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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啟22是全書的結束，亦是整本聖經的終結。時間上，啟示錄是最後寫成的聖經，約翰寫於

大約主後95年，約翰當時應該是大約90歲，神沒有在啟示錄之後給予任何更多或更新的啟

示，故其他之後的經書（如：回教的可蘭經、摩門教的摩門經、天主教的所謂「次經」等

）都不是神的默示。啟示錄結束前神特別警告說：「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上帝必

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若有人刪去甚麼，上帝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

聖城刪去他的分。」 

 

A. 新耶路撒冷（v.1-5） 

 

22:1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 神和羔羊的

寶座流出來。 

22:2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或譯：回）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

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22:3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裡有 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 

22:4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 

22:5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 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

直到永永遠遠。 

 

在啟21：9開始，天使帶約翰參觀聖城耶路撒冷，直到22：5才結束。新耶路撒冷是

所有信徒將來永遠的家，也是神與人同住的地方。第22章對新耶路撒冷的描述是連

接著21章的。 

 

v.1 城內街道--『街道』在原文是單數，可能表示聖城內只有一條街道，或指這是

聖城中最重要的街道。不論是一條或最主要的街道，這裡的意思是整個聖城都被這

條河的生命水所充滿。 

 

v.1-2生命水的河 --這條「生命水的河」有幾個特點： 

 

• 河水明亮如水晶 -- 是純淨（聖潔）無雜質的意思。 

• 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這河水是從神而出，故必定是源源不絕，亦是完

全潔淨。（這裡提到的河水必不像今天由天雨產生的河水） 

• 河兩邊有生命樹 

 

v.2 生命樹-- 生命樹最先出現是在創世記第二章，共提到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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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 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

物．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創2：9 

 

耶和華 神說、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

命樹的果子喫、就永遠活着。--創3：22 

 

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

、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創3：24 

 

以上經文指出，生命樹是要讓人永遠活著的，但因始祖犯罪，而罪的工價乃是死，

故生命樹是人無法接近的。但到了新天新地，生命樹重新出現。其實，在啟示錄第

2章神已經應許將給予人生命樹：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 神樂園中

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喫。（啟2：7） 

 

到了本章，生命樹（眾數）在生命河邊出現，並且三次(在第2、14、19節都提到了

生命樹，至此神將人因犯罪所失去的天地和永生都重新賜給我們。 

 

到底新耶路撒冷內是否真的有生命河和生命樹，，抑或這只是比喻，解經家都有不

同的看法。認為是比喻的，會引用啟21：1提到「海也不再有了」，並指出在新天

新地已經不再有今天我們熟悉的水、雨、河、海，既然沒有雨和水，何來江河？ 

 

我比較贊成應該按字面解釋，即在新耶路撒冷裡應該有河和樹，但將來既然水的形

式、結構和質量都會與今天H2O的水很不同，生命河和生命樹也應該不像今天的河

和樹。但比這更重要的，是神要讓我們知道，新耶路撒冷裡有神聖潔與源源不絕的

生命供應，讓我們永遠和完全地得到肉體與心靈的飽足： 

 

• 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阿摩司書8：11

） 

• 他們必因你殿裏的肥甘、得以飽足．你也必叫他們喝你樂河的水。因為在你

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詩篇36：8-9） 

 

v.2 結12樣果子-- 亦作結出12次（回）果子，因下面提到「每月各結出一次果子」

，原文文法是用「現在進行式」。經文沒有說明這是甚麼果子，但從生命樹而出的

果子，必與生命有關，而且是永不停止地結出果子，象徵我們將來永存的生命。 

 

這裡提到「每月」，似乎在新天新地有時間性，但到時我們在永恆裡，是應該再沒

有時間性了，加上到時沒有太陽月亮，今天一天一月的觀念應該不存在。因此，這

裡提到每月，應該只是象徵定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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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 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這句最難明白之處，乃在新天新地裡既然沒有病痛

死亡，何需生命樹葉子來醫治？即使有解經家指出，「醫治」原文有「維持健全」

的意思，但這也不能解釋為何需要葉子去維持健全？有解經家則按此處提出，這幾

節經文(連同21：24中提到「列國」、「地上的君王」)乃追述之前千禧年國度的情

況，但這樣解釋，便會破壞啟示錄中的時間先後次序。似乎我們不應該因要解釋某

段經文，便將先後次序破壞。有一個不錯的解釋，是說葉子像果子一樣，是樹自然

的產物，故將來生命樹的葉子對我們亦有好處。 

 

