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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新天新地永恆國度 

 

聖經清楚地描述信徒將來永久的家鄉，並非啟19中在地上的千禧年國度（Millennium 

Kingdom），因為這個國度是暫時的，神學上稱之為「中間國度」（Intermediate State）。

一千年過後撒旦被釋放，地上會有一場地上最後的戰爭（啟20：8-9），之後不信者復活

，在白色大寶座前受審，信徒則進入「新天新地」，神學上稱為「永恆國度」（Eternal 

State），亦簡稱為「天堂」（heaven）。 

 

A. 新天新地（v.1-8） 

 

21:1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21:2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 

21:3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

他們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 神。 

21:4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

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21:5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

可信的，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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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 神，他要作我的兒子。 

21:8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

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這是第二次的死。」 

 

v.1 新天新地 -- 根據這段聖經，將來我們永遠的家鄉（通常稱為「天堂」）是一個

新的天和新的地，現在的天地（「先前的天地」）將要過去，神要重新創造新的天

和地。「新天新地」這個預言首先在以賽亞書清晰地描繪：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你們當因我所造

的永遠歡喜快樂；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為人所樂。我必

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樂；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

音。（賽65:17-19） 

 

耶和華說：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樣在我面前長存；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

名字也必照樣長存。（賽66：22） 

 

新約中彼得也如此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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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

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

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切切仰望 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

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

居在其中。（彼後3：10-13) 

 

以上彼得這段經文似乎是描述神會用火摧毀（「烈火銷化」）現今的宇宙（天地）

，這個世界本來是人永久的居所，但因為罪破壞了神原來美好的創造，神要重新創

造新的和完美的天和地，作為我們永遠的家鄉。 

 

這個新天新地是神重新創造抑或神將現今的天地改造，神學家有不同的看法。我個

人的看法是重新創造（主要基於以上彼得的描述）， 同時，我查考原文發覺這裡

用的「新」原文不是neos（新，有別於舊），而是kainos，乃是指品質上的新（new 

in quality），因此我相信新天新地是全新的創造。此外， 以下的經文似乎指向重新

創造： 

 

諸山見耶和華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蠟。詩97：5 

 

天上的萬象都要消沒、天被捲起、好像書卷．其上的萬象要殘敗、像葡萄樹

的葉子殘敗、又像無花果樹的葉子殘敗一樣。賽34：4 

 

你們要向天舉目、觀看下地．因為天必像煙雲消散、地必如衣服漸漸舊了．

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如此死亡或作像蠓蟲死亡〕惟有我的救恩永

遠長存、我的公義也不廢掉。賽51：6 

 

又說、『主阿、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滅沒、

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你要將天地捲起來、像一件外衣、

天地就都改變了．惟有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希1：10-12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太24：35 

 

贊同新天新地是將現今的天地改造的，乃根據以下經文：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at the 

renewal of all things）、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

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太19：28 

 

天必留他、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就是 神從創世以來、藉着聖先知的口所

說的。徒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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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漸漸舊了。你要將天地如裡衣

更換，天地就都改變了。（詩篇102:26） 

 

v.1 海也不再有了-- 這似乎是新天新地最清晰的描述。為什麼新天新地沒有海？許

多解經家指出，海造成阻隔、死亡。但可能更好的理由是新天新地的整個結構與今

天的地球完全不同。今天地球72％面積是被水覆蓋，人的身體60％是水份，水是人

類生存最重要的元素，整個天氣循環系統都與水有關，顯然神要新天新地與舊的有

重大分別。 

 

此外，在聖經中海洋往往也代表混亂、暴力和罪惡： 

 

惟獨惡人、好像翻騰的海、不得平靜、其中的水、常湧出污穢和淤泥來。(

賽57：20) 

 

因他一吩咐、狂風就起來、海中的波浪也揚起．他們上到天空、下到海底、

他們的心因患難便消化。他們搖搖幌幌、東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們的

智慧無法可施。(詩107：25-28) 

 

蛇就在婦人身後、從口中吐出水來像河一樣、要將婦人沖去。(啟12：18)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着十個冠冕、七頭上

有褻瀆的名號。啟13：1 

 

v.2，10-- 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裡從天而降-- 我們的居所是稱為「聖城新耶路撒

冷」從天降到地上，因此，我們將來永久的家鄉並非在天上，而是在神新創造的地

上。此外，神會從天降下與人同住（神的帳幕在人間 v.3），因此，「這世界非我

家」在永恆的預言角度來說是錯誤的，因為我們永久的家鄉是在地上，但這個地跟

現在的地是完全不同的，乃是回到最初神創造的伊甸園那樣榮美。 

 

v.2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這裡是另一處形容新耶路撒冷的華美，如新婦一

般美麗。(參下面D.新耶路撒冷的華貴（v.18-21）) 

 

v.3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

，作他們的 神。-- 在v.3 among Men出現了三次，的確最重要的是在新天新地神將

親自與人同住，這個地方稱為「聖城新耶路撒冷」。聖經中有三個耶路撒冷： 

 

• 地上的聖城耶路撒冷（尼11：1和賽52：1均稱耶路撒冷為「聖城耶路撒冷」

。 

• 千禧年中的耶路撒冷，是主耶穌掌權統治世界的地方。 

• 新天新地的聖城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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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新耶路撒冷這個名字在啟示錄最先出現在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

