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約概論-普通書信與啟示錄第七堂、啟示錄
著者：使徒約翰；著作時地：約在主後 95-96 年於拔摩海島
信息：耶穌基督的啟示和將來必成的事
鑰字：羔羊(29 次)、寶座(44 次)、「聖潔」(26 次) 、「權柄」(21 次)、「榮耀」(19 次) 、「見
證」(19 次)、「審判」(16 次)、「得勝」(13 次，新約最多)
宗旨：啟示錄是啟示的歸結；是救贖的完成；是預言的結束。特別啟示穌基督是得勝榮耀的君
王，現今坐在寶座上，照著神永世的計劃，統管萬有，對付祂的仇敵，在地上建立國
度，並引進新耶路撒冷—神人聯合的光景，好彰顯神的榮耀，執行神的權柄，成就神永
遠的旨意。願我們讀本書，心被吸引，而忠心、儆醒、預備迎接新郎的再來。
本書強調基督的主權、聖潔、信實以及公義的審判；明白萬有發生的原因、意義和最終
的結果，都在祂裡面找到答案。並且解開永世的奧秘，使我們的眼光，從地上轉到天
上，從今世轉到永世，因而得著鼓勵，盼望基督再來及天國的實現。
創世記－創造天地﹙看一切所造甚好﹚伊甸首先亞當之婚姻起始
啟示錄－新天新地﹙看一切都更新了﹚聖城末後亞當之婚姻歸結
分段：
啟

1:19 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
大分段

章節

所看見
的事

一

現在的
事

二～三

將來必
成的事

四～二二

細分段
神聖的宣告
基督的威榮
約翰的託付
給以弗所的信
給士每拿的信
給別迦摩的信
給推雅推喇的信
給撒狄的信
給非拉鐵非的信
給老底嘉的信
寶座上的神
天上的情景
得勝的羔羊
七印
七號
地上的災難
七碗
大淫婦受刑
基督的君臨
國度的實現
國度的掌權
永世的來臨
聖城的描述

經節
一上
一中
一下

內容
基督與其
榮耀

二上
二中
二下
三上
三中
三下
四
五
六～七
八～十五
十六
十七～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二二

基督與其
教會

基督與其
國度

《啟示錄》是整本聖經的高峰。全部聖經真理，神的旨意，神的救贖計劃，神的奧秘之事，皆
由本書得到表彰成就，可謂啟示的總結。本書也是神一切應許的和預言的應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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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耶穌基督完滿的啟示(1:1-8)
啟 1:1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差遣使
者、曉諭他的僕人約翰．2 約翰便將神的道(logos 話)、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
見的、都證明出來(見證他所看見的)。
耶穌基督的見證是從啟示而來的，因為一切屬靈的事情，一切屬靈的實際，都是根據啟示而來
的。本書「啟示」了基督是：(1)祭司君王(一章)；(2)教會的審判者 (二～三章)；(3)創造主(四
章)；(4)救贖主(五章)；(5)歷史的主宰(六～十八章)；(6)得勝王(十九～二十章)；(7)新郎(二十一
章)；(8)承受萬有者(二十二章)——教會、猶太人、列國。
二、所看見的事－榮耀基督的異象(1:9-20)
1. 身穿長衣、直垂到腳－基督是偉大的合一表現
2. 胸間束著金帶－基督是神聖的愛
3.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基督是神的永遠和聖潔
4. 眼目如同火焰－基督是神的啟示光照和焚燒
5. 腳好像在爐中煆煉光明的銅－基督是神審判的尺度和憑藉
6. 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基督是神完全的能力
7. 他右手拿著七星，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基督是神的活道
8.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基督是神榮耀的具體表現
三、現在的事－七個教會的異象(2:1-3:22)
啟 1: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同有分．為神的道、並
為給耶穌作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10 當主日我被聖靈感動、聽見在我後面
有大聲音如吹號說、11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達與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
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那七個教會(代表整個的教會)。
(位於今土耳其小亞細亞半島,神揀選羅馬帝國亞西亞省的七個城的七個教會來代表整個的教會。)
﹙一﹚在以弗所(可愛、放鬆)的教會－教會屬靈放鬆的試驗(2:1-7) 使徒時代(30-100)

