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永远远的福分
(启 22:1-21)

圣经经文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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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22:3 以後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 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
22:4 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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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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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22:8 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
22:9 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作仆人
的．你要敬拜神。
22:10 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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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 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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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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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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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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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他的後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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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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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麽、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
在他身上．
22:19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甚麽、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
22:20 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阿、我愿你来。
22:21 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讲道大纲
一、神创造万物的计划
1. 城中的河象徵生命的泉源,不断地,充沛地,供应圣民一切的需要.
2. 河边的果树代表生命的享受,树是单数,特徵有二: (1) 每月结十二回果子(2) 树叶可医治万民
(therapeian)保持健康,没有咒诅,没有痛苦.
3. 城中的宝座强调生命的得胜,施恩宝座前与主面对面,清心的人有福了.
4. 信者蒙神光照显明生命的光辉. 光胜过黑暗,带来活力,温暖,知识,正义.
二、我们蒙祝福的条件
1. 神将真实可信的启示仆人: 仆人是事奉的人,神的仆人是事奉神的人.
1

2. 主应许遵行主道的人有福: 主必快来,赐福气给遵守预言的人.(启 22:7)
3. 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人: 只有神可接受敬拜,敬拜神的人敬畏神,顺服.
4. 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开始:忘去过去,看万事如粪土,立志跟随主到底.
三、神永不改变的大爱
1. 永远的生命 2. 永远的荣耀 3. 永远的事奉 4. 永远的关系
5. 永远的王权 6. 永远的敬拜 7. 永远的公义 8. 永远的圣洁
9. 永远的权柄 10. 永远的同在 11. 永远的产业 12. 永远的恩惠

