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永遠遠的福分
(啟 22:1-21)

聖經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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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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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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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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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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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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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阿、我願你來。
22:21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講道大綱
一、神創造萬物的計劃
1. 城中的河象徵生命的泉源,不斷地,充沛地,供應聖民一切的需要.
2. 河邊的果樹代表生命的享受,樹是單數,特徵有二: (1) 每月結十二回果子(2) 樹葉可醫治萬民 (therapeian)保持
健康,沒有咒詛,沒有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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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中的寶座強調生命的得勝,施恩寶座前與主面對面,清心的人有福了.
4. 信者蒙神光照顯明生命的光輝. 光勝過黑暗,帶來活力,溫暖,知識,正義.

二、我們蒙祝福的條件
1. 神將真實可信的啟示僕人: 僕人是事奉的人,神的僕人是事奉神的人.
2. 主應許遵行主道的人有福: 主必快來,賜福氣給遵守預言的人.(啟 22:7)
3. 以心靈和誠實敬拜神的人: 只有神可接受敬拜,敬拜神的人敬畏神,順服.
4. 新造的人有一個新的開始:忘去過去,看萬事如糞土,立志跟隨主到底.

三、神永不改變的大愛
1. 永遠的生命 2. 永遠的榮耀 3. 永遠的事奉 4. 永遠的關係
5. 永遠的王權 6. 永遠的敬拜 7. 永遠的公義 8. 永遠的聖潔
9. 永遠的權柄 10. 永遠的同在 11. 永遠的產業 12. 永遠的恩惠