舊約以西結書47：12已經預言：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必生長各類的樹木．其

果可作食物、葉子不枯乾、果子不斷絕．每月必結新果子、因為這水是從聖所流出

來的．樹上的果子、必作食物、葉子乃為治病。 

 

v.3-4沒有詛咒，只有在神面前的服事 --不再有因罪而來的詛咒（包括死亡），之前

在千禧年國度罪的詛咒已經大部份解除，但罪本身未完全除去。在新天新地罪與詛

咒都完全除掉。這就是保羅在羅8：19，21提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脫離

敗壞的轄制、得享 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我們雖然是神的兒女，也是神國的子民，和是神的僕人，故在新天新地中服事神（

做祂差派我們要做的事）是應該的，也是喜樂的。我相信服事亦包括敬拜。 

 

v.4 也要見祂的面--這是與上面服事連接的，即我們在服事敬拜時，是面對面看見

神的榮耀，與祂有極親密的關係。能夠看見神，是我們最大的滿足與喜樂： 

 

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 神。我自己要見他、親眼要看他

、並不像外人眼（約伯記19：26-27） 

 

…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財寶充滿他們的肚腹．他們因有兒女

就心滿意足、將其餘的財物留給他們的嬰孩。至於我、我必在義中見你的面

．我醒了的時候、得見你的形像、〔見或作看〕就心滿意足了。(詩17：14-

15)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裏求問。（詩27：4） 

 

我們眾人既然敞着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

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林後3：18） 

 

v.4祂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神的名字代表了神的本質、性情、品格、威嚴、能

力，聖經中提到神多個名字，包括： 

 

1. 耶和華 Yehovih自有永有者(出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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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和話以羅欣Elohiym耶和華強有力者 

3. 耶和華以勒Yireh（創22：13-14）--耶和華必預備（預備祂自己的獨生

子作代贖的羔羊來獻上） 

4. 耶和華拉法Rapha（出15:26）耶和華是醫治的神 

5. 耶和華尼西Nicciy（出17:8-13）耶和華是我的旌旗（得勝） 

6. 耶和華沙龍Shalowm（士6:24）耶和華是我的平安 

7. 耶和華羅伊Raah（詩23:1），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8. 耶和華齊根努Zidkenu（耶23:6）耶和華是我們義 

9. 耶和華沙瑪Shammah（結48:35）耶和華與我們同在 

10. 耶和華麥加底西Kaddesh（利20:8；結37:28）耶和華是叫我們成聖的 

11. 耶和華基伯（賽9:6）耶和華是大能者 

12. 耶和華伊利沙代El-Shaddai耶和華是全能的神 

 

在詩23篇中我們可找到神的八個名字、特性和作為。讓我們多默想神的名字，和這

些名字所代表的屬性。 

 

主耶穌在啟3：12說：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 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裏

出去．我又要將我 神的名、和我 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 神那裏降

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在新天新地我們都有神的名字在

我們的額上，即耶和華的屬性也變成了我們的屬性。 

 

v.5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新天新地沒有黑暗或黑夜，21：11提到「

城中有 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21：23 說：「那城內又不用日

月光照．因有 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這裡再提到神要光照我們。 

 

v.5作王，直到永永遠遠--正如在千禧年國度，我們在永恆裡仍與神一同掌權作王，

上面說到我們要服事他，到底將來我們如何與主一同作王，我們管理些甚麼，這裡

沒有清楚指出。 

 

思想： 在新天新地（天堂）中： 

•我們是否需要休息和睡覺？ 

•我們是否會有喜怒哀樂的感覺（emotions，feelings）？ 

•我們是否保留今天的個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包括我們的名字（啟2：17和

啟3：12都提都「新名」）？ 

•我們的樣貌是否保留？是那一個時候的身體／樣貌？ 

•我們是否像復活後的耶穌，可以穿牆過壁，或突然在一處消失，就像耶穌在以馬

忤斯（路24：31）？或隨時可漫遊宇宙太空？ 

•我們是否保留男女性別？（加拉太書3：28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

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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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要穿衣服？ 

•我們是否要吃食、飲水或飲酒？（天堂是否有咖啡？） 

•我們是否有自己的住所？ 

•我們是否會與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有特別的關係？是否會記得過去的相愛／相爭（