信息内容
前言
赐生命的主要赐给世上永远的福分。许多人过着让许多人羡慕的生活，享有盛名、财富、健康、
亲情。然而，这一切如果不是直到永永远远，从神永恒的眼光来看，也就是过眼云烟，昙花一现，
不胜欷嘘，令人凭吊。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再度来思想我们真实的盼望是甚麽? 在天家将永远与主和亲人永远同
在，这是何等美好的的盼望。
一、神创造万物的计划
1. 城中的河
2. 河边的果树
树是单数，特徵有二
(1) 每月结十二回果子
(2) 树叶可医治万民 (therapeian)保持健康，没有咒诅，每有痛苦。
3. 城中的宝座
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面对面亲密的关系。清心的人得见神的面。
4. 信者蒙神光照
圣经中祝福的话语中讲到我们是神光明的子女，永远不在黑暗里行走，因为主是生命的光，黑暗
不能胜过光。我们现在是明光照耀在黑暗悖谬的世代，以後在永恒中永远没有黑夜。长夜已过，黑
暗已深，黎明将近，晨星最亮的时刻到了。我们要要等候，我们要在夜间唱歌，因为光明即将临
到，那时我们要欢呼喜乐。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
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民 6:24-27)
5. 与主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 2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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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坐宝座，同享王权，有条件的。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
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
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太 19:28-29)
二、我们蒙祝福的条件
1. 真实可信的启示祂的仆人
仆人是事奉的人，神的仆人是事奉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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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应许遵行主道的人有福了
「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 22:7)
3. 凡以心灵诚实敬拜神的人
敬拜神的人是敬畏神的人，也是顺服神对神的托付忠心的人。
「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
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
神。」(启 22:8-9)
谁配接受敬拜? 只有神可接受敬拜。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
献给他。」(太 2:11)
「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
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太 4:9-10)
4. 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开始
愿意忘去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竿直奔的人。这些人是不愿意被罪恶缠累，看万事如粪土，为
要得到基督的人。这些人是立志跟随主到底的人。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赛 65:17)
创造的神不但创造我们现在看得见的天地和万物，神不断地有新的创造，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
人。每个人得救都是一次新的创造。最後在世界的末了，我们还要看见神所创造的新天新地将临到
我们。在其中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我们也不再追想古时之事，因为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这一个新造是让人快乐的，不是让人忧伤、愁苦、烦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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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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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65:18)
在这新造里面，新天新地是长存的，我们也在新天新地中是长存的。「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
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後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
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赛 66:22-23)
三、神永不改变的大爱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爱是旌旗。(歌 2:4) 神爱
我们，愿意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竟然将独生子赐给我们。相信祂的人，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
生。
主耶稣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这是爱我们到底的爱。(约 13:1) 这是永远的福分「凡遵守这书上豫
言的有福了。」(启 22:7)「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启 22:14)
1. 永远的生命
我们用十二处来看这永远的生命是何等蒙福的丰盛生命。
(1) 生命水
「生命水的河。」(启 22:1)
「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 22:17)
(2) 生命树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启 22:2)
「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启 22:14)
「生命树的分。」(启 22:19)
(3) 生命册
「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启 21:27)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启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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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3:5)
2. 永远的荣耀
「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启 21:24)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城。」(启 21:26)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後 4:17)
3. 永远的事奉
「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启 22:3)
4. 永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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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启 22:4)
5. 永远的王权
「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 22:5)
6. 永远的敬拜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启 22:9)
7. 永远的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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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22:11)
8. 永远的圣洁
「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启 22:11)
9. 永远的权柄
「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启 22:14)
10. 永远的同在
神的帐幕在人间，愿意让我们与祂永远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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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11. 永远的产业
「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西 1:12)
12. 永远的恩惠
「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启 22:21)
「恩召有何等指望。」(弗 1:18)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後来的世代看。」(弗 2:7)
最後的一句话
「我的良人哪、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歌 8:14)
「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阿、我愿你来。」(启 22:20)
论到永永远远的福分，情人节刚过，让我们结束信息时，一同以感恩的心来思想情人节的真意。
情人节的重点是爱，但不是世俗的爱，不单单指感情、感观、感觉、感受的爱。神与人之间彼此相
爱的爱不是从情欲来的，不是从人意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圣经所讲的爱可由人间的爱来略略明白
神对人永远不变的爱。天父聘我们为羔羊的妻子，基督愿意为我们舍弃性命，圣灵永不离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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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光照引领我们，也感动我们，赐下随时的帮助来安慰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
们，这爱是牺牲的爱、永不改变的爱、永不褪色、永不衰残的爱。这爱的长、阔、高、深是过於我
们所能测度的，我们是神所爱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
也当为弟兄舍命。(约一 3:16) 这爱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的，总要在爱心与诚实上能有行动的表
现。(约一 3:18)我们怎能知道自己是爱神呢? 我们应当有何行动上的表现呢?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
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约一 3:17) 智慧的人生乃存感恩敬虔的
心，在世上过我们为主而活的日子。过完了在世上的一生，我们将进入永恒的荣美天家，永远与爱
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同在。这是爱的盼望。
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思想情人节(St. Valentine’s Day)的真意 。情人节是记念三位名叫 Valentine 的为主
殉道的圣徒. 有一位是为是被罗马皇帝 Claudius 二世处死的神父。当时罗马皇帝为了战争不让年青
人结婚。Valentine 愿冒生命的危险为年青人证婚，後来被捕，2/14 日惨死於监狱中。人们暗中在这
一天记念他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第二位 Valentine 是第三世纪一位罗马天主教的教士，也是一位宣教医生，他曾经医治了许多病
人，有一位盲女得了医治。盲女的父亲是监狱的狱卒。当 Valentine 下狱後，盲女常来探监，有一天
Valentine 写了一封信给盲女，签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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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主殉道的。Valentine 的原意是 Valor 英武的勇
者。君士坦丁将基督教改为国教後，主後 496 年教皇 Gelasius 一世将 Valentine 扩大到那些心和行为
只有神知道的人。15 世纪英国的大诗人乔叟写了一首诗祝贺理查二世与波西米亚的安妮公主的政治
联姻，这首诗歌虽然带动了爱情的伴侣彼此的祝福，然而，Valentine 的意义反被人遗忘了。
求神让我们成为一个蒙到永永远远福分的人，知道父神将一切天上属灵的福气在祂爱子里已经全
都赐给我们了。(弗 1:3) 今天神的爱可以永远存在人的心里，我们应当乐意遵行天父的诫命，尽心、
尽性、尽意来爱主，并且要爱人如己。这最大的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 22:37-38)
我们要靠着圣灵而作一个爱主、跟随主、顺服主以致承受神所赐我们的恩典，作为一位凡事讨主喜
悦的忠心仆人，深信将来必蒙到直到永永远远福分的无限的人。「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
主必要来。」(林前 16:22) 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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