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仁約翰本仁約翰本仁約翰本仁約翰（（（（John BunyanJohn BunyanJohn BunyanJohn Bunyan；；；；1628162816281628 ––––1688)1688)1688)1688)



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第一段第一段第一段第一段--------逃出滅亡城逃出滅亡城逃出滅亡城逃出滅亡城

1.1.1.1. 傳道者傳道者傳道者傳道者（傳道）：Evangelist 傳教士，佈道員

2.2.2.2. 窄門窄門窄門窄門： Wicket Gate  小門

3.3.3.3. 固執固執固執固執：Obstinate 倔強，頑固

4.4.4.4. 善變善變善變善變（易遷）：Pliable 易受影響的

5.5.5.5. 憂鬱潭憂鬱潭憂鬱潭憂鬱潭：Slough of Despond 沮喪、悲觀、
失掉勇氣的沼澤

6.6.6.6. 天助天助天助天助（恩助）： Help 幫助、援助

7.7.7.7. 智佬智佬智佬智佬：Mr. Worldly Wiseman世俗頭腦的、

老於世故的智者

8.8.8.8. 道德鎮道德鎮道德鎮道德鎮（修行）：Morality Village



弗弗弗弗2222：：：：2222、、、、3333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

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

的邪靈。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

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彼後彼後彼後彼後 3:73:73:73:7～～～～12121212 但現在的天地還是憑那命存留，直留到不

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用火焚燒。8 親愛的弟兄

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

一日。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延，其實不

是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

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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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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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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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衫襤褸衣衫襤褸衣衫襤褸衣衫襤褸

賽賽賽賽 64:664:664:664:6 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所有的義都像
污穢的衣服。我們都像葉子漸漸枯乾；我們的
罪孽好像風把我們吹去。

•「「「「我該怎麼做啊我該怎麼做啊我該怎麼做啊我該怎麼做啊？？？？」」」」

約約約約 16:716:716:716:7、、、、8888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
是與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
們這裏來；我若去，就差他來。他既來了，就
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背負著重擔背負著重擔背負著重擔背負著重擔

詩詩詩詩 38:438:438:438:4 我的罪孽高過我的頭，如同重擔叫我
擔當不起。

詩詩詩詩 51:551:551:551:5 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
時候就有了罪。

羅羅羅羅 3:203:203:203:20 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一個人認為罪的本質是什麼一個人認為罪的本質是什麼一個人認為罪的本質是什麼一個人認為罪的本質是什麼、、、、影響人有多深影響人有多深影響人有多深影響人有多深，，，，大大大大

體上決定他對救恩的看法體上決定他對救恩的看法體上決定他對救恩的看法體上決定他對救恩的看法。。。。 （（（（BoiceBoiceBoiceBoice，，，，博愛思博愛思博愛思博愛思））））



•窄門窄門窄門窄門

太太太太 7:137:137:137:13、、、、14141414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
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
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

•遠處的亮光遠處的亮光遠處的亮光遠處的亮光

詩詩詩詩 119:105119:105119:105119: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彼後彼後彼後彼後 1:191:191:191:19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
暗處。你們在這預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晨星
在你們心裏出現的時候，才是好的。

約約約約 3:33:33:33:3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
若不重生，就不能見 神的國。」



•固執固執固執固執

羅羅羅羅 3:103:103:103:10、、、、11111111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
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

太太太太 13:1913:1913:1913:19 凡聽見天國道理不明白的，那惡者
就來，把所撒在他心裏的奪了去；這就是撒
在路旁的了。

•善變善變善變善變

太太太太 13:2013:2013:2013:20、、、、21212121 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
道，當下歡喜領受，只因心裏沒有根，不過
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
迫，立刻就跌倒了。



第二段第二段第二段第二段 走窄路過窄門走窄路過窄門走窄路過窄門走窄路過窄門

�結三十七結三十七結三十七結三十七11111111～～～～14141414 主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
就是以色列全家。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乾了，
我們的指望失去了，我們滅絕淨盡了。』所以你要
發預言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的民哪，
我必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領你們
進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
們從墳茪丰X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我必將我
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
在本地，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
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信心 +  好行為 = 稱義

