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示录  Revelation 21:1-8 

1.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

再有了。  

2.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

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  

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

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

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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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5.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

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6.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

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7.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  

8.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圣经预言 προφητεία（prophecy） 

意思是「代表某人或在某人面前说话」。 

预言是事件发生前对事件的宣告或著述，不是人凭聪明才智可以预见的。只有神差派的代

言者：先知 προφητηζ（prophetes） 

1 代神说话。 

2 受神启示说出未来之事。 

3 教导人明白并遵行神的旨意。 

圣经对先知有这样的提醒：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1:20-21） 

「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 

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申18:22 ） 

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 

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 （启22:6 ） 

 

 



圣经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呼吸）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

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 3:16-17） 

 

• 31,173节（启导本圣经） 

• 预言： 8352节 

• 27%，>1/4 

• 预言：1817个－旧约：1239件，新约：578件 

• 在扣除重复部分之后，剩下737个各自独立的预言， 

• 而其中所预测的重大事件则有590个 

• 只剩下19／20件尚未应验或正在应验中 

• 已应验了96.78% 

 



预言重点却分两大类： 

1. 救恩 

2. 审判 

已经应验了的预言，证明神所启示的，一定会实现／神所立定，必成就。 

• 「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赛 46:11）  

•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太24:35；可13:31；路21:33） 

 

3个已应验的预言：1. 地方，2.时间，3.人物 

 

 



总结： 

圣经預言： 1. 证明神的真实，只有祂才知道未来。（赛 46:9-11） 

  2. 证明神的话（圣经）是可靠的，不是从人而来，是神的旨意（彼后 1:19 ） 

  3. 预言中心人物是救赎主的来临，从罪中拯救世人。 
      耶稣应验了一切有关于弥赛亚，我们救赎主的预言（路 24:44;46-47） 

  4. 预言是一种神与子民沟通的途径，神向先知启示祂的心意， 
      而神的计划是要我们得益处（何 12:10）（摩 3:7）（耶 29:11 ） 

  5. 预言是圣灵赐给教会其中的一种恩赐（罗 12:6 -7） 

  6. 预言帮助推动神的工作，而预言恩赐是用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     
     并使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圣灵随己意分给各人事奉的工作， 
     但总要试验预言的真实（拉 6:14 ）（弗 4:11-13 ）（林前12:9-11）（约一 4:1） 

  7. 先知所说的预言必与圣经相符（赛 8:20 ） 

  8. 预言述说正直的话，不是虚幻的事（赛 30:10） 

  9. 预言记载末日重大事项（启 1:3 ） 

  10. 爱是预言的重要成分（林前 13:2） 



永恒盼望－新天新地 



启示录 Revelation 1:1-2 

1.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

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 

2. 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1 The revelation from Jesus Christ, which God gave him to show his servants 

what must soon take place. He made it known by sending his angel to his 

servant John, 

2 who testifies to everything he saw—that is,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testimony of Jesus Christ.  

启示（希腊文：ἀποκάλυψις），原意是「揭开」，耶稣基督神向人类揭

示祂自己。 





启示录簡介： 

1   耶稣基督的启示 

2-3   给7间教会的信 

4-5   荣耀的上帝与羔羊 

6-16   7印-7号-7碗 

17-18  大淫妇巴比伦和兽 

19-20  审判 

21-22  新天新地 



以赛亚的预言 11:6-8； 

6.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
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7. 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
与牛一样。  

8.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
手在毒蛇的穴上。 



以赛亚的预言65:17-2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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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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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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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稣在新约的应许： 

约14: 

2.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3.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 

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 3:9） 

•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

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前4:17 ） 

•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启20:15） 

•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

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启20:4） 

 

 



以弗所教会：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2:7) 

士每拿教会：得胜的，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2:11) 

别迦摩教会：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2:17) 

推雅推喇教会：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                 

  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2:26, 28) 



撒狄教会：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3:5) 

非拉铁非教会：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

  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

  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3:12) 

老底嘉教会：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3:21) 

 

21:7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 



启示录 －7福： 

1:3  念（大声读）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

的，因为日期近了。 

14:13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

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

们。」  

16:15  （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

他羞耻的有福了！）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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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录 －7福： 

20:6  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

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22:7  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22:14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路23:43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启示录  Revelation 21:1-8 

1.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

再有了。  

2.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

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  

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

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

们的神。  



启示录  Revelation 21:9-22:5 

9.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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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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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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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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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  

14.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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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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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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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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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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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
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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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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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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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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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城耶路撒冷 











思考： 

上帝和祂的话是真实的，圣经预言大部份已准确应验 

1. 上帝既然通过不同的方法向你启示祂自己，你愿意怎样来认识祂？ 

2. 人的终结，只有两个地方，一是有神同住的光辉圣城， 

另一个是永不熄灭的火湖，你会有何选择？ 

3. 我们知道天堂（新天新地）是真的、地狱（火湖）也是真的， 

那我们现在又应该怎样生活来迎接主的再来？ 

4.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2:10） 

你打算怎样与给我们有永恒盼望的神亲近，明白祂在你身上的旨意？ 

5. 还未相信的朋友，你愿意把握機會，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 

同得救恩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3:2） 

 

 



生活实际应用： 

 

1. 认罪悔改，与神和好 

2. 过圣洁的生活，荣神益人 

3. 每天读经祷告，明白神的旨意 

4. 传福音，特别是下一代，挽救失丧灵魂 

5. 研读启示录－永生的盼望 

 

 

 

 



为什么要研读启示录？ 

1. 明白圣经结局－上帝的爱，祂的救恩 

2. 有效防堵异端－144,000人： 

            7章： 大患难时期在地上受印记／保护，十二支派的以色列人； 

            14章：为主殉道来到天上的基督徒 

3. 全面了解历史－对未来有盼望 

4.     找到安慰根基－耶稣基督 

5.     传扬福音的动机－爱人如己，挽救灵魂, 让更多人得救 

6. 挑旺敬拜的心－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7. 预防沾染世俗 

8. 追求敬虔的动力－竭力追求圣洁 

9. 准备面对逼迫 

10. 更加认识基督－全面了解耶稣在启示录的称号 

 





22: 
10.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11.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
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12.「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13.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
是终。」  

14.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
进城。  

15.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
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16.「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
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22: 

17.圣灵和新妇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
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18.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19.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
城删去他的分。  

20.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21.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新耶路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