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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六十五章 17 - 25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
18 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
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19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
冷
；
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
20 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
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
21 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
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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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新地 ‧末世论‧小启示录‧以赛亚书的两国论
以赛亚书六十五章 17 - 25
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
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
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
23 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
；
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
24 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
25 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豺狼必 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 牛 样；
尘土必作蛇的食物。
在我圣山的遍处，这 切都不伤人，不害物。
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22

从六五17-25 新天新地经文的上文来看 ─
 新天新地是在 六十、六二章
六十 六二章 锡安山，
整本书的核心锡安被更新、被高耸，
门口有救赎主 审判主来保护
门口有救赎主、审判主来保护
 六三、六四章 ─ 以赛亚先知祷告，
知道他的国家已经被掳 心里面难过
知道他的国家已经被掳、心里面难过，
这个漂亮的锡安城，我的百姓有盼望吗？
求你从天上垂顾，
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
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
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
六四1 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
六三15

‧新天新地 ‧末世论‧小启示录‧以赛亚书的两国论
上帝回答以赛亚的祷告：
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
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
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六五1

─ 我的仆人，
我所救赎的余民 给他们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城
我所救赎的余民，给他们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
耶路撒冷城。
耶路撒冷城。
是给以赛亚为被掳的百姓祷告之后，
上帝说 ─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亲爱的 我把 切都更新了！
以前锡安城被咒诅，现在变成欢乐！

六五13-15

老约翰写启示录，新天新地降临主要的原文在这里，
启示录廿一、廿二章
启示录廿
、廿二章 人类最后的归宿，
上帝说：「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新天新地 ‧末世论‧小启示录‧以赛亚书的两国论
不只是给以色列人，也给余民，
也更新了离开伊甸园之后人受咒诅，

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
颠覆伊甸园、甚至创造论 ─
上帝更新动物 ─不再吃人、豺狼可以跟羊羔同食…
新天新地让创世记跟启示录，作一个非常美的收尾 ─
人离开伊甸园、被上帝赶逐之后的出路，
，
借着以赛亚的祷告，
呈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
上帝告诉以赛亚远远超过他关心的 ─
不只是锡安城、被掳百姓，
更让离开伊甸园的人 有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城
更让离开伊甸园的人，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
所有属神的百姓，都可以进在当中。

‧新天新地 ‧末世论‧小启示录‧以赛亚书的两国论
启示录廿一、廿二章之前，正好是审判，

审判就是硫磺火湖，硫磺火湖的原点 ─
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
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
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

六六24

火不灭、审判人！
─上帝用硫磺火湖审判恶人，不敬畏上帝的人
上帝用硫磺火湖审判恶 ，不敬畏 帝的
启示录廿一章 ─ 给他的百姓预备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
启示录廿章

新天新地，帮助以赛亚，
新天新地
帮助以赛亚
也帮助被掳的百姓以外、出伊甸园所有全人类，

以赛亚书六五章

找到永恒的盼望、末世的盼望
─ 正是以赛亚书的一个核心。

‧新天新地 ‧末世论‧小启示录‧以赛亚书的两国论
这边所说的新天新地，第一次出现是 以赛亚书十一章 ─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
在我圣山的遍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
这
切都不伤人，不害物。
不害物

十一6-9a
十
6 9a

十一章

耶西的根，弥赛亚耶稣来了，

是耶和华的膀臂，他先行救赎，
最后行审判 ─ 堕落败坏的人进入硫磺火湖之后，
给他的百姓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
启示录学者：圣 是 花园开始的 ─ 伊甸园，
启示录学者：圣经是从花园开始的
新城市结束的；花园到城市的核心 ─
十字架的耶稣、耶西的根，
锡安城被更新、被掳巴比伦的人可以归回。

‧新天新地 ‧末世论 ‧小启示录‧以赛亚书的两国论
十一章

耶西的根，就是 六五章 引用的经文，用一个字，

让十、十
十、十一、十二章
、十 章 都连在
都连在一起
起 ─ 到那日…

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却要诚实倚靠耶和华
耶和华。
。
十 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
十一10
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
十20

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当那日，从亚述、埃及、古实…都归回锡安城。
埃
实 都
十二1 到那日，上帝啊，我要称谢你，你的怒气已经转消。
十一11-16