啟 2: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
賜給他喫(神對人當初的目的就是吃生命樹的果子)。
﹙二﹚在士每拿(沒藥、受苦)的教會－教會苦難的熬煉(2:8-11) 逼迫時代(100-313)
啟 2:10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
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11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指被扔在火湖裏蒙受火的痛苦)。
﹙三﹚在別迦摩(聯婚、高樓)的教會－教會屬靈混亂的試驗(2:12-17) 國教時代(313-590)
啟 2:1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指分別出來的)、我必將那隱藏
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
﹙四﹚在推雅推喇(繼續獻祭)的教會－教會教訓之風迷惑的試驗(2:18-29) 教皇時代(590-1517)
啟 2: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27 他必用鐵杖轄管[牧]他們、
將他們如同窯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從我父領受的權柄一樣(得勝者與主同掌權)．28
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在黑暗極大的時候看見主與被提)。
﹙五﹚在撒狄(恢復、餘數)的教會－教會屬靈死亡的試驗(3:1-6) 改教時代(1517-1790)
啟 3:4 然而在撒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因為他們是配
得過的。5 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在神面前基督就是我們的白衣，在基督審判臺
前的白衣乃是聖徒所行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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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非拉鐵非(弟兄相愛)的教會－教會忍耐持守到底的試驗(3:7-13) 宣道時代(1790-1900)
啟 3: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災前
被提)。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
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
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七﹚在老底嘉(眾人意見)的教會－教會失去屬靈實際的試驗(3:14-22) 背道時代(1900-?)
啟 3: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去、我與他他
與我一同坐席。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
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神向每一個教會都呼召得勝者，得勝者乃是教會的代表者)
四、將來必成的事－末日的異象(4:1-22:21)
﹙一﹚禧年以前(4:1-19:4)
1.天上的寶座－在寶座上的神、配揭開七印的羔羊
啟 5:1 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裏外都寫著字、用七印封嚴了。2 我又看見一位大力
的天使、大聲宣傳說、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呢。3 在天上、地上、地底
下、沒有能展開能觀看那書卷的。4 因為沒有配展開、配觀看那書卷的、我就大哭。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能
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配」所以「能」)。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
中、有羔羊站立、像是﹙剛剛﹚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
天下去的(徒 2:1 五旬節到了)。7 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裏拿了書卷。
2.地上的災難－七印災(六;八 1~5)、七號災(八 6~九;十一 14~19)、七碗災(十五~十六)
啟 8:1 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二刻。2 我看見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
七枝號賜給他們。3 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金香爐是承裝禱告的器皿)、來站在祭壇
旁邊．有許多香賜給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4 那香的煙、
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5 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
火、倒在地上．隨有雷轟、大聲、閃電、地震。(眾聖徒的禱告帶下神在天上的旨意)
(正如第七印包括了七枝號，第七號也包括七碗災禍(十六章)，所以第七號的號聲將會持續到七個金碗都
傾倒之後才結束。大災難雖對大部份的人是十分可怕的，但對祂的聖徒是神的奧秘的成全。)

3.教會經生產之苦產生得勝者
啟 12:5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屬靈生命剛強的得勝者與代表者)、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
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裏去了。(得勝者直接被提到神寶座前,而不是被提到空中)
啟 12:10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
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11 弟兄勝過他、是
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見證並宣告的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4.初熟的果子－羔羊無限量的跟隨者
啟 14:1 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同他又有十四萬四千人(災前被提的得勝者或代表者－
男孩子)、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寫在額上。2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像眾水的聲
音、和大雷的聲音．並且我所聽見的好像彈琴的所彈的琴聲。3 他們在寶座前、並在
四活物和眾長老前唱歌、彷彿是新歌．除了從地上買來的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沒有
人能學這歌。4 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那裏去、他們都跟
隨他(羔羊無限量的跟隨者)。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
﹙二﹚禧年之時－羔羊婚筵、千年國度(19:5-20:6) 對得勝者在來世要賞賜給他們的應許
1.羔羊之婚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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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9: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得勝者代表)也自
己豫備好了。8 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9 天使吩
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2.千年的國度
啟 20:4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
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
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5 這是頭一次
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
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火湖裏永遠受痛苦)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神和
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千年國度裏執掌王權)。
﹙三﹚禧年以後(20:7-22)
1.撒但的永世－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
啟 20:10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
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 . 15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
2.新天新地
啟 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2 我又看見聖
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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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5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
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3.聖城新耶路撒冷－新婦、羔羊的妻
啟 21:9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要將
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
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
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12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
(新婦重在生命，羔羊的妻重在道路，新耶路撒冷城重在掌權)
啟 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23 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
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整座聖城是神同住的「至聖所」)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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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樣或作回〕每月都結果子．樹上
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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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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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跋－最後的見證與禱告(22:6-21)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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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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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豫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豫言
上加添甚麼、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19 這書上的豫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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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
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21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這一個禱告是歷代二千年來許多忠心的聖徒呼喊、盼望、等候，也是信心的宣告。
作業七: 請分享神對得勝者的呼召與賞賜。如何能成為得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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