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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窩福福堂堂查查經經團團契契  

第四十六課：新天新地 
(啟示錄二十一：1-8) 

查經前討論 

你能否想像一下將來我們在新天新地是怎樣過活的，請分享。 

 

(一) 新天新地:-(v.1)  

(1) 為什麼舊天舊地一定要過去，新天新地才可以來臨呢？難道神不可以更新（renovate）舊天舊地嗎？ 

因為這是神所命定，而且舊天舊地並不是常存，必會廢去。  

a. 參看以賽亞書六十五：17 及 22，六十五：17 所用的一個字「造」希伯來文是 bara，與

創世記一：1 一樣，這意味著什麼？ 

新天新地是新造而非翻新  

b. 我們再參看哥林多前書十五：42-49，第一次創造(所種的)有什麼特點？第二次創造(復活

的)又有什麼特點？它們有何不同之處？ 

第一次創造是必朽壞的，必朽壞的必須被不朽壞的替代  

c. 我們又再參看羅馬書八：21，保羅告訴我們這個舊天舊地有什麼特質?  

再加上舊天舊地為罪所污染，更是必須廢去  

(2) 我們又再看看「新天新地」的意思？「新」是什麼意思，它會否變舊的呢？ 

常新，不會變舊  

a. 希臘有兩個字可譯作「新」 

（i） neos＝時間上的「新」，有一日會變成舊 

（ii） kainos＝永遠都是新的、常新 

你以為約翰是用那一個字來形容這天地？ 

Kainos  

b. 如此看來，舊天舊地與新天新地最大的分別在那兒？ 

新天新地是永遠長存，舊的是暫短的  

(3) v.1 告訴我們，這新天新地有一個特點，這是什麼？ 

沒有海  

a. 為什麼在新天新地沒有「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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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海」是邪惡的象徵  

b. 在啟示錄及啟示文學中(apocalyptic literature)，「海」是象徵什麼？（參看二十：11-15） 

參看註  

(註：據 Beale 所說，啟示文學的「海」有五個特色 

（i） 邪惡之源(十二：18；十三：1） 

（ii） 逼害信徒(十二：18；十三：1；十七：1-6) 

（iii） 死人所在之處(二十：13) 

（iv） 世人貿易之地(十八：10-19) 

（v） 大而可畏(五：13；七：1-4) ) 

 

(二) 新耶路撒冷：-(v.2) 

(1) 猶太人對「耶路撒冷」有什麼看法，以下的經文給你什麼啟示？ 

（i） 以賽亞書二：1-5，十八：7 末後日子，多國多民都來到錫安山，敬拜神，那時再沒有戰爭 

（ii） 以賽亞書五十九：20 永遠有光，沒有黑暗   

（iii） 以賽亞書廿四：10-13，23 舊的耶路撒冷必須廢去，耶和華必在耶路撒冷（新的）作王   

（iv） 以西結書卅六：35 那廢棄的耶路撒冷城必成為新耶路撒冷城  

（v） 以西結書卅七：26-27 神與祂子民立約，設立在耶路撒冷聖所，直到永遠    

你的結論是什麼？舊的耶路撒冷必蒙羞、廢去，取而代之是新耶路撒冷，有神作王  

(2) 到了新約，新約的作者對耶路撒冷又有何看法；從下列經文中，你得到什麼結論？ 

（i） 加拉太書四：26 舊耶路撒冷代表舊約，新耶路撒冷代表新約   

（ii） 希伯來書十二：22 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  

（iii） 希伯來書十一：10，16，十三：14 是神所建，在天上永存的城  

那耶路撒冷是在那兒？ 在天上  

(3) 所以，約翰在 v.2 告訴我們，這新耶路撒冷是從那兒來到新天新地？ 

天上  

(4) 約翰用一個什麼例子來形容這個新耶路撒冷？ 

新婦，新娘  

a. 參看以賽亞書五十四：5-6；六十一：10，以賽亞又用什麼來形容錫安（耶路撒冷）？ 

耶和華的妻子  

b. 我們又參看以弗所書五：25，保羅用什麼來形容教會(或信徒)？ 

基督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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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究竟這裏所謂的「新耶路撒冷」與信徒有什麼關係？(參看哥林多前書三：16-17) 

參看註  

(註：新耶路撒冷就是聖徒聚居之處，所以新耶路撒冷與聖徒分不開的，我們可以說，新耶路撒冷

就是末日所有的聖徒。) 

 

(三) 不再有悲哀，眼淚和疼痛：-(v.3-4) 

(1) 現在我們要看看這新天新地的生活是怎樣，v.3 告訴我們一件非常有趣的事，這是什麼？ 

神的帳幕在人中間  

a. 「神的帳幕」是什麼東西？（參看利未記廿六：11-12） 

舊約時的會幕，象徵神所在之處  

b. 有兩個字其意思是完全不同，但其讀音卻非常相近，第一是希臘文 skene（意思就是帳幕 

tabernacle），第二個是希伯來文 Shechinah（榮耀）；所以每每提到神的帳幕 the skene of 

God，人自然會想到神的榮耀 the shechinah of God；所以在早期教會，信徒怎樣去理解

「神的帳幕」這個詞句？ 

也是神的榮耀  

c. 據啟示錄 v.3，「神的帳幕在人間」是什麼意思？這與約翰福音一：14 有沒有關係？ 

參看註  

(註：主耶穌第一次來，神已經在人中間，在末日神要永遠住在人之中間。) 

(2) 又據 v.3 所說，在新天新地，神與我們是什麼關係？ 

在我們中間  

a. 參看耶利米書卅一：33，究竟這是什麼關係？ 

新約中，神是我們的神，我們是祂的子民  

b. 又再參看以西結書卅七：27，在末日之時，我們與神有著什麼關係？ 

參看註  

（註：「我是你們的神，你們是我的子民」－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了神和我們的關係，是

