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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九课第卅九课 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改变了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改变了
启二一9 –二二5

二二9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

，，

拿着 个 碗、盛满末后 灾的 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

10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11 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明如水晶。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12 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13 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 西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

第卅九课第卅九课 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改变了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改变了

14 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
启二一9 –二二5

15 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

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

16 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

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

17 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就是 使的 寸，共有 百 十 肘。

18 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

19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9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

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

第卅九课第卅九课 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改变了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改变了
20 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

黄璧玺 第八是水苍玉 第九是红璧玺 第十是翡翠

，，
启二一9 –二二5

黄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璧玺；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

十 个门是十 颗珍珠 每门是 颗珍珠21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

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

22 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23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24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

25 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

26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城。



第卅九课第卅九课 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改变了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改变了

27 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

，，
启二一9 –二二5

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二二1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2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3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以后再没有咒 ；在城里有神和 羊的 ；

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

4 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5 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改变了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改变了，，
圣经第一章 ─ 伊甸园，

新耶路撒冷城最后一章 ─ 新耶路撒冷城，

回应主题就是「一切都更新」。

给历世历代属神的百姓永恒的家乡，

信耶稣的，让耶稣宝血遮盖你，信 稣的，让 稣 遮盖你，

跟从它，让圣灵成为生命引导，

盼望天国、盼望永恒的家乡。盼望天国、盼望永恒的家乡。

来十一13-16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客旅 寄居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
神被称为他们的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改变了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改变了，，
淫妇、巴比伦、兽 新妇、新城、羔羊

十七1-2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前来对我说：
「你到我这里来

二一9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到我这里来「你到我这里来，

我将大淫妇所受的
刑罚指给你看」

「你到我这里来，
我要将新妇 ─
就是羔羊的妻…」

十七3 被引到旷野看到淫妇

十九十九1010 约翰想俯伏敬拜

天使就带我到极高大的山
看到新耶路撒冷城

二二8 约翰想下拜 天使说：十九十九1010 约翰想俯伏敬拜，
天使说千万不可

二二8 约翰想下拜，天使说：
千万不可，你们要敬拜上帝

审判 恩典羔羊已经得胜了兽；审判跟恩典是并行的，

羔羊、新妇的出现是上帝的计划
不能减少的是淫妇受审判

‧新旧天地之比较 ‧天家极美

要进入新耶路撒冷城，就要跟随羔羊、成为羔羊的妇；
要放弃巴比伦、放弃过去的、进入新的。

旧天旧地 新天新地

创世记有伊甸园

上帝创造天地、伊甸园

新耶路撒冷城、新天新地
上帝审判旧的天地、

立下新耶路撒冷城
上帝创造日月星辰在第四天

立下新耶路撒冷城
上帝成为百姓的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旧天旧地有日月众星的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羔羊成为城的灯

新天新地有神的光
人赤身露体
没有敬拜

头上 有任何的 号

上帝的百姓穿白衣穿义袍
人敬拜真神，你要敬拜上帝

上帝的名字在额头上额头上没有任何的记号 上帝的名字在额头上



‧新旧天地之比较 ‧天家极美

旧天旧地 新天新地

人治理全地，一直到被赶出去

有分别善恶树暂时的出现

人在新耶路撒冷城，
跟上帝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有生命树永远长存有分别善恶树暂时的出现，
有个人的自由意志、智慧，

想离开上帝，就堕落

有生命树永远长存

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

有人的智慧跟自由意志

罪恶进入伊甸园

上帝的智慧跟上帝的旨意
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罪 甸

蛇，被女人的后裔所得胜
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

叫人堕落的蛇跟撒但被烧灭，
最后得胜的是羔羊

男人劳苦愁烦、女人生产苦楚
每一个人都要死亡

最后得胜的是羔羊
没有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

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人被咒诅 以后再没有咒诅了

‧新旧天地之比较 ‧天家极美

旧天旧地 新天新地

人不再管理伊甸园、
被逐出伊甸园

人被逐出生命树

人在新耶路撒冷做王，
主神要光照他们

人神距离被打开 进入生命树人被逐出生命树
伊甸园被关闭

人神距离被打开，进入生命树
新耶路撒冷城白昼总不关闭，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没有认罪，人需要救恩
蛇要伤女人的后裔

那里原没有黑暗
救恩完成了
羔羊像是被杀过的蛇要伤女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神不要与人同行，

