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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道理就是歷世歷代向舊約的先知隱藏的奧秘，但如今向祂的

聖徒顯明了。（歌羅西書 1：26） 

這就是教會的奧秘。 

所以，將會有榮耀的事情。將會有列國和地上的君王，要在城

的光裡行走。我們將與主耶穌一同做王，將列國的榮耀獻與

祂。至於是怎樣的新秩序，怎樣的新景象，純屬猜測，沒有太

大的價值去猜測。但當我們到了那裡，發現新秩序，新景象

時，一定會非常有趣。在這裡我不多加敘述。 

第 21章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啟示錄

22：1） 

你知道在那裡一切都是新的，為這一切經上提到的事，在今天

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

萬民。（啟示錄 22：1－2） 

所以，在這裡你看見一棵非常有趣的樹。當然，我們人類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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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和植物上，通過調整基因來做一些許多有趣的事情。我們

可以製造出不同的雜交品種和不同的抵抗力，等等。 

事實上，在以色列別示巴大學，已經製造出一種蕃茄苗，這種

蕃茄苗可以用鹽水灌溉，卻會長出有不鹹的蕃茄。但是誰知道

呢？也許未來他們可以培養出一種蕃茄，在收成時已經有鹹味

了。現在他們已經用地中海的水灌溉蕃茄園了。現在他們利用

基因代碼可以做很多事情。其中一件新的事情就是培養一種新

的桔紅色的鮮豔的無籽葡萄。人能操縱並使用植物的基因規

律，實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當我還小的時候，我們住在美國加州聖他安那的北大街。我們

有一棵樹，上面有加州種和西班牙種的桔子，也有柚子和檸

檬，所以，在年中的一段時間，我們可以摘西班牙種的桔子，

在冬天我們可以摘加州種的桔子，其間我們可以有柚子吃和檸

檬水喝，這只不過是把不同種類的果樹嫁枝接到另一根枝木上

的結果。現在你可以看到一些樹，上面會結桃子和油桃。這真

是有趣的事。 

神將會給我們一棵結十二種果子的樹，每月都會有果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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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是一棵好棒的樹。我是一個非常愛吃水果的人，到時我要

看看是否我可以向神要到幾棵這樣的樹，種在我聖城裡的庭院

裡。 

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啟示錄 22：2） 

所以，在樹的葉子裡也有醫療的功效。 

以後再沒有咒詛。（啟示錄 22：3） 

你記得，地是因為罪的原故受詛咒。 

“地必會為人的緣固受詛咒，地必給人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人

受詛咒，因此人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創世記 3：18－

19） 

但在這裡告訴我們以後再沒有詛咒。 

在城裡有神和羔羊的寶座。祂的僕人都要事奉祂。祂的名字必

寫在他們的額上。（啟示錄 22：3－4）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馬太福音 5：

8） 

祂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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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

示錄 22：4－5） 

很難相信，不是嗎？那就是為什麼立刻他接著說：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啟示錄 22：6） 

這聽起來幾乎好得難以成真。聽起來令人震撼，要喊“哇。”

所以主所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由於我們猜疑的本性，很難

相信神會為我們成就這樣美好的事情。所以，神再一次證實他

所宣告事情的真實性。正是因為我們覺得要和主耶穌基督在祂

榮耀的國度，在新的世界和新的時代裡一同掌權到永遠是何等

的不配，所以，主在這裡向你保證，祂所說的話都是真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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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啟示錄 22：6－7） 

現在主是在同約翰說話。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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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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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曾這樣做過，天使要他站起來對他說：“不要做這樣的

事”。但約翰完全被震撼了，他被所受的景象徹底翻倒，他對

這位告訴他這一切的天使感到無比的震撼，所以他傾倒在他腳

前要敬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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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2：9） 

再一次約翰犯了一個我們人常犯的錯誤，那就是敬拜神所使用

的器皿。天使說：“千萬不可，你只要敬拜神。” 

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

（啟示錄 22：10） 

你還記得在但以理書裡，有話對但以理說：你要隱藏這話，封

閉這書。到了末日必有許多人潛心研究，知識就必增長，所

以，要封閉這書，直到末日時，到那時他們就必明白。這個預

言並不是為但以理那個時代所寫的，在這裡，天使卻對約翰

說：“不可封了這書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要讓這本書繼

續被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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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書上記載的事已經發生了。有趣的是，有人把啟示錄看為

