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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题：终极的婚筵

Theme: The Final Wedding Feast 

经文： 启示录 19:5-9

讲员：方友義牧师



圣经 启示录 19章5-9节
5 接着有声音从宝座发出来，说：“所有神的仆人哪！
凡是敬畏他的，无论大小，你们都应当赞美我们的神！

” 6我又听见一个声音，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像众水

的声音，又像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
我们全能的 神作王了！ 7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
给他！因为羊羔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

。 8并且有光洁的细麻衣，赐给她穿上；这细麻衣就是圣
徒的义行。” 9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来：‘被邀请

赴羊羔婚筵的人有福了！’”他又对我说：“这都是
神真实的话。”



圣经的内容究竟在叙述哪些的信息呢？

What is the overall theme of the bible?

* 救恩

* 宣教

* 神的国-教会

* 婚姻



Rev启示录 19:7 终极的婚筵 The final wedding feast

我们要欢喜快乐，

把荣耀归给他！

因为羊羔的婚期

到了；他的新娘

也自己预备好了。



终极的婚筵 - 从伊甸园说起

“伊甸”是“快乐”的意思

在创造过程中，

“好” 出现 7 次



婚姻犹如节期庆典



2019 全球离婚最高的 6 个国家

Top 6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divorce rates 

1. 马尔代夫 Maldives (80%)

2. 比利时 Belgium (77%)

3. 俄罗斯 Russia (68%)

3. 葡萄牙 Portugal (68%)

4. 凶牙利 Hungary (67%)

5. 瑞典 Sweden (66%)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表示

“彼此委身，忠诚对待”
‘Bone of my bones, and flesh of my flesh’ 

It means commitment and faithful to each other.

骨-刚强；肉-软弱；不论刚强或软弱，

联系在一起不分开，共同承担。

Bone is hard, flesh is soft, it means that no matter strong or 
weak, they are bound together and are not separated. They 
should unite in one to face challenges.



结婚 5 年，丈夫出轨。心灵受到巨大创伤。丈夫病重，

需要换肾，要捐自己的肾给不忠的丈夫吗？

人不能，神能。神给了她恩典与力量，使她真心饶恕

丈夫，也除掉心中的苦毒。挽回婚姻，也赢得了丈夫。



创世记 2:16-17 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

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

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

*     死：基本含义是“分离”（三方面的分离）

*分离：肉身的分离；灵魂的分离；永恒的分离。

*交代了重要的属灵原则后，才提及亚当的需要。
18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和他

相配的帮手。”



罪- 咒诅死亡；隔离驱逐；劳苦叹息

1. 不信上帝

2. 自我中心

骄傲与悖逆

3. 贪婪不满足

权、钱、色



上帝如何开展祂恩约的拯救行动呢？

How did God begin His work of salvation? 

1. 透过家庭（神的恩约透过家庭传承）

Through family  (Covenant)



透过家庭：亚伯拉罕与撒拉

* 迁移为了使命

1000-1700公里

•重点不在亚伯拉罕的舍弃与离开，

•重点在表达神的拣选。



神的恩约透过家庭传承

暗兰与约基别 - 摩西（出 6:20）

* 壮观的叙事如十灾及过红海等是附属在

神的救赎这重要的宏观主题

*出埃及记的主题 - 神的救赎



1. 神的恩约透过家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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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的恩约与救赎透过家庭开展

*  神要使用我们的家庭成为救赎人的管道。

* 全家总动员，使你的家成为“微型的教会”。

* 我的家庭使命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神的救赎透过基督的福音

得胜试探

亚当失去的战场

基督必须赢回来



The first temptation （Matthew 太 4:1-11）

第一个试探

*变一变：

把石头变成面包

*神的话 Vs 

人终极的需要 你每天都有进食灵粮吗？



The second temptation     第二个试探

*跳一跳

从殿顶上跳下来

*神迹 Vs 受苦

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神迹”



The third temptation     第三个试探

*拜一拜

就拥有世界万国

*神的国Vs 世界的国

*捕风 . 虚空



2. 神的恩约与救赎透过基督的福音

马槽 Manger 十架 Cross 复活 Risen

惊叹：神竟然成为人！耶稣为我死！我有复活的生命！

在新冠病毒疫情的 惊慌 中 惊叹 道成肉身与复活的基督



3. 神的恩约与救赎透过教会开展

教会 - 新妇；基督 - 新郎

林后 11:2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divine jealousy），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

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

你们的心受到引诱，失去对基督的单纯（纯一）

和贞洁，好像蛇用诡计骗了夏娃一样。



OT Background 旧约背景

神的百姓要成为新妇

何西阿书 2:19  我必聘你

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

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

I will make you my wife forever, 

showing you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unfailing love and compassion.



Isaiah 以赛亚书 54:5

因为造你的，就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

他的名；救赎你的，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他被

称为全地的神。

For your Creator will be your husband; the LORD of 

Heaven’s Armies is his name! He is your Redeemer, 

the Holy One of Israel, the God of all the earth.



终极的婚筵

Revelation 启示录 19:7-8  我们要欢喜快乐，把

荣耀归给他！因为羊羔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

也自己预备好了。并且有纯净洁白，上好的细

麻衣，赐给她穿上；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

义。（义-上帝圣民的善行）



伊甸园 - 用无花果的叶子遮羞（创 2:7）

老底嘉教会 - 买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耻

不会显露出来（启 3:18）

羔羊的婚筵 - 纯洁的细麻衣（启 19:8）

指圣徒所行的义- 指美好的见证与善行



彼前 3:3-4 不要单注重外表的装饰，就如鬈头发、

戴金饰、穿华丽衣服；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对

比急躁）安静（平静安稳）的心灵，作不能毁坏

的装饰（表达生命的素质），这在神面前是极宝

贵的。

要表达的重点是：

a) 你关注的是什么？What do you care about?

b) 神看重的是什么？What does God see as important? 

c) 你的心装了什么？What is your heart filled with? 



私欲 圣洁 Happiness Holiness

安逸 品格 Comfort Character

成功 成圣 Success Sanctification

逸乐 受苦 Desires Death



你是把焦点放在『埋怨』伴侣所【没有】的优点？

还是把焦点放在『珍惜』伴侣所【拥有】的优点？



美好的见证与善行- 在生活中多说这 5 句话

1.我承认我错了

2.你做得很好

3.意见如何？

4.谢谢你

5.是我的责任



启示录 21:2-3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

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

的新娘。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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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他们的神。

1. 神竟然要和我们同住！

惊叹与感恩 2. 我们竟然成为神的子民！

3. 神竟然亲自与我们同在！

4. 神竟然愿意作我们的神！



启示录 21:6 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

是俄梅格；我是创始的，也是成终的。

创始：伊甸园 （快乐到失落）

成终：新天新地（不再有罪恶）

成了：十架七言

成了：救恩历史圆满结束（最终的完结篇）



罪：咒诅死亡；隔离驱逐；汗流满面；劳苦叹息

约：上帝如何开展祂伟大的恩约拯救行动呢？

透过家庭
夫妻

*忠贞
*合一
*传承

透过基督
福音

*马槽
*十架
*复活

透过教会
圣洁

*贞洁
*美德
*等候



终极的婚筵 - 反思

1. 我们家庭的

使命（宣言）

是…………



终极的婚筵 – 再思婚姻的使命



2.  教会（新娘）要怎样装饰自己迎接新郎呢？

教会会不会因为过

多的事工，导致新

娘子“人老珠黄”？

还是教会（新娘子）

用最美丽的圣洁装

饰，一生儆醒的等

候主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