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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您将我们聚在一起，共同学习什

么是真正的救赎。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因着错误的救赎观而丧失反省

自己罪恶的意识和能力，从而跌落深渊。感谢您将真理赐给我们，使我

们真正明白救赎在于征服地狱，恢复天堂的秩序，建立一个新教会，使

我们重新处于平衡，处于或倾向天堂或倾向地狱的自由选择之中。主啊，

愿您清除侵入我们心智的错误救赎观，将正确的救赎观植入我们内心。

阿们！ 

关于救赎（一） 

114.在教会，众所周知，主在教会有两个职分，即祭司和国王。但由

于很少有人知道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故有必要解释一下。就祭司

的职分而言，主被称为“耶稣”；就国王的职分而言，主被称为“基

督”。在圣言中，就祭司的职分而言，祂还被称为“耶和华”和

“主”；就国王的职分而言，祂被称为“神”和“以色列的圣者”，

以及“王”。这两个职分之间的区别就像爱与智慧之间的区别，或也

可说，良善与真理之间的区别。所以，凡主出于神性之爱或神性良善

所行或所成就的，都是以其祭司职分来行或成就的。凡主出于神性智

慧或神性真理所行或所成就的，都是以其国王的职分来行或成就的。

此外，在圣言中，祭司和祭司职分表示神性良善；而国王和王权表示

神性真理。在以色列教会中，祭司和国王同样代表这二者。救赎涉及

这两个职分，至于这个职分涉及哪一部分，那个职分又涉及哪一部

分，这在下文将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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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耶和华、主、耶稣、祭司这些名称涉及爱或良善，“神”和“以

色列的圣者”、“王”、基督这些名称涉及智慧或真理。因为在圣言

中，经上总是论述良善和真理这二者，既不会单单论述良善，也不会

单单论述真理，而是二者一起论述。又因为意愿是接受良善的器皿，

理解力是接受真理的器皿，所以圣经的每处经文都涉及意愿和理解力

这二者。良善与真理合一才能发挥出神性威力：良善离了真理，如同

手无寸铁的人，毫无能力，CL 中提到：①若不凭借真理，良善无法提

供或管理任何事物。②若不凭借真理，良善无法保护自己，因此真理

是良善的保护者，可以说是良善的膀臂。③没有真理的良善缺乏深思

熟虑，因为良善凭借真理拥有深思熟虑、智慧和谨慎。所以失去真理

的良善，如同失去丈夫的寡妇。而上面这些因素也是现实中的寡妇处

境艰难的属灵原因。真理离了良善，则如冬天里的光，使万物枯干而

死。关于良善与真理的关系，大家可看一下《圣治》第一章。 

史公将救赎这个主题分成了以下要点来论述： 

(1)真正的救赎就是征服地狱，恢复天堂秩序，并藉此预备一个全新

的属灵教会。 

(2)若没有这种救赎，无人能得救，天使也不可能平安无事。 

(3)因此，主不仅救赎了世人，还救赎了天使。 

(4)救赎纯粹是神性行为。 

(5)这种救赎只能通过神道成肉身来成就。 



3 
 

(6)十字架受难是主作为最伟大的先知所经受的终极试探，也是荣耀

其人身，即将这人身与父的神性合一的途径；但十字架受难并非救赎

本身。 

(7)相信十字架受难是真正的救赎行为，这是教会的根本性错误；这

个错误，连同有关来自永恒的三个神性位格的错误，已败坏了整个教

会，甚至到了其中属灵之物荡然无存的地步。 

115. (1)真正的救赎就是征服地狱，恢复天堂秩序，并藉此预备一个

全新的属灵教会。我完全可以肯定，这三个事件构成救赎，因为主如

今正实施救赎。救赎过程始于 1757 年所执行的最后审判，并且自那

时起一直持续到现在。原因在于，现今主的第二次到来正在进行，一

个新教会即将建立；而在此之前若不先征服地狱，恢复天堂秩序，这

是不可能的事。我得以见证所发生的这一切，故能描述地狱如何被征

服，新天堂如何被建立和安排；但要描述这一切需要一整卷书。不

过，我曾于 1758年在伦敦发表过一本小册子，揭示了最后的审判是

如何进行的。 

救赎就在于征服地狱，恢复天堂秩序，建立一个新教会，因为没有这

三个事件，无人能得救。另外，它们遵循以下次序：在新的天使天堂

得以形成之前，地狱必须先被征服；而在新教会在地上得以建立之

前，这个新的天使天堂必须先得以形成；因为世人与天堂天使并地狱

灵人联结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就其心智的内层而言，他们与天使或灵

人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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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希望大家牢牢记住救赎的本质，也就是说救赎由三个事件构成：