一本封閉的書。“哦，那是一本封閉的書。你不需要去研讀

它。沒有人會明白的。”這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嚐試去研讀，或

者他們試圖將書中所記載的事都靈意化，如果你這麼做的話，

那這些事都變得毫無意義。所以如果你只是單單的讀它，然後

說：“哇，”去接受它所陳述的事實，不加一些，也不減一

些，你就不會有任何的問題。一旦你試圖以靈意來解釋加給一

些奇怪的解釋，那這本書就變得非常難明白了。 

“所以不要封了這書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啟示錄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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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我必快

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啟示錄 22：11

－12） 

因為，我是神的兒女，我不會為我的罪受審判，耶穌基督已經

擔當了我罪的審判。成為神的兒女，我就會得到永生。這是神

的禮物。我不能靠我的努力賺得。我也不配得，這是神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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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

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 2：8－

9） 

“神所賜的”可以翻譯成神的禮物，然而神會照我在地上所做

的工來獎賞我。在天上會有不同等級的獎賞。 

至於永生，是神的禮物。我不配得，也無法賺得。我完全不配

得，只是藉著相信耶穌基督，單單地相信祂，神就賜我這樣的

禮物。相信耶穌基督是得永生的唯一要求，而神也給我信心去

相信。然而，當我相信主耶穌以後，我願意服事神，我願意將

自己完全獻上服事祂。而我為神所做的一切事，我都會因此得

獎賞。只有在純正的動機下為神所做的工作，才會從神那裡得

獎賞。 

很多今天人所做的事是不會得獎賞的。你的工作只是顯示給人

看，讓你出名，讓人說：“哦，看哪，這人真是聖人。”而你

做事就是為了給人這樣的印象，你會學習在合適的時間閉起眼

睛，將雙手合起，同時學習怎樣用公義的聲調說話，目的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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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你在言談之間覺得你和神非常親近。這樣的行為和動機都

是垃圾，你不會得到從神那裡得來的任何賞。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

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馬太福音 6：

1） 

所以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偽善的人，愛站在會場裡

和十字路口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每個人經過旁邊就會說：

“哇！發生什麼事，看他真的是一個屬靈的人。”主耶穌接著

說：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入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報答你。”（馬太福音 6：6） 

當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大聲渲染，也不要手無足蹈地大唱哈利路

亞。學習做事卻不讓人注意到你自己，主說： 

“你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的好行為就將榮耀

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 5：16）。 

因為只有在純正的動機下為神所做的工作，才會從神那裡得獎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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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主耶穌說：“若我們做事是故意要被人看見，要得人的榮

耀，我們便已經得到了我們的賞賜。”所以我們要非常小心，

這是真正的危險，一個狡詐的危險。 

“所以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個人所行的報應他。”（啟

示錄 22：12） 

你記得路加福音十九章告訴我們，有一位從主那裡領了一錠銀

子的僕人，他如何回到主的面前說：“主啊，你的一錠銀子已

經賺了十錠。”主人說：“好善良的僕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

有忠心，可以有權柄管理十座城。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

樂。”第二位僕人說：“主啊！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五

錠。”主人說你也可以管理五座城。”後來又有一位說：“主

啊，你是一個嚴厲的人，沒有種下的還要去收。等等我知道你

會回來向我要你給我的一錠銀子。所以我把錢藏在地下，現在

就在這裡，我把他包在手巾裡，好好的保存著，你現在可以拿

回去。”這人的結果是很悲哀的，是沒有獎賞的，主耶穌說：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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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我是終。”（啟示錄 22：13） 

這些話：“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父神在啟示錄第一

章做的宣告。現在在這裡，主耶穌對約翰做同樣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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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2：14） 

主耶穌說：“我就是羊圈的門。”（約翰福音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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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眾教會

將這些事向你們證明。”（啟示錄 22：15－16） 

所以啟示錄是為眾教會寫的。主耶穌向眾教會差遣祂的使者。 

“我是大衛的根，又是祂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聖靈和

新婦都說：“來！”（啟示錄 22：16－17） 

神邀請你來分享祂永遠的國度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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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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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水是開放的，而且就近可汲，請你自己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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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2：18－19） 

在有這樣的警告之後，我無法想像還有人有膽子隨便篡改啟示

錄這本書，或是隨便亂翻一些東西進去，或是亂翻一些東西出

來。我無法想像，誰會有這樣的膽子。那就是為什麼我按字面

意思接受這本書，雖然我有時不能完全明白。我按字面意思來

接受，也按字面意思來教導，因我不願意犯這加添或刪減的

罪。我寧可按字面意思解釋這本書，即使是錯誤的，也總比按

私意來解釋所造成的加增或刪減的錯誤來得輕微。 

換句話說，這本書是不允許我們隨便刪改或忽視的。我們要做

的就是相信而且照著書教導我們的去行。啟示錄第一章說：

“凡念這書上預言的，聽見又遵守其中記載的都有福了。”