信心 =  稱義 + 好行為

×

第二段第二段第二段第二段 走窄路過窄門走窄路過窄門走窄路過窄門走窄路過窄門



第二段第二段第二段第二段 走窄路過窄門走窄路過窄門走窄路過窄門走窄路過窄門

�來來來來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25252525 你們總要謹慎，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
話的。因為，那些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尚且不能
逃罪，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呢？

�來來來來十十十十 38383838----39393939 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
我心裏就不喜歡他。 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
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靈魂得救的人。



� 加加加加 四四四四 22222222～～～～27272727

22 因為律法上記，亞伯拉罕有兩個兒子，一個是使
女生的，一個是自主之婦人生的。 、

22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著血氣生的；那自主之婦
人所生的是憑著應許生的。

22 這都是比方：那兩個婦人就是兩約。一約是出於西
乃山，生子為奴，乃是夏甲。

22 這夏甲二字是指阿拉伯的西乃山，與現在的耶路
撒冷同類，因耶路撒冷和她的兒女都是為奴的。

22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們的母。
23 因為經上記著：不懷孕、不生養的，你要歡樂；未
曾經過產難的，你要高聲歡呼；因為沒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

22 弟兄們，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如同以撒一樣。



�來來來來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22222222～～～～24242424
22222222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
上的耶路撒冷。那裏有千萬的天使，

23 23 23 23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有審
判眾人的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

242424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
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

�啟啟啟啟十四十四十四十四1111
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同他又有十四萬四
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寫在額上。



第三段第三段第三段第三段 得開啟獲真道得開啟獲真道得開啟獲真道得開啟獲真道

#6 #6 #6 #6 示意的家示意的家示意的家示意的家（（（（House of Interpreter))))

1. 示意（interpreter；解說員）： 聖靈的開啟
和引導

2. 畫像：神忠誠的僕人

3. 大廳：人內裡的敗壞

4. 兩個小孩的房間

a）性急（Passion）

b）耐性（Patience）

1. 牆邊燃燒的火

2. 美妙的地方

3. 漆黑的房間



第四段第四段第四段第四段：：：：得確據脫罪擔得確據脫罪擔得確據脫罪擔得確據脫罪擔

#7 #7 #7 #7 救世牆救世牆救世牆救世牆（（（（a wall called a wall called a wall called a wall called SalvationSalvationSalvationSalvation））））

a.a.a.a. 十字架下脫去重擔十字架下脫去重擔十字架下脫去重擔十字架下脫去重擔

賽賽賽賽 53:453:453:453:4----5555444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
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上帝擊打苦待了。哪知他
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
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b.b.b.b. 十字架下淚如雨下十字架下淚如雨下十字架下淚如雨下十字架下淚如雨下

� 亞亞亞亞 12:10 12:10 12:10 12:10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
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
所扎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又為我愁苦又為我愁苦又為我愁苦，，，，
如喪長子如喪長子如喪長子如喪長子。。。。



第四段第四段第四段第四段：：：：得確據脫罪擔得確據脫罪擔得確據脫罪擔得確據脫罪擔

#7 #7 #7 #7 救世牆救世牆救世牆救世牆（（（（a wall called a wall called a wall called a wall called SalvationSalvationSalvationSalvation））））

c.c.c.c. 三位渾身發光的人三位渾身發光的人三位渾身發光的人三位渾身發光的人

1)1)1)1) 父神父神父神父神：『你的罪已被赦免』

2)2)2)2) 子神子神子神子神：：：：脫去他身上的破衣並且為他穿上公義
的外袍

3)3)3)3) 靈神靈神靈神靈神：在他的額頭上打上一個印記，代表一
個更新的心思(重生）。



第四段第四段第四段第四段：：：：得確據脫罪擔得確據脫罪擔得確據脫罪擔得確據脫罪擔

#8 #8 #8 #8 較低之地較低之地較低之地較低之地 （（（（the bottom;低窪地，最低點))))

