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录

第卅三课 末世结婚进行曲
第卅三课…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暂停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

请按

前后换片 暂停
前后换片、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开始播放

第卅三课 末世结婚进行曲

末世结婚进行曲

启十九1 - 10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
说：「哈利路亚！因为主 我们的神 全能者作王了
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7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
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8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9 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
「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10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
「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
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
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
6

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乎我们的神！
2 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
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
3 又说：「哈利路亚！
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
4 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
说：「阿们！哈利路亚！」
5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哪，
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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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十九1 - 10

一进入末世、过了十八章，最好的形容词 ─
「结婚进行曲、羔羊的婚筵」
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位王，
来预备娶亲的筵席。

太二二1-2

 十七、十八章
十七 十八章 ─ 巴比伦垮啦、大淫妇倾倒啦
巴比伦垮啦 大淫妇倾倒啦
 十九章 ─ 进入新妇、被迎接
巴比伦灯光在你中间决不能再照耀；
巴比伦灯光在你中间决不能再照耀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

十八23

十九章一打开天上
 有四次的哈利路亚 ─ 一、三、四、六节
 还有更多的声音

末世结婚进行曲
十八章没有声音，
 只听到大力的天使…说：
只听到大力的天使 说：
「巴比伦大城就必这样被猛力的扔下去」
 那边没有弹琴奏乐、吹笛、吹号的声音，
那边没有弹琴奏乐 吹笛 吹号的声音
─听不到快乐的声音
当羔羊被预备好的时候，就有好多声音
当羔羊被预备好的时候
就有好多声音
 有群众、众水、大雷、欢喜快乐筵席的声音
 甚至还说：参加羔羊婚筵的有福了
甚至还说 参加羔羊婚筵的有福了
十九章等于未世结束的时候，预备好新娘 ─
 羔羊婚筵的时候，欢欢喜喜四次哈利路亚
 四个活物、二十四个长老，围绕成为见证人
末世来临的时候，正像一首结婚进行曲

‧婚筵是神的心意 ‧淫妇被逐出婚礼‧上帝邀新妇参加婚筵‧反思
上帝乐意跟他的百姓，有灵里的喜乐团圆。
旧约里上帝爱他的百姓 ─ 用婚姻来表示，最高潮、最喜乐！
创世记第二章，亚当被创造以后，
上帝从亚当的肋旁抽出 块肋骨、
上帝从亚当的肋旁抽出一块肋骨、
吹了一口气造出夏娃，
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 涌出的赞美诗：
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涌出的赞美诗：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婚姻是神所造的 结婚是上帝所祝福的
婚姻是神所造的、结婚是上帝所祝福的。
弗五31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亚当跟夏娃二人合为一体，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上帝乐意祝福婚姻，
上帝乐意祝福婚姻
性、爱、家庭，是上帝所祝福的对象。

‧婚筵是神的心意 ‧淫妇被逐出婚礼‧上帝邀新妇参加婚筵‧反思
 启示录第一章，婚礼的主角耶稣，早就预备好了
 新妇 ─ 小亚细亚七个教会、历世历代
历世历代上帝的百姓
 第四章开始，结婚的场地已经布置好了
 证婚人 ─ 坐在宝座上的上帝
 婚筵的乐队 ─ 人间不曾听闻的佳乐，
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物
 十九章新娘出现，有赞美、感恩，
出现 有赞美 感恩
有群众、众水、大雷的声音，上帝被敬拜
末世像一首结婚进行曲，是欢喜、是快乐，
不只是审判，还谈到喜悦、感恩。
对像 ─ 新妇；谁？属神的百姓！

‧婚筵是神的心意 ‧淫妇被逐出婚礼‧上帝邀新妇参加婚筵‧反思
旧约一惯的原则 ─ 上帝爱他的百姓，用婚姻来描绘

以赛亚书，上帝爱以色列人，就好像新郎爱新娘，
上帝爱以色列人 就好像新郎爱新娘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拔出来，放到迦南地，
种 个葡萄园 为他所爱的人来唱歌
种一个葡萄园，为他所爱的人来唱歌。

何西阿书说明上帝爱他的百姓心一直不变。
以色列人放到迦南地以后一直拜偶像，
上帝就藉何西阿说：
「不要去拜这些被造之物、要敬拜真神。」
以色列人蛮可怜的 就离开神。
以色列人蛮可怜的…就离开神。
上帝借着何西阿说明，
「歌蔑有好多外面的男人，
但是上帝仍然叫何西阿去爱歌蔑。」