上帝让余民，不只是犹太人，外邦人都要归回。

‧新天新地 ‧末世论 ‧小启示录‧以赛亚书的两国论

─ 上帝对外邦的审判：
的审判
十三到十四章 巴比伦；十四章后半段 非利士；
十五到十六章 摩押；
摩押 十七章 大马色跟撒玛利亚；
大马色跟撒玛利亚
十八章 古实 (衣索匹亚)；十九到二十章 埃及；
廿一章 巴比伦，两次提到它受审判；
廿一章11-12 以东；阿拉伯、耶路撒冷、推罗
列邦列国都被上帝的公义审判，任何人都在他审判当中。
十三到二十三章

列邦列国受审判之书，
是十二章 赞美救赎之后，也是透过以赛亚的 ─

十三到廿三章

到那日，
，连结进入列邦列国受审判。

上帝救赎完以后，同时要行审判，到那日 ─

上帝透过「到那日」，成为末世的平台、温床，
好让救赎连结到审判 进入硫磺火湖
好让救赎连结到审判、进入硫磺火湖，
让列邦归向上帝的人进入新耶路撒冷城。

不只连结救赎，也连结 十三章 之后行审判。
以赛亚书非常精彩、有计划的写作，它编在一起。

‧新天新地 ‧末世论‧小启示录 ‧以赛亚书的两国论

以赛亚书是非常精彩有计划的一本书：
是非常精彩有计划的 本书
 一到五章 以色列锡安城如何堕落、六次祸哉
 第六章 以赛亚自己说「我有祸了」
以赛 自 说「
 七到十二章 以马内利之诗，也就是亚哈斯之书
 十三到廿三章 列国列邦之诗
 廿四到廿七章

小启示录，它有启示录的痕迹

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
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
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
灭死
。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
启廿一4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廿五6-8a

以赛亚书廿五章是应验在启示录廿一章。

‧新天新地 ‧末世论‧小启示录 ‧以赛亚书的两国论

─ 被视为以赛亚书的
被视 以赛 书的启示录，
它的中心是上帝普世的得胜、末世的得胜。
十三到二十三章 ─ 列国列邦都已经被审判
列 列邦都已经被审判
廿四到廿七章 ─ 要让上帝的主权延伸到最高潮
预备更好的地方，给属神的百姓有天上的、更美的家乡；
属神的百姓，因为耶稣的钉痕手，最后末世行审判，
进入 六五章 好得无比的地方，连上帝自己都欢喜：
廿四到廿七章

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
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
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

六五18-19
六五18
19

 就像 启示录廿一章
启示录廿 章 没有哭泣、哀号的声音
没有哭泣 哀号的声音
 六五章 就是 廿四到廿七章 的浓缩版

‧新天新地 ‧末世论‧小启示录‧以赛亚书的两国论

地上的国 ─ 赛廿四到廿五章 地上的城要受审判
上的
受审判
天上的国
在这山上，万军的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
在谈新耶路撒冷城，是让我们归回上帝唯一的管道。
启示录上帝为了他的百姓预备新城，成为他的新妇；
启示录
启示录十七到廿一章 ─ 羔羊跟新妇，
等于这边新城跟上帝的爱。
属神的百姓，最后的家乡在新耶路撒冷城。

廿五6

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
「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
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

廿六1-2

到那日，城外有审判，
到那日
城外有审判
城内，新耶路撒冷城的属神的百姓，可以欢喜快乐
欢喜快乐！
！

亲爱的主，

求

帮助我们知道 ─
你给我们预备一个好的地方，
在新耶路撒冷城、好美的地方；
；
上帝更新了一切 ─
再有哭号
再有眼 ，
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眼泪，
连以赛亚都要满足感恩。

帮助华人传道人 ─
以天父预备的新城感恩，
专心被主使用。
专心被主使用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祷告

‧新天新地 ‧末世论‧小启示录‧以赛亚书的两国论

有一个宣教士在非洲宣教一段时间，返国述职，坐船，
宣 士 非洲
上了船才知道 ─ 罗斯福总统也在里面。
船到纽约港口，这么多人迎接我…
人家当然是迎接罗斯福！
「主啊，我在非洲为你尽心尽力，竟然没有人迎接
迎接我
我，
上帝，我不干了！」
上帝感动他 ─ 你的家在天上，
「上帝，我的家在天上」，
「上帝
」
继续靠主站起来，往非洲去。
不在乎世人不称赞 他关心是天上的国
不在乎世人不称赞，他关心是天上的国。
我们是天国的百姓、新耶路撒冷城的百姓，
求主帮助你跟我 ─ 成为新耶路撒冷城的传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