•單純單純單純單純（（（（Simple；；；；頭腦簡單頭腦簡單頭腦簡單頭腦簡單））））

•懶惰懶惰懶惰懶惰（（（（Sloth；；；；懶散懶散懶散懶散））））

•自利自利自利自利（（（（Presumption;;;;自恃自恃自恃自恃，，，，自以為是自以為是自以為是自以為是））））

•拘禮拘禮拘禮拘禮（（（（Formalist；；；； 形式主義者形式主義者形式主義者形式主義者））））

•偽善偽善偽善偽善（（（（Hypocrisy；；；；假冒為善假冒為善假冒為善假冒為善，，，，虛偽虛偽虛偽虛偽））））



第四段第四段第四段第四段：：：：得確據脫罪擔得確據脫罪擔得確據脫罪擔得確據脫罪擔

#9 #9 #9 #9 艱難坡艱難坡艱難坡艱難坡（（（（the hill Difficulty））））

a.a.a.a. 山腳下的泉水山腳下的泉水山腳下的泉水山腳下的泉水

� 賽賽賽賽49:1049:1049:1049:10 不飢不渴，炎熱和烈日必不傷害他們；因
為憐恤他們的必引導他們，領他們到水泉旁邊。。。。

b.b.b.b. 半山腰上的亭子半山腰上的亭子半山腰上的亭子半山腰上的亭子

� 賽賽賽賽4:6 4:6 4:6 4:6 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蔭避暑，也可以作為
藏身之處，躲避狂風暴雨。



第四段第四段第四段第四段：：：：得確據脫罪擔得確據脫罪擔得確據脫罪擔得確據脫罪擔

#9 #9 #9 #9 艱難坡艱難坡艱難坡艱難坡（（（（the hill Difficulty））））

c.c.c.c. 山頂上遇見兩個人山頂上遇見兩個人山頂上遇見兩個人山頂上遇見兩個人

1.1.1.1.膽膽膽膽怯怯怯怯（（（（Timorous；膽小膽小膽小膽小，，，，羞怯羞怯羞怯羞怯））））

2.2.2.2.多疑多疑多疑多疑（（（（Mistrust；；；；不信任不信任不信任不信任））））



第五段第五段第五段第五段：：：：憑信心進美奐宮殿憑信心進美奐宮殿憑信心進美奐宮殿憑信心進美奐宮殿

•獅子獅子獅子獅子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5:85:85:85:8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5:95:95:95:9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

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美奐宮美奐宮美奐宮美奐宮（the house Beautiful)

弗弗弗弗2222:21:21:21:21 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2222:5:5:5: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

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上

帝所悅納的靈祭。

•守門員守門員守門員守門員：：：：警世警世警世警世（Watchful）—忠心的牧者

來來來來 13:1713:1713:1713:17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

服；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儆醒，好像那將來交

賬的人。



•慎思慎思慎思慎思（Discretion：慎重）— 慎思明辨

•虔敬虔敬虔敬虔敬（Piety；虔誠）— 外在行為

•明理明理明理明理（Prudence；謹慎）——內在動機

•仁愛仁愛仁愛仁愛（Charity;慈愛）——愛的彰顯



• 主的晚餐的意義主的晚餐的意義主的晚餐的意義主的晚餐的意義：

1. 記念並表明主的死（林前11:26)

2. 有分於基督之死所帶來的福祉（我們參與或分享耶穌之
死為我們所贏得的福祉）

3. 吸取屬靈的滋養；基督賜給我們靈魂屬靈的滋養和活力
（約6:53-57『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吃我肉
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4. 見證信徒的合一（林前10:17 『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
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

5. 肯定基督對我的愛

6. 肯定基督所有救恩的福祉都為我存留——我是祂永遠的
家庭中的一份子,我能享有天上、地上所有的祝福

7. 肯定自己對主的信心——『主耶穌，我的罪是袮受苦並
受死的原因。我需要你，也信靠你，來赦免我的罪，將
生命和健康賜給我的靈魂，因為只有靠著袮破碎的身體
和流出的血，我才能得救。』



• 美奐宮寶物美奐宮寶物美奐宮寶物美奐宮寶物

1)  書房、古籍

2)  軍械庫

• 樂山樂山樂山樂山（Delectable Mountains)

• 蒙羞谷蒙羞谷蒙羞谷蒙羞谷（Valley of Humiliation)



第六段第六段第六段第六段：：：：羞辱谷羞辱谷羞辱谷羞辱谷////死蔭谷死蔭谷死蔭谷死蔭谷

#11 羞辱谷（Valley of Humiliation）

-- 逆境使我們謙卑

亞玻倫亞玻倫亞玻倫亞玻倫（啟9：11）= “毀滅者”（destroyer）

--這世界的王（約12:31,14:30,16:11)

--這世界的神（林後4:4)

--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啟12:10)