‧婚筵是神的心意 ‧淫妇被逐出婚礼‧上帝邀新妇参加婚筵‧反思

‧婚筵是神的心意
‧婚筵是神的心意
‧淫妇被逐出婚礼
‧淫妇被逐出婚礼‧上帝邀新妇参加婚筵‧反思
‧上帝邀新妇参加婚筵‧反思

天国好像一位王，
来预备娶亲的筵席。

十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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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揭开第一印以后…
末世更像 首结婚进行曲
末世更像一首结婚进行曲，
 七号七碗 ─ 好像人间迎娶新娘前锣鼓跟鞭炮
 在结婚礼堂、宝座前准备好参加羔羊的婚筵的人，
在结婚礼堂 宝座前准备好参加羔羊的婚筵的人
已经穿好白衣在静候、等候了
在旁边观看约翰的心情，
正好像天国大乐队妙音一般 ─
昂首等待着羔羊的新妇出现，
盼望着在 婚者宣布「 家请 下」 前，
盼望着在主婚者宣布「大家请坐下」之前，
好好瞧瞧美丽新娘的面貌！

‧婚筵是神的心意 ‧淫妇被逐出婚礼 ‧上帝邀新妇参加婚筵‧反思

十八章大淫妇赶走、十九章才有新妇出现，
十八章大淫妇赶走
十九章才有新妇出现
上帝借着审判来祝福新妇。
当整个大淫妇倾倒了之后，
当整个大淫妇倾倒了之后
才会有世界上完完全全判断公义。
2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

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
世界的公义只有到末世才会出现，
「今生也完全公义」的世界观，
并不符合圣经的末世观。

‧婚筵是神的心意 ‧淫妇被逐出婚礼‧上帝邀新妇参加婚筵 ‧反思

是上帝主动邀请，不是人自己可以找神，
是上帝找人、上帝预备救恩：
 第一章新郎 ─ 羔羊、弥赛亚的救恩
 第四、五章四活物和二十四个长老
 第六章开始七印七号七碗
 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已预备好了
新妇就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让人在新妇里可以穿洁白的衣服

启示录的基督论跟约翰福音的基督论不一样，
启示录耶稣是公义审判的角色。
十八章大淫妇被赶走，人间的婚筵产生了，
进行曲在吹了、等待新妇出现。
 淫妇被赶出去，取而代之的 ─
是结婚进行曲中音乐跟敬拜
 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敬拜感恩
 二十四位长老、四活物，在宝座面前敬拜
二十四位长老 四活物 在宝座面前敬拜
5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哪，

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大淫妇被赶出去，
人间有完完全全的公义、世界的败坏被洗干净。

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
你们都要因她欢喜，
因为神已经在她身上伸了你们的冤。

十九9

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因信称义，因着信神的儿子耶稣遮盖我们，
把淫乱败坏刷下去，我们变成新妇！
好像基督跟教会，教会被洁净，为了迎接新妇
新妇。
。

‧婚筵是神的心意 ‧淫妇被逐出婚礼‧上帝邀新妇参加婚筵‧反思

影响到灵命、价值观，带着基督论的眼光来看末世观。
1 要想参加末世婚礼的人
1.
要想参加末世婚礼的人，需要拒绝与世俗为友
需要拒绝与世俗为友
拒绝巴比伦、行淫、朱红色的兽、酒色财气败坏、
甚至杀圣徒的的大淫妇。
甚至杀圣徒的的大淫妇
要进入他们当中、不被他们污染！
基督徒在世界上，就好像一条船在海中，
基督徒在世界上
就好像 条船在海中
只要海水不在船上，就是安全的
只要世界不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就是安全的
只要世界不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就是安全的

‧婚筵是神的心意 ‧淫妇被逐出婚礼‧上帝邀新妇参加婚筵‧反思

2. 不要忘记自已永恒的身份
 不要忘记你是新妇，
不要忘记你是新妇
是上帝的儿子羔羊把你买赎下来的
 世界观不要停留在权力、金钱、享乐，
世界观不要停留在权力 金钱 享乐
有钱、有享乐容易腐败，
卡在 起 会侵蚀基督徒的世界观
卡在一起，会侵蚀基督徒的世界观
 你的心不要被淫妇、被世界所掳走
 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要忘记你是新妇、你不是淫妇

我们倒是要在他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我
倒是要在他 当 ，充充满满有 典、有真 。
8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你要从他们当中走出来，

因着信靠羔羊、生命改变，自动产生的义。

‧婚筵是神的心意 ‧淫妇被逐出婚礼‧上帝邀新妇参加婚筵‧反思

3. 让你的婚姻被主所约束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
「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10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 他说：
「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
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
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
6

我们的婚姻也一样被主约束，
我们的婚姻也
样被主约束
 能够夫妻相爱、借着婚姻来敬拜神
 不敬拜世界上的金银财宝、名声地位
不敬拜世界上的金银财宝 名声地位
被主来约束婚姻、生命、家庭、世界、教会，

只有 位主 ─ 敬拜他，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
只有一位主

你要参加羔羊的婚筵。

祷告
天父，
帮助我们明白
您设立基督成为我们的新郎，
让我们生命完完全全，
跟基督连结与世界拒绝。
做一个跟从您、
事奉您
事奉您、
仰望您、
爱慕您的人。
爱慕您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