征服地狱，恢复天堂的秩序，建立一个新教会。主第一次通过取得一

个人身的方式降世，然后征服地狱，恢复天堂的秩序，并建立基督教

会；如今主第二次则通过藉着一个人揭开圣经内义的方式降世，然后

征服地狱，恢复天堂的秩序，并建立新教会。这个人就是史威登堡，

史威登堡在主的启示下所写的著作就是主的降世，这些著作本身等同

于主。 

新天堂与新教会如同内在与外在一样合而为一，也就是说被作成新教

会成员的基督徒死后就会进入新天堂。新教会成员将单单仰望、依靠

主。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将主的人身视为平凡人，也就是说，把耶稣

看成平凡人，而不是神的人不会进入新天堂。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

们的父，这个关系一定要理清。与耶稣称兄道弟是可憎恶的，认为耶

稣是平凡人，甚至曾在地上结婚生子，这种观念是从极深的地狱出来

的，比三位格的三一体观念还要可憎！ 

116.主在世时与地狱争战，得胜并征服它们，从而使其顺服。这从圣

言的大量经文明显可知，如 

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

是谁呢？ 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

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醡的呢？我独自踹酒醡，众民中无一人

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胜利溅在

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

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又使他们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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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下到地上。祂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

祂就作了他们的救主；祂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以赛亚书 63:1-

9） 

这论及主与地狱的争战。装扮华美的“红衣服”表示圣言，犹太人已

向它施暴；祂“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描述了祂与地

狱争战并胜过它们；“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

行拯救，又使他们的胜利下到地上”描述了祂唯独凭自己的能力争

战；“这样，祂就作了他们的救主；祂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描述

了祂由此施行拯救和救赎。这是祂降临的原因，这一点就是“ 报仇之

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所表示的。 

又： 

祂见无人，竟无一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拯救祂，以公

义扶持祂。祂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

为外袍。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以赛亚书 59:16,17,20） 

耶利米书： 

他们惊惶，他们的勇士被击败了，仓仓皇皇逃跑，并不回头。那日是主

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是祂向敌人报仇的日子；剑必吞吃得饱。（耶利

米书 46:5,10） 

这些经文都论及主与地狱的争战，并战胜它们，诗篇： 

大能者啊，愿你的腰间佩剑。你的箭锋快；万民仆倒在你以下，射中王

敌之心；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喜爱公义，所以神膏你。（诗篇 45:3-

7） 



6 
 

还有很多类似经文。因为主独自战胜地狱，没有任何天使的帮助，故祂

被称为“勇士和战士”（以赛亚书 9:6;42:13），“荣耀的王，大能的耶

和华，在战场上有能力的耶和华”（诗篇 24:8,10），“雅各的大能者”