恨）？ 

 

B. 神給予信徒們最後的提醒（v.6-12） 

 

22:6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 神，差遣

他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僕人。」 

22:7「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22:8這些事是我－約翰所聽見、所看見的；我既聽見、看見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

腳前俯伏要拜他。 

22:9他對我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和你的弟兄眾先知，並那些守這書上言語的人

，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 神。」 

22:10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 

22:11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污穢的，叫他仍舊污穢；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

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 

22:12「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這7節經文是天使與主耶穌相間的提醒，步伐是快速的，好像是神叫信徒要趕緊的

聽、趕緊的行。 

 

v.6 天使說的話 

v.7 主耶穌說的話 

v.8 約翰加上的話 

v.9-11 天使說的話 

v.12 主耶穌的話 

 

這些對信徒最後的提醒包括： 

 

1.啟示錄裡面這些話（指其中的預言、異象）是真實的，可信的，雖然是部

份乃透過天使傳遞，卻是直接從神而來的，亦是約翰親眼看見和親耳聽說到

的。（v.6,8） 

 

2.主耶穌必定快將回來，祂提了三次：必要快成的事（v.6），必快來（v.7

，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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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徒們既知道主快回來，應該有甚麼反應？（見下） 

 

4.信徒傳福音時，即使在末世主快將回來，為何許多人依然硬心堅持不肯相

信？（v.11） 

 

主再回來是突然和隨時發生的，英文叫做Imminence 

 

Imminence是認識主再來一個十分重要的觀念，雖然主耶穌在馬太有提到一些祂再

來之前的預兆，但真正回來的時間卻是沒有告訴人，故任何預測主再來的年月日都

是不合聖經的，也是違反了神對人的吩咐。 

 

聖經中有關Imminence的經文甚多： 

 

我必臨到你那裏，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啟3：3）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

有父知道。(馬太24：36) 

 

至於那要臨到的日子和時間，沒有人知道；天上的天使不知道，兒子也不知

道，只有父親知道。（馬可13：32） 

 

初期教會信徒都活在等待耶穌隨時再來的期望當中，因此他們見面時都說

Maranatha（主必快來），他們不知道耶穌何時回來，但他們以為很快會發生（可

能他們誤會了耶穌這句話：…你們看見這一切的現象就知道時候快到了，就在門口

了。你們要記住，這一代的人還沒有都去世以前，這一切事就要發生。（馬可13：

29-30））使徒的書信中也有許多提到主再來： 

 

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林前

1：7） 

 

所以，時候未到，甚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林前4：5） 

 

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Maranatha）！（林前16：22）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腓3

：20） 

 

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帖前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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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吩咐你們說，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

。在你們中間有人不按規矩而行，甚麼工都不做，反倒專管閒事。--這些人

為何不做工。（帖後3：10-11）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雅各書5：7）看哪，審判的 主站在

門前了。（雅各書5：10） 

 

小子們哪，你們要住在主裏面。這樣，他若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

他來的時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愧。(約一2：28)； 

 

親愛的 弟兄啊，我們現在是上帝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

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約一3：2） 

 

信徒既清楚知道主耶穌快要回來，並且知道我們的工作表現要受審判，應該有甚麼

回應？ 

 

1.遵守預言得福氣（v7）--聖經中多處作此提醒： 

 

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

日期近了。（1：3）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2：26）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

的試煉。（3：10）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約8：31)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

愛我的…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

他那裏去，與他同住…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們若遵守我的

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裏，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裏。

（約翰14，15） 

 

如何遵守預言？我相信是指我們服從聖經中透過預言所帶給我們的教導，包

括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時間運用、金錢的運用、事奉、追求聖潔，與人

和好，生活充滿喜樂、平安、盼望，面對苦難甚至死亡也不驚慌喪志。換句

話說，信徒遵守預言教導時，是過一種在地若天的美好生活。 

 

2. 敬拜 (v.8-9)--當我們面對末世預言與異象時，應該增加對上帝的敬畏／敬

拜的心。約翰在面對這些「末後必成的事」時，不禁對帶來這些訊息和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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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使兩次下拜（19：10，22：8）我相信約翰並非無知或信仰有偏差，而