--殺人的、說謊的（約8：44）



第六段第六段第六段第六段：：：：羞辱谷羞辱谷羞辱谷羞辱谷////死蔭谷死蔭谷死蔭谷死蔭谷

#12 死蔭谷（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 屬靈低潮

•右邊的坑洞：錯誤的教義所造成虛假的安全感。

•左邊的深溝：陷入罪中而對神，對救恩喪失信心和

盼望。



第六段第六段第六段第六段：：：：羞辱谷羞辱谷羞辱谷羞辱谷////死蔭谷死蔭谷死蔭谷死蔭谷

為何有這些山谷的經歷？

�彼前4:1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
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

�彼前5:10那賜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
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
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

基督徒在低谷中學了功課基督徒在低谷中學了功課基督徒在低谷中學了功課基督徒在低谷中學了功課，，，，連黑暗也能帶來祝福連黑暗也能帶來祝福連黑暗也能帶來祝福連黑暗也能帶來祝福！！！！

�伯伯伯伯12:2212:2212:2212:22他將深奧的事從黑暗中彰顯他將深奧的事從黑暗中彰顯他將深奧的事從黑暗中彰顯他將深奧的事從黑暗中彰顯，，，，使死蔭顯為光明使死蔭顯為光明使死蔭顯為光明使死蔭顯為光明



第七段第七段第七段第七段：：：：忠誠天路同行忠誠天路同行忠誠天路同行忠誠天路同行

忠誠（Faithful）

•來自滅亡城，聽到關於基督徒的天路之行

•與基督徒有不同的旅途經歷

•遇見蕩婦（Wanton）：肉體的試探

『如果任何事情都由肉體來發號施令，而你也一一

順服，那麼肉體將會摧毀你的人。你的情緒會變得

遲鈍，靈命會受到壓抑，最後變得奄奄一息。』
（畢哲思）

•遇見亞當一世（Adam the First）：舊人/罪的本性



第七段第七段第七段第七段：：：：忠誠天路同行忠誠天路同行忠誠天路同行忠誠天路同行

•亞當一世的三個女兒：

--美姿：肉體的情慾

--美目：眼目的情慾

--傲世：今生的驕傲

•遇見摩西：神聖的律法（定罪，宣告審判）

•遇見不滿（Discontent）

•遇見知恥（Shame；羞恥）

•遇見多嘴（Talkative）



第八段第八段第八段第八段：：：：浮華鎮遭逼迫浮華鎮遭逼迫浮華鎮遭逼迫浮華鎮遭逼迫

浮華鎮（Vanity-Fair；虛榮市集/展銷會）

•往天城必經之道

•歷史悠久：5000年

•建造者：別西卜（鬼王；太10:25）;

亞玻倫 (無底坑的使者；啟9:11);

群 (多；可5:9)

• 常年買賣浮華虛幻的商品（啟18:11-14）

• 龍蛇雜處，賊盜橫行

• 最受歡迎的是羅馬商品

(迦南：merchant，trader；商人）



第八段第八段第八段第八段：：：：浮華鎮遭逼迫浮華鎮遭逼迫浮華鎮遭逼迫浮華鎮遭逼迫

啟啟啟啟18181818：：：：10101010----14141414

10101010 哀哉！哀哉！巴比倫大城，堅固的城啊，一時之間你的刑

罰就來到了。
11 11 11 11 地上的客商也都為她哭泣悲哀，因為沒有人再買他們的貨

物了；
12121212 這貨物就是金、銀、寶石、珍珠、細麻布、紫色料、綢

子、朱紅色料、各樣香木、各樣象牙的器皿、各樣極寶貴

的木頭，和銅、鐵、漢白玉的器皿，
13131313 並肉桂、荳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細麵、麥

子、牛、羊、車、馬，和奴僕、人口。
14141414 巴比倫哪，你所貪愛的果子離開了你；你一切的珍饈美味

和華美的物件也從你中間毀滅，決不能再見了。
15151515 販賣這些貨物、藉著她發了財的客商，因怕她的痛苦，就

遠遠地站著哭泣悲哀



第八段第八段第八段第八段：：：：浮華鎮遭逼迫浮華鎮遭逼迫浮華鎮遭逼迫浮華鎮遭逼迫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4:94:94:94:9

我想上帝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好像定
死罪的囚犯；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
和天使觀看。