（诗篇 132:2）；在很多地方还称为 “万军之耶和华”；祂的到来被称

为“耶和华的日子，可畏、残酷的日子，发怒、烈怒、愤怒的日子，报

仇、毁灭的日子，战争的日子，吹号、哄嚷、喧闹的日子”等等。我们

在福音书中读到：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翰福音 12:31） 

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约翰福音 16:11） 

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约翰福音 16:33） 

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路加福音 10:18） 

“世界”、“世界的王”、“撒旦”和“魔鬼”均表示地狱。此外，启示录

从头到尾都在阐述基督教会的现状，预言主的第二次到来，以及祂征服

地狱，创造一个新的天使天堂，然后在地上建立一个新教会。所有这些

事都在那里预言了，只是在此之前从未揭示出来。原因在于，启示录和

圣言的所有预言部分一样，纯以对应写成，若非主将这些揭开，几乎没

有人能正确解读一个小节。现在，为了新教会的缘故，启示录的所有内

容都被揭示出来，记录在我于 1766 年在阿姆斯特丹发表的《揭秘启示

录》一书当中。凡相信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说有关当今教会的状态，

以及祂到来的话之人，都会明白这一点。但对于那些已将当今教会有关

来自永恒的三个神性位格，以及基督的十字架受难就是真正的救赎行

为的信仰铭刻在自己内心，并且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无法拔除之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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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这只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信念。不过，这种人就像盛满铁屑和硫磺的

瓶子，若向瓶内注入水，那么瓶子先是发热，然后着火，从而爆裂。因

此，当这些人听到有关活水，也就是圣言的纯正真理的事，并且这真理

通过眼或耳进入他们的脑海时，他们就会勃然大怒，把这真理当成能爆

破他们脑袋的东西加以弃绝。 

注：现在对启示录的解读可谓五花八门，各自都打着受神启示的旗号，

殊不知，启示录的揭示，必须由主亲自完成，唯有主知道启示录的真正

含义。史威登堡所写的《揭秘启示录》，才是主对启示录的真正解释；

其它的解释虽打着主的旗号，但并非来自主。 

117.有各种各样的比喻可用来说明征服地狱，恢复天堂秩序，然后建立

教会这三件事。这些事好比一伙强盗或反叛分子入侵一个国家或一座

城市，放火焚屋，抢夺居民财物，坐地分赃，还洋洋自得。而救赎行为

则好比一位正义的国王率军攻打他们，将其中一些人斩杀，另一些人投

入监狱，夺回他们的战利品，归还给臣民，然后建立国家秩序，确保它

的安全，使其免受类似攻击。还好比一群野兽从森林里窜出来，袭击牛

羊群和百姓，以致没人敢出城到庄稼地里，致使田地荒芜，城镇居民面

临饥荒的威胁。而救赎行为则好比杀死并驱逐这些野兽，保护田地和村

庄自此以后不再遭受这样的袭击。又好比成群的蝗虫吃光地上的绿叶，

为阻止它们进一步发展而采取措施。同样好比初夏毛毛虫啃噬树叶和

果实，使得树木如在隆冬那样变得光秃秃；于是便将它们抖掉，以便花

园重新开花结果。若主不通过救赎行为将善人与恶人分开，将恶人扔进 

地狱，将善人提入天堂，教会的情形也一样。若没有正义和法庭将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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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善人的社会踢除，保护善人免受侵害，好让人人在家中安全生活，如

圣言所说，安然坐在他们的无花果树下或葡萄树下（列王纪上 4:25；

弥迦书 4:4），那么，一个帝国和一个国家会是什么样？ 

118.(2)若没有这种救赎，无人能得救，天使也不可能平安无事。首

先必须说明何为救赎。救赎意味着摆脱诅咒，从永死中解救出来，从

地狱中拯救出来，从魔鬼手中释放被掳的和受捆绑的。主是通过制服

地狱，建立一个新天堂成就这一切的。人无法以其它方式得救，这是

因为灵界与世界联结得如此紧密，以致它们不可分割。这种联结尤其

影响人的内层，也就是所谓的灵魂和心智。善人的内层与天使的灵魂

和心智联结，恶人的内层与地狱灵的灵魂和心智联结。这种联结具有

这样的性质：若天使与灵人从世人那里被带走，人必死去，如同一根

木头。同样，若世人从天使和灵人那里被带走，他们也不能继续存

在。这清楚表明为何救赎在灵界进行，为何在地上的教会建立之前，

天堂与地狱有必要归入秩序。这在启示录说得很清楚，那里说明，创

造新天堂之后，新耶路撒冷，也就是新教会，从那天堂而降（启示录

21:1,2）。 

119.若非主施行救赎，天使无法继续安然存在。原因在于，在主眼里，

整个天使天堂，连同地上的教会就像一个人，天使天堂构成他的内在，

教会构成他的外在；或更详细一点，最高层天堂构成他的头，第二层和

最低层天堂构成他的胸和身体的中间部分，地上的教会则构成他的腿

和脚，而主自己是这个人全部的灵魂和生命。所以，若主不施行救赎，

这个人必整个被摧毁；地上教会的衰落会摧毁他的腿和脚，最低层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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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衰落会摧毁腹部，第二层天堂的衰落则摧毁胸部，然后头部因与身体