在我 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我又要將我 神的名

和我 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 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

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o 希伯來書也提到新耶路撒冷：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 神的城邑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裡有千萬的天使...（12:22） 

 

o 希伯來書提到如亞伯拉罕的信心偉人時，也提到將來神會賜給他們一

座城（相信就是指新耶路撒冷）：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

在天上的。所以 神被稱為他們的 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

他們預備了一座城。（11：16） 

 

o 另一段指向將來新耶路撒冷是我們永久居所的經文，就是主耶穌在最

後晚餐裡對門徒說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 神，也當信我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

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

到我那裡去，我在哪裡，叫你們也在那裡。（約翰福音14：1-3） 

 

o 保羅在帖前第4章預言基督再來時我們會被提，特別提到「這樣，我

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帖前4

：17-18） 

 

總括來說，新天新地(天堂)的「有」包括： 

 

• 新耶路撒冷，稱為聖城，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 內中的居民是：得勝的（v.7），承受這些為業的（v.7），列國（v.24），他

的僕人（22：3） 

• 三位一體的真神 -- 聖父（主 神全能者v.22），聖子（羔羊v.22），聖靈（

v.10） 

• 生命泉（v.6），生命水的河（22：1） 

• 高山（v.10） 

• 神的榮耀（v.11） 

• 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着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的名字．（v.12），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v.18） 

• 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v.21） 

• 神的榮耀光照（v.23） 

• 全是白晝（v.25） 

• 榮耀尊貴歸與那城（v.26） 

• 生命樹（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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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新地的「無」包括： 

 

• 沒有海（v.1） 

• 人與神之間不再有阻隔（v.2-3） 

• 沒有眼淚（v.4） 

• 沒有死亡（v.4） 

• 沒有舊的（v.5） 

• 沒有屬靈的饑渴（v.6） 

• 沒有罪（v.8）沒有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人（v.27） 

• 沒有聖殿（v.22） 

• 沒有需要日月光照，不用燈光日光（v.23，22：5）沒有黑夜（21：25， 22

：5） 

• 沒有名字不在生命冊上的人（v.27） 

• 沒有咒詛（22：3） 

 

甚麼人能夠住在天堂？啟21特別提到三種人：口渴的人（v.6）, 得勝的人（v.7）和

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人（v.27） 

 

口渴的人(v.6) 

 

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你們都來、買

了喫．不用銀錢、不用價值、也來買酒和奶。你們為何花錢〔原文作

平銀〕買那不足為食物的、用勞碌得來的買那不使人飽足的呢．你們

要留意聽我的話、就能喫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樂。（賽55：1-

2） 

 

神阿、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 神、就是永生 

神．我幾時得朝見 神呢。（詩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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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22：17） 

 

得勝的人(v.7) 

小子們哪、你們是屬 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裏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約一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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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且要在

我父面前、和我父眾使者面前、認他的名。（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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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8 提到的8種人，是代表全部不信者。信徒即使在未信主前有這些罪行，都因信而

得以稱義，因主耶穌的寶血已經將罪洗淨。 

B. 新耶路撒冷的城牆（v.9-27） 

 

21:9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裡來

，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21:10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 神那裡、從天而降的

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21:11城中有 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21:12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

派的名字。 

21:13東邊有三門，北邊有三門，南邊有三門，西邊有三門。 

21:14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v.9聖城耶路撒冷被天使形容是「羔羊的新婦」 

 

v.11 城是充滿了光輝，但卻不是太陽發出的光輝，而是神自己的光輝。v.23說城內

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 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很可能在永恆國度根

本就沒有太陽和月亮。現今我們需要日頭，因為我們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但將來我們無需睡覺，因為改變了的身體無需休息來恢復精力。 

 

v.12 城有十二個門--門上有舊約十二支派名字，表明神絕對沒有丟棄以色列，將來

的聖城和神的選民有密切的關係；事實上，救恩乃是從以色列人出來，將來以色列

全家都要得救。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羅 11：29)。 

 

v.14城有十二根基，是十二使徒名字，表明城是建造在基督十二使徒所傳遞下來的

教訓和見證上，亦即建造在神的恩典和真理上(約 1：17)。一般解經家都相信保羅

是十二使徒之一。 

 

C. 新耶路撒冷的面積（v.15-17) 

 

21:15對我說話的，拿著金葦子當尺，要量那城和城門城牆。 

21:16城是四方的，長寬一樣。天使用葦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長、寬、高都是

一樣； 

21:17又量了城牆，按著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 

 

21：16-17說城是四方的（正像至聖所也是長、寬、高各二十肘，呈正立方形(參王

上6：20)。），長、闊、高均為1400-1500英里，面積約為2百萬平方英里，比印度

面積更大，亦等於整個美國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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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400英里高度，等於60萬層12呎高的大樓。 

 

D. 新耶路撒冷的華貴（v.18-21） 

 

21:18牆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 

21:19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

綠瑪瑙；第四是綠寶石； 

21:20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紅璧

璽；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 

21:21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門是一顆珍珠。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

玻璃。 

 

E. 新耶路撒冷不需要的（v.22-27） 

 

21:22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 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2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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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4列國要在城的光裡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 

21:25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裡原沒有黑夜。 

21:26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 

21:27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

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 

參上面新天新地的「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