是心情太震撼（overwhelmed）的緣故（先知以西結，先知以賽亞看見神榮

耀的反應一樣震撼）。因此，天使兩次都沒有斥責他，而只是提醒他天使與

信徒一般只是僕人，我們要單單敬拜上帝（難怪天上充滿了敬拜與贊美--第

4，5，7，15，19章）： 

 

…你要敬拜上帝。」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19：

10） 

 

…你要敬拜上帝。（22：9） 

 

（按：天主教要人敬拜聖母，聖人，與天使的提醒有異） 

 

3. 要將預言傳講（v.10）--天使提醒約翰「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日

期近了」。之前天使亦提醒約翰：「你必指 多民、多國、多方、多王再說

預言。」（啟10：11） 

 

這個提醒與但以理書8章和12章天使對但以理的提醒是相反的： 

 

但你要將這異象封住，因為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但8：26） 

 

但以理啊，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時。（但12：4） 

 

這話已經隱藏封閉，直到末時。（但12：9） 

 

v.10 為什麼天使對預言會有這麼不同的指示？原因很簡單：神有祂的時間，預言在

末世才被打開和被傳講 --因為日期近了。末世教會必須多傳講福音與預言。這兩者

是合一的，福音內容不單包含歷史（人犯罪墮落，耶穌來世拯救世人，在十架完成

救恩），也包括預言（人死後有審判，耶穌基督要回來審判世人，不信者永遠與神

隔絕）。 

 

v.11為什麼許多人依然不信：--有些人即使聽到福音，一樣選擇不義、污穢，亦有

人聽到福音，卻選擇為義和聖潔。他們在世的選擇，後果將帶到永恆裡去。「依舊

」可翻譯作「更多」 

 

這個警告帶入啟示錄最後一段：對未信者的最後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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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神給予未信者最後的邀請（v13-17） 

 

22:13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 

22:14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 

22:15城外有那些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拜偶像的，並一切喜好說謊

言、編造虛謊的。 

22:16「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眾教會將這些事向你們證明。我是大衛的根，又

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22:17聖靈和新婦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

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到了這裡，神要說的話已經講過，給人的異像亦已經完成，到了最後神向未信的人

呼籲和邀請。要記得啟示錄本是寫給教會的，並非寫給非基督徒的，但到最後時刻

，神仍然希望未信者能夠回轉，透過基督徒向他們傳福音可以得救。 

 

v.13 主耶穌對未信者的自我介紹 --「阿拉法」和「俄梅戛」：是希臘文的第一個和

最後一個字母。表示祂是歷史始末的唯一主宰，掌管著一切。 之前在啟示錄神已

經兩次作此宣告：啟 1:8 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

是希臘字母首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啟 21:6 他又對我

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

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在以賽亞書44：6 神也作了同樣的宣告：耶和華─以色列的

君，以色列的救贖主─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除我以外

再沒有真神。 

 

v.14主耶穌對未信者的鼓勵／祝福 --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生

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v15提到未信者因信可徹底脫離這些令他們與神永遠隔

絕的罪惡：城外有那些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拜偶像的，並一切喜好

說謊言、編造虛謊的。 

 

v.17 主耶穌對未信者的邀請-- 聖靈和新婦都說：「來！」（這個「來」很可能是對

主說的）聽見的人也該說：「來！」（這個「來」是對未信者的邀請）口渴的人也

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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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結束 (v18-21) 

 

22:18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 神必將

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 

22:19這書上的預言，若有人刪去甚麼， 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

他的分。 

22:20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22:21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v.18-19 -- 主耶穌提醒切末增刪主的預言和話語，聖經其他地方也有這樣的提醒： 

 

所吩咐你們的話，你們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好叫你們遵守我所吩咐的，

就是耶和華─你們 神的命令。（申命記4：2） 

 

凡我所吩咐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申命記12：

32） 

 

神的言語句句都是煉淨的....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責備你，你就顯為說謊言的

。（箴言30：5-6） 

 

故其他之後的經書（如：回教的可蘭經、摩門教的摩門經、天主教的所謂「次經」

等）都不是神的默示。 

 

約翰在聽到主耶穌在v20再提醒說他必快來，他不禁發出阿們認同的呼聲，向主耶

穌說：我願你來。這代表他已經預備好見主。你和我是否真正能向主發出這個呼聲

？ 

 

他在最後為教會的祝福，是提到主耶穌的恩惠（grace），恩典或恩惠亦是整本聖

經的結語。假如沒有神的恩典，我們都是永遠失落無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