失去联结而丧失知觉。 

这一点可通过比喻来说明。它好比坏疽袭击双脚，然后逐渐向上蔓延，

先是感染腰部，之后感染腹内脏器，最后感染心脏附近部位。这时，如

众所周知的，这人必死无疑。它还好比腹内脏器疾病，这些脏器发生病

变后，就会造成心脏悸动，呼吸困难，最终心肺停止运动。也可拿内在

人与外在人作比方来说明这一点：只要外在人顺从地履行它的功能，内

在人就安好；若外在人不顺从，并且还抵触、甚至攻击内在人，内在人

最终会衰弱，最后被外在人的快乐牵引走，直到支持它，甚至与其同流

合污。同样，这一点还可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明，即一个人站在山顶，

看到下面地上洪水泛滥，并且逐渐上涨；当洪水涨到他所站之地时，若

没有船只破浪驶来让他逃离，他也会被淹没。或就像有人站在山上，看

见山下浓雾升起，离地面越来越高，遮蔽了田野、房舍和城镇；最后，

大雾将他笼罩，他什么也看不见，甚至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当地上的教会灭亡时，天使的命运就是如此。因为这时，低层天堂也会

逝去。原因在于，天堂由地上的人类组成；当人的心里不再有丝毫良善，

圣言的真理也荡然无存时，天堂就会被上涨的邪恶洪流所淹没，仿佛溺

死在冥河中。然而，他们会被主转到安全地带，得到保护，直到最后审

判之日，然后被提入新天堂。启示录中的这段经文指的就是这些人：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之道并为作见证被处死之人的灵魂。他们大

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

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袍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吩咐他们还要安息



10 
 

片时，等到那些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就是那些必须同他们一样

被处死的人，满了数目。（启示录 6:9-11） 

120.若没有主的救赎，罪孽和邪恶就会充斥世界和灵界的整个基督教

界。其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每个人死后都会进入灵人界，在

那里和之前一模一样。一进入灵人界，人难免与过世的父母兄弟和亲朋

好友交谈。那时，丈夫先是寻找他的妻子，而妻子则寻找她的丈夫。他

们通过与这些人接触而被带入各种外表看似绵羊、内心却像豺狼的人

群当中，甚至那些曾过着虔诚生活的人也被这类人引入歧途。灵人界由

于世所未闻的恶毒诡计而满了恶毒的人，如同绿池遍满蛙卵。 

这就是与那里的恶人交往的后果。这一点因以下事实变得明显：人若与

小偷或海盗共同生活一段时间，最后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人若与奸夫

淫妇生活在一起，很快就认为行淫没什么大不了；人若与亡命之徒混在

一起，很快就不在乎对别人使用暴力。一切邪恶都具有传染性，好比瘟

疫，仅仅通过呼吸或身体的臭气就能传染；还好比癌症或坏疽，先传到

并感染附近部位，然后是较远的部位，直到整个身体被摧毁。正是每个

人生来所进入的邪恶快乐造成这一切。 

由此可见，若没有主的救赎，没有人能得救，天使也不会安然无恙。人

避免毁灭的唯一庇护所就是主，因为祂说：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

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

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会被丢在外面枯干，扔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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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烧了。（约翰福音 15:4-6） 