基路

羔羊像是被杀过的
蛇被扔在火湖里面直到永永远远

神的帐幕基路伯挡住
生命树的果子，

人被赶出伊甸园

神的帐幕
在人间，

它要与人同住人被赶出伊甸园 它要与人同住

‧新旧天地之比较 ‧天家极美

旧约跟新约、创世记跟启示录对比，

上帝把一切都更新了！帝把 切都更新了
人所关心的天地、 日、月、星辰、敬拜、

罪恶、智慧、撒但、咒诅、 生命树、认罪…罪恶、智慧、撒但、咒 、 生命树、认罪

新、旧，完完全全 restored 被更新。

读创世记的人 堕落的人读创世记的人、堕落的人，
进入人间苦楚，被撒但引诱、犯罪，

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要面对死亡的人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要面对死亡的人，

上帝有一个完全崭新的计画 ─
它给你预备 个新的城 是用精金 碧玉做的它给你预备一个新的城，是用精金、碧玉做的，

没有死亡、哭号，有的是感恩、赞美、敬拜为王。

上帝已经替你完全更新了一个新的地方！

‧新旧天地之比较‧天家极美

逼迫信徒的兽、大淫妇巴比伦，消失在历史里，

信徒所盼望的永恒家乡荣耀的显现 ─信徒所盼望的永恒家乡荣耀的显现

上帝给它的百姓预备一个新城，是新的家，

旧约 新约信徒终极的盼望旧约、新约信徒终极的盼望。

1. People 有人
旧约支派12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十二个旧约支派

14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十二个新约使徒十 个新约使徒
历世历代的信徒在新城里，

进入新天新地，好得无比！

因为神的荣耀亲自在那边显现。



‧新旧天地之比较‧天家极美

2. Place地方 ─ 完整的城，完美的城

16城是四方的 共有四千里16城是四方的，共有四千里。

十二乘一千的 stadium 在希腊原文

12在这个地方很明显是指着完整，

这「四千里」是指着完美的城这「四千里」是指着完美的城。

17又量了城墙，共有一百四十四肘。 十二乘十二

19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十二颗珠宝

大祭司胸牌的妆饰，最荣耀、最灿烂妆饰在这城。

大祭司预表耶稣，耶稣
有耶稣的人、有羔羊的人，可以进入这新城。

‧新旧天地之比较‧天家极美

3. Presence上帝与人同在

诗篇八十四篇

万军的耶和华阿，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诗篇八十四篇

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院宇；
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

世上建立大教堂只是place ；

上帝盼望的地方是天家上帝盼望的地方是天家，

有 people 有 place 有 presence presence of Godof God
那个地方有神的同在，

就没有罪恶、没有败坏、没有死亡，

一切都更新！

‧新旧天地之比较‧天家极美

新天新地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

新城里面有生命的光、新城里面没有殿，
希伯来书 ─耶稣成为羔羊、代替大祭司大祭司，，

成为最完整、最美的中保，取代旧约的献祭旧约的献祭，，成 最 最美 中 ， 祭祭，，

羔羊就是我们的殿，因此不需要再献祭献祭
你可以进入这精金路、碧玉墙的天城，你可以进入这精 路、碧 墙的天城，

可以行在永生神的生命光里面，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再黑暗里不再黑暗里走走。。」」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再黑暗里不再黑暗里走走。。」」

这个时候没有世界上的黑暗、罪恶捆绑、恐惧恐惧
生命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粮、生命水」，

永恒的家

生命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粮、生命水」，

可以满足天路客的饥渴

趁今天赶快到永生神的盼望里，它要给你一个永恒的家。

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改变了亲爱的，我把一切都改变了，，
旧约从伊甸园开始，新约从新城成为完结篇，

旧约里的死亡 受苦 咒诅 通通消失在新耶路撒冷城旧约里的死亡、受苦、咒诅，通通消失在新耶路撒冷城
你有一个完完全全跟神、跟人在一起，

那种团契 生命树 可以享受到神人同神人同在在的喜乐的喜乐

新约到旧约 ─ 一切都更新了！

有 个新约 有 条新路 有 个新新的的

那种团契、生命树，可以享受到神人同神人同在在的喜乐的喜乐。。

有一个新约，有一条新路；有一个新新的心的心；；

新的生活、新生的样式；新的命令 ─ 彼彼此相爱；；

新的人 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新的人 ─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最后，新天新地。

世世界在完结篇 在耶路撒冷城 城门打开等你进来你进来世世界在完结篇，在耶路撒冷城，城门打开等你进来；你进来；

耶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它在等我们进去。

盼望、渴慕的，就今天，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天父，

把渴慕你、盼望新耶路撒冷城
成为人生永恒的家乡的人，

心打开来；

住到我们心里面来住到我们心里面来，

让我们知道世界会有完结篇，

让我们知道你跟我们永远在 起的喜乐让我们知道你跟我们永远在一起的喜乐

─ 新耶路撒冷城终要应验，

交托生命在你手中交托生命在你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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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