第八段第八段第八段第八段：：：：浮華鎮遭逼迫浮華鎮遭逼迫浮華鎮遭逼迫浮華鎮遭逼迫

• 審判官憎善大人（Judge Hate-Good）

• 三位三位三位三位『『『『見證人見證人見證人見證人』』』』：：：：

1. 嫉妒（Envy）

2. 迷從（Superstition；迷信）

3. 馬屁精（Pickthank）



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第九段第九段第九段第九段————與期望抵樂山與期望抵樂山與期望抵樂山與期望抵樂山

� 新同伴—期望期望期望期望（Hopeful）

� 賣關子賣關子賣關子賣關子（By-ends; 自私的動機；『利徒』）

� 船夫船夫船夫船夫（75頁）：『我的曾祖父是擺渡出身，

船往一個方向划，臉向著另外一個方向』；

本仁的幽默，用以形容一個心懷二意的人。

� 安樂安樂安樂安樂平原（Ease；舒緩，安逸）

� 財富財富財富財富山（Lucre；錢財，利潤）



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第九段第九段第九段第九段————與期望抵樂山與期望抵樂山與期望抵樂山與期望抵樂山

� 基哈洗基哈洗基哈洗基哈洗（82頁）：基哈西，以利沙的僕人

（王下4、5章）

� 絕望巨人的妻子：內向內向內向內向（Diffidence；缺乏

自信，懦怯，羞怯）



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第十段第十段第十段第十段————樂山瞥見天城樂山瞥見天城樂山瞥見天城樂山瞥見天城

� 樂山樂山樂山樂山（The Delectable Mountains; 令人愉快、

喜樂的)

� 四位牧人：

1.1.1.1.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Knowledge）

2.2.2.2. 經驗經驗經驗經驗（Experience）

3.3.3.3. 留心留心留心留心（Watchful）

4.4.4.4. 誠摯誠摯誠摯誠摯（Sincere）



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第十段第十段第十段第十段————樂山瞥見天城樂山瞥見天城樂山瞥見天城樂山瞥見天城

� 四個奇觀四個奇觀四個奇觀四個奇觀

1.1.1.1. 異端異端異端異端山（The Mountain of ErrorErrorErrorError)

2.2.2.2. 警惕警惕警惕警惕山頂 (Mount CautionCautionCautionCaution)

3. 谷底地獄的旁道地獄的旁道地獄的旁道地獄的旁道 (A By-way to Hell)

4.4.4.4. 清朗清朗清朗清朗山頂 （The Hill ClearClearClearClear)



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第十一段第十一段第十一段第十一段————偏差的誘惑偏差的誘惑偏差的誘惑偏差的誘惑

�妄想國（country of Conceit;自滿、自負）

�無知（Ignorance）

�背信 （Turn-away;轉變方向，轉臉）

�小信（Little-Faith）

�懦夫（Faint-heart）；疑心（Mistrust）；

罪惡（Guilt；有罪)

�大善人 （Mr. Great Grace; 王的戰士)



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第十一段第十一段第十一段第十一段————偏差的誘惑偏差的誘惑偏差的誘惑偏差的誘惑

�希曼（= 希幔）；希洗家（= 希西家）

�諂媚（Flatterer；阿諛奉承）

�發光的人（a Shining One)

�不信神（Atheist；無神論者）



第十二段第十二段第十二段第十二段：：：：迷惑地的危殆迷惑地的危殆迷惑地的危殆迷惑地的危殆

1.1.1.1. 無知無知無知無知：驕傲、自義、靠行為稱義、對罪的盲
目

� 太 11:27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
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

2.2.2.2. 無常無常無常無常（Temporary；暫時）

* 邪惡鎮（town of Graceless)

� 箴 4:23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
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第十三段第十三段第十三段第十三段：：：：安樂村到天城安樂村到天城安樂村到天城安樂村到天城

結婚村結婚村結婚村結婚村（the country of Beulah; 

希伯來語 Beulah：“married”；“已婚的”）

�賽 62:4 你必不再稱為「撇棄的」；你的地也不
再稱為「荒涼的」。你卻要稱為「我所喜悅的」；
你的地也必稱為「有夫之婦有夫之婦有夫之婦有夫之婦」。因為耶和華喜悅
你，你的地也必歸他。

無橋河無橋河無橋河無橋河 (a River): 死亡

擺渡者：無望無望無望無望（vain-hope；虛空的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