121.(3)因此，主不仅救赎了世人，还救赎了天使。这一点从前节内

容可推知，即若没有主的救赎，天使不可能继续存在。对于上述原

因，再补充以下理由： 

①在主第一次到来之时，地狱已经增长到充满整个灵人界的高度，而

灵人界就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因此，地狱不仅陷入使得所谓最低层天

堂之物失序的状态，还攻击中间天堂，并以上千种方式骚扰它。若非

主的保守，中间天堂早已被摧毁。地狱的这种攻击就是示拿地所建的

通天塔所表示的。这种企图通过变乱口音被挫败，它的建造者们也被

分散；这城就叫巴别（创世记 11:1-9）。塔和变乱口音的含义在出版

于伦敦的《属天的奥秘》一书已予以解释。 

地狱增长到这种高度的原因在于，主降世时，全地因崇拜偶像和行巫术

而彻底远离了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建立、后来存在于犹太人中的教会已

通过歪曲和玷污圣言而遭到毁灭。所有这些人，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死后都涌入了灵人界，在那里，他们的数目最终增长、甚至倍增到只能

靠神亲自降临，然后用祂神性的臂膀来逐出的地步。至于这一切是如何

发生的，这在 1758 年出版于伦敦的《最后的审判》这本小册子里有所

描述。这项任务由在世时的主来完成。如今，主又采取了类似行动，因

为这是祂第二次到来的时间，祂的第二次到来已在整个启示录，以及马

太福音（24:3,30）、马可福音（13:26），路加福音（21:27）、使徒行传

（1:11）里面预言了。不同之处在于，祂第一次到来时，地狱的这种增

长是由于偶像崇拜者、巫师和圣言的歪曲者；而祂第二次到来时，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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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是由于所谓的基督徒，既包括那些沾染自然主义的人，也包括那些

因确信永恒的三神性位格这个子虚乌有之信，并视主的十字架受难为

真正的救赎行为而歪曲圣言的人。启示录（12与 13 章）中“龙和他的

两个兽”所指的，就是这些人。 

②主还救赎了天使的第二个原因是，主不仅将每个世人，还将每个天使

从恶中拦阻，并保守在良善中。因为没有人，无论天使还是人类，凭自

己处于良善，一切良善皆来自主。因此，当天使在灵人界的脚凳被抢走

时，他们就像一个人坐在了底座被抽走的宝座上。在神的眼里，天使并

不纯洁，这一点从圣言的预言部分、约伯记，以及没有哪个天使以前不

是人类的事实明显看出来。这证实了本书开头既普遍又具体所阐述的

有关新天堂和新教会信仰的内容，也就是说：“主降世将地狱从人那里

移除，祂通过与之争站并战胜它而移除，从而将其制服，使之顺服于祂”；

还有，“耶和华神降临披上人身，是为了使天堂的一切和教会的一切都

归入秩序；因为那时魔鬼，即地狱的力量已胜过天堂的力量；并且在地

上，邪恶的力量胜过了良善的力量，结果，一场灭顶之灾即将来临；主

藉着祂的人身消除了这个迫在眉睫的诅咒，从而救赎了天使和人类。由

此清楚可知，若没有主的到来，没有人能得救。如今也一样；因此，若

主不再次降世，没有人能得救”。 

122.主已拯救灵界，并将通过灵界把教会从全然的诅咒中解救出来。这

好比一个国王通过战胜敌人释放其被敌人所掳、投入监狱、戴上枷锁的

子民和王子，将他们带回宫廷；还好比一个牧人像参孙和大卫那样将他

的绵羊从狮子或熊的口中夺回来；或好比牧人驱逐从森林窜到牧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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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将它们赶到远方，最后赶入沼泽或沙漠，然后回到绵羊那里，安

然牧养它们，在清澈的泉水旁饮它们。这又好比一个人看见一条蛇盘在

路上，伺机袭击旅人的脚跟，于是便抓住它的头，尽管蛇缠住了他的手，

却仍把它带回家，砍下它的头，将身子扔进火里。同样好比新郎或丈夫

看见一个奸夫企图对他的新娘或妻子施暴，于是便击打他，或用手里的

剑刺伤他，或痛打他，或叫仆人把他扔到大街上，用棍子赶回家，以便

把获救的女人带回洞房。在圣言中，“新娘”和“妻子”是指主的教会，

而“奸夫”是指那些侵犯教会的人；他们就是玷污祂的圣言之人。犹太

人就是这么做的，因此，主称他们为“淫乱的世代”（马太福音

12:39;16:4；马可福音 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