約的關係，這是新的約，不會朽壞的約之關係。） 

(3) 然而，當我們比較耶利書卅一：33 或以西結書卅七：27 和啟示錄廿一：3；我們發覺一個很有趣

的分別，所有舊約提到這關係時，「百姓」一字是用單數的，但在啟示錄，百姓一字是用眾數的(la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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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此分別？ 

舊約是指以色列，舊約是指屬靈以色列，也是萬國萬族  

a. 如此看來，誰是神的子民？ 

所有信主的人，而非猶太人  

b. 這關係與大使命（馬太福音廿八：19-20）有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要努力向萬國傳福音  

(4) 又據 v.4 所載，這新天新地又有什麼特色？ 

舊的過去，新的會來  

a. 「舊的事」（old order）是指什麼事？ 

舊天舊地  

b. 「舊的事」有什麼特徵？ 

會朽壞  

c. 為什麼新天新地沒有這些特徵？（參看以賽亞書卅五：10；六十五：19；廿五：8，哥林

多前書十五：55-56） 

因為這是不會朽壞  

 

(四) 一切都是新的：-(v.5-6) 

(1) v.5-6 記載著神從寶座上發出的訊息，共有五個非常有趣的元素，你能列出這五個元素嗎？ 

◆ v.5 說 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 v.5 又說 你要寫下  

◆ v.6 又對我說 都成了  

◆ v.6 我是 我是始，我是終  

◆ v.6 我要 將生命的水白白賜給那口喝的人  

(2) 首先我們要看看第一個元素，「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我們要留意約翰所用的 tense 

◆ 廿一：1-3a＝aorist t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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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一：3b-4＝future tense 

◆ 廿一：5＝present tense 

為什麼有此改變？(參看哥林多後書五：17) 

參看註  

（註：啟示錄廿一：5 用 present tense，表示耶穌更新我們，現已開始了，正如哥林多後書五：

17 所說，哥林多後書五：17 的「新造的人」，原文是新的創造(new creation)。） 

(3) 我們再看第二個元素是 v.5「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究竟這裏所說的「這些

話」是指什麼話？ 

全本書  

a. 若我們參看廿二：6；十九：9，我們可否知道這些話所涉的範圍是什麼？ 

不只是這段的事，是指整本書  

b. 神的話有什麼特點？ 

是可信，是真實的  

(4) 我們又再看看第三個元素，v.6「都成了」，究竟這是指什麼？ 

神整全的救贖計劃完成了  

a. 首先，我們看看約翰所用的 tense，這是 present tense，(a state of affairs resulting from 

an action)意思是某一階段完結，另一階段開始，究竟這是指什麼階段？ 

舊的時代過去，新的來臨  

b. 參看約翰福音十九：30，耶穌所說的話與這節聖經有沒有關係？ 

耶穌死－第一階段（already）成了，耶穌再來－第二階段成了！（Not yet）  

(5) 我們再看第四個元素，「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這是什麼意思？從這個稱號，

你認識神有多少？（參看一：8） 

是始，是終  

(6) 最後的一個元素：「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a. 「生命泉的水」是指什麼？(參看以賽亞書十二：3；卅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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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  

b. 什麼人才有資格喝這生命泉的水？(參看以賽亞書五十五：1) 

承認有需要的人（口喝）  

c. 這些「生命泉的水」值多少價錢？ 

白白的，但不是便宜的  

 

(五) 榮耀與羞辱：-(v.7-8) 

(1) 在末世之時，有二大類人，約翰怎樣形容此二大類的人？ 

◆ 第一類(v.7) 得勝的  

◆ 第二類(v.8) 膽怯的  

(2) 首先我們看看那些「得勝的」人，究竟誰是得勝的人？他們勝了什麼？（參看十二：11） 

勝了撒但  

a. 這些「得勝的人」會有何後果麼？ 

參看註  

(註：「為業」＝承繼，好像兒子承繼了父親的產業。) 

b. 「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這一句是什麼 context 說的？這又是什麼意思？（參

看創世記十七：7，撒母耳記下七：14） 

約的關係，是人是神的關係  

(3) 另一類人是什麼人？約翰怎樣形容他們？ 

膽怯的  

a. 什麼是「膽怯」？ 

參看註  

(註：此字(deilos)指那些貪愛享受，安逸多於愛主耶穌。) 

b. 那些是「不信的」？ 

參看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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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不信是指拒絕神恩的人。） 

c. 什麼是「可憎的」？（參看十七：4-5） 

參看註  

(註：不為神所喜悅的。) 

d. 為什麼稱那些未信者為「殺人的」？大多未信的人也不是殺人犯？ 

參看註  

(註：這是指那些逼害信徒的未信人士，而非指所有未信人士。) 

e. 「淫亂的」又是什麼意思？（參看九：21；十四：8） 

末世的道德敗壞  

f. 什麼是「行邪術」的（參看九：21；十八：23；廿二：15） 

末世撒但之技倆  

g. 「拜偶像」又是什麼？(參看二：14，20) 

末世人的文化  

h. 「說謊話」的又是什麼？（參看二：2；三：9；十四：5） 

末世時人的價值觀  

(4) 這些人的結局是什麼？  

在火湖裏永死  

a. 硫磺的火湖是一處什麼地方？ 

撒但，罪人之處  

b. 第二次的「死」又是什麼意思？ 

永遠的死亡，而非肉身之死亡  

(5) 你以為你是屬那一類人？你會如何預備迎見新天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