信息內容
前言
賜生命的主要賜給世上永遠的福分。許多人過著讓許多人羨慕的生活，享有盛名、財富、健康、
親情。然而，這一切如果不是直到永永遠遠，從神永恆的眼光來看，也就是過眼雲煙，曇花一現，
不勝欷噓，令人憑弔。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再度來思想我們真實的盼望是甚麼? 在天家將永遠與主和親人永遠同
在，這是何等美好的的盼望。
一、神創造萬物的計劃
1. 城中的河
2. 河邊的果樹
樹是單數，特徵有二
(1) 每月結十二回果子
(2) 樹葉可醫治萬民 (therapeian)保持健康，沒有咒詛，每有痛苦。
3. 城中的寶座
來到主的施恩寶座前，面對面親密的關係。清心的人得見神的面。
4. 信者蒙神光照
聖經中祝福的話語中講到我們是神光明的子女，永遠不在黑暗裏行走，因為主是生命的光，黑暗
不能勝過光。我們現在是明光照耀在黑暗悖謬的世代，以後在永恆中永遠沒有黑夜。長夜已過，黑
暗已深，黎明將近，晨星最亮的時刻到了。我們要要等候，我們要在夜間唱歌，因為光明即將臨
到，那時我們要歡呼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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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
安。他們要如此奉我的名、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賜福給他們。」(民 6:24-27)
5. 與主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 22:5b)
同坐寶座，同享王權，有條件的。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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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
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倍、並且承受永生。」(太 19:28-29)
二、我們蒙祝福的條件
1. 真實可信的啟示祂的僕人
僕人是事奉的人，神的僕人是事奉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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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22:6)
2. 主應許遵行主道的人有福了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啟 22:7)
3. 凡以心靈誠實敬拜神的人
敬拜神的人是敬畏神的人，也是順服神對神的託付忠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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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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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22:8-9)
誰配接受敬拜? 只有神可接受敬拜。
「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
獻給他。」(太 2:11)
「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耶穌說、撒但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說、『當
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太 4:9-10)
4. 新造的人有一個新的開始
願意忘去過去，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奔的人。這些人是不願意被罪惡纏累，看萬事如糞土，為
要得到基督的人。這些人是立志跟隨主到底的人。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賽 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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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神不但創造我們現在看得見的天地和萬物，神不斷地有新的創造，在基督裏我們是新造的
人。每個人得救都是一次新的創造。最後在世界的末了，我們還要看見神所創造的新天新地將臨到
我們。在其中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我們也不再追想古時之事，因為這將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這一個新造是讓人快樂的，不是讓人憂傷、愁苦、煩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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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65:18)
在這新造裏面，新天新地是長存的，我們也在新天新地中是長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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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
血氣的必來在我面前下拜．這是耶和華說的。」(賽 66:22-23)
三、神永不改變的大愛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 13:13)愛是旌旗。(歌 2:4) 神愛
我們，願意以永遠的愛來愛我們，竟然將獨生子賜給我們。相信祂的人，可以不致滅亡，反得永
生。
主耶穌用永遠的愛來愛我們，這是愛我們到底的愛。(約 13:1) 這是永遠的福分「凡遵守這書上豫
言的有福了。」(啟 22:7)「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啟 22:14)
1. 永遠的生命
我們用十二處來看這永遠的生命是何等蒙福的豐盛生命。
(1) 生命水
「生命水的河。」(啟 22:1)
「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啟 22:17)
(2) 生命樹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啟 22:2)
「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裏。」(啟 22:14)
「生命樹的分。」(啟 22:19)
(3) 生命冊
「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纔得進去。」(啟 21:27)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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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永遠的榮耀
「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啟 21:24)
「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啟 21:26)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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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永遠的事奉
「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啟 22:3)
4. 永遠的關係
「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啟 22:4)
5. 永遠的王權
「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 22:5)
6. 永遠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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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22:9)
7. 永遠的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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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22:11)
8. 永遠的聖潔
「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啟 22:11)
9. 永遠的權柄
「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啟 22:14)
10. 永遠的同在
神的帳幕在人間，願意讓我們與祂永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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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21:3)
11. 永遠的產業
「又感謝父、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西 1:12)
12. 永遠的恩惠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啟 22:21)
「恩召有何等指望。」(弗 1:18)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弗 2:7)
最後的一句話
「我的良人哪、求你快來、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歌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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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啟 22:20)
論到永永遠遠的福分，情人節剛過，讓我們結束信息時，一同以感恩的心來思想情人節的真意。
情人節的重點是愛，但不是世俗的愛，不單單指感情、感觀、感覺、感受的愛。神與人之間彼此相
愛的愛不是從情慾來的，不是從人意來的，乃是從神來的。聖經所講的愛可由人間的愛來略略明白
神對人永遠不變的愛。天父聘我們為羔羊的妻子，基督以祂願意為我們捨棄性命，聖靈永不離開我
們，不但光照引領我們，也感動我們，賜下隨時的幫助來安慰我們。三位一體的真神以永遠的愛來
愛我們，這愛是犧牲的愛、永不改變的愛、永不褪色、永不衰殘的愛。這愛的長、闊、高、深是過
於我們所能測度的，我們是神所愛的人。聖經告訴我們，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
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約一 3:16) 這愛不是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的，總要在愛心與誠實上能有行動的
表現。(約一 3:18)我們怎能知道自己是愛神呢? 我們應當有何行動上的表現呢?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
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裏面呢? (約一 3:17) 智慧的人生乃存感恩敬虔
的心，在世上過我們為主而活的日子。過完了在世上的一生，我們將進入永恆的榮美天家，永遠與
愛我們為我們捨命的主同在。這是愛的盼望。
現在讓我們一同來思想情人節(St. Valentine’s Day)的真意 。情人節是記念三位名叫 Valentine 的為
主殉道的聖徒. 有一位是為是被羅馬皇帝 Claudius 二世處死的神父。當時羅馬皇帝為了戰爭不讓年
青人結婚。Valentine 願冒生命的危險為年青人證婚，後來被捕，2/14 日慘死於監獄中。人們暗中在
這一天記念他大無畏的犧牲精神。
第二位 Valentine 是第三世紀一位羅馬天主教的教士，也是一位宣教醫生，他曾經醫治了許多病
人，有一位盲女得了醫治。盲女的父親是監獄的獄卒。當 Valentine 下獄後，盲女常來探監，有一天
Valentine 寫了一封信給盲女，簽名為 Your Valentine. 到今天 Valentine 的卡片上仍然看到 Your
Valentine。
第三位 Valentine 是一位到非洲去的宣教士，是為主殉道的。Valentine 的原意是 Valor 英武的勇
者。君士坦丁將基督教改為國教後，主後 496 年教皇 Gelasius 一世將 Valentine 擴大到那些心和行為
只有神知道的人。15 世紀英國的大詩人喬叟寫了一首詩祝賀理查二世與波西米亞的安妮公主的政治
聯姻，這首詩歌雖然帶動了愛情的伴侶彼此的祝福，然而，Valentine 的意義反被人遺忘了。
求神讓我們成為一個蒙到永永遠遠福分的人，知道父神將一切天上屬靈的福氣在祂愛子裏已經全
都賜給我們了。(弗 1:3) 今天神的愛可以永遠存在人的心裏，我們應當樂意遵行天父的誡命，盡心、
盡性、盡意來愛主，並且要愛人如己。這最大的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太 22:37-38)
我們要靠著聖靈而作一個愛主、跟隨主、順服主以致承受神所賜我們的恩典，作為一位凡事討主喜
悅的忠心僕人，深信將來必蒙到直到永永遠遠福分的無限的人。「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
主必要來。」(林前 16:22) 願主祝福大家，我們低頭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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