（啟示錄 1：3）所以這就是這書的目的，是讓我們念的，是

讓我們聽見的，是讓我們遵守的，不是讓我們來爭辯或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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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

你來。（啟示錄 22：20） 

當這書寫成的時候，大約是一千九百年以前，那時候主說：

“看哪，我必快來。”但主啊，已經過了一千九百年了，你怎

麼還沒來呢？彼得說： 

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主要降

臨的應許在那裡呢？因為眾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

時候仍是一樣。（彼得後書 3：3） 

他們的意思是說：“你們知道嗎？你們這些笨蛋，神已經不在

人間。”你們真的又蠢又笨，你們還會相信耶穌還會再來的應

許在那裡呢？世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周而復始嗎？人類歷

史決不可能有祂降臨所帶來的間斷。 

但彼得說：“神並沒有把祂的應許上耽延。”（彼得後書 3：

9）這應許就是指主耶穌再來的應許。好像許多人覺得祂在耽

延，但彼得說：“你需要明白不可忘記了，就是主看一日如千

年，千年如一日。”（彼得後書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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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主說祂將要再回來的應許已經將近二千年了。但主的回

答是“我只離開了一兩天之久。”看來我們應該趕快儆醒等

侯，因為主說：“是的我必快來。”（啟示錄 22：12） 

祂為你再來有多快？我們不知道？但我真誠的相信，主再來的

日子是非常非常近了。在何西阿書裡面提到以色列好像會死去

兩天，但第三天神會讓他們復甦，他們會活在神的面前。同樣

這裡一千年如同一日，一日如同一千年，因為在過去兩千年

裡，以色列這個國家看起來是死的，因為以色列是亡國的。但

是他們現在復國了，何西阿的預言已經實現了。所以我們相信

主來的日子已經近了，就在門口了，我和約翰一樣，也會有這

樣的回應，說： 

阿門主耶穌我願你來。（啟示錄 22：20） 

喔！我的心是何等的盼主再來和建立祂的國度。我何等渴望看

見主掌權做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新世界，新時代。 

約翰最後一句告別的話，也就是整本聖經的最後一句結尾語，

何等的合適。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啟示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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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阿門或可譯成”深願如此。 

這句話美不美？這是以何等榮耀的一句話來結束這本榮耀的

書。單單在你我身上留下神的恩惠，或者說主基督的恩惠，我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降在你們身上，得享祂的安息。阿門，深

願如此。 

請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我們感謝你的恩典，藉著恩典你在光中賜給眾聖徒榮耀。謝

謝主，拯救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除去我們心中對你的背逆，

給我們一棵愛的心，有信心的心，主我們願意服事你，因為我

們愛你。主，我感謝你賜給我們一個新世界，新時代的希望。

在那個時代裡，公義將掌權，主耶穌也將永遠掌權就像陽光普

照大地。縱使這一切還沒有實現，但主耶穌啊，我願你快來。

阿門。 

你不以為我能夠帶領大家查完整本聖經，是不是？我也以為我

做不到。感謝主賜給我們祂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

光，是我們生命中的力量，讓我們遠離罪惡以及自私的生命。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給與生命。”我們是何等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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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在神話語的光中。 

我感到十分興奮，就是我們有可能從新開始，走回創世記，在

那裡看見一切開始，也讓我們看見主從始至終是如何地做工。

現在我們將一切事結束，我們已經進入未來永恆的時代，太陽

已經消失不見了，而在未來永恆的時代裡，神要向我們彰顯祂

在耶穌基督裡向我們存的愛和憐恤是何等地無限和豐盛。我們

會永遠永遠地與主同在。所以我們現在將回去，再一次從起初

追蹤人類的叛逆和這叛逆對人類造成的結果。我們也會再一次

看到神對人長久地忍耐和無限地愛。當我們看見祂彰顯，祂的

計畫，同時吸引人接受祂的計畫。最終讓我們能在祂恩典與愛

的國度裡與祂一同分享生命的豐盛直到永遠。 

願主與你同在，也願主祝福你，願祂預備你的心，當我們再一

次預備重新查考整本聖經。我真正相信這將是我們最後一次查

考一起學習認識祂的榮耀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