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示錄 

耶穌基督的啟示 

看哪、我必快來   

 主耶穌阿、我願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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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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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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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22:12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啟示錄 22:20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
 願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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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為何藉約翰寫啟示錄 

約翰寫啟示錄時，眾教會外有羅馬帝國的逼迫，內有異端的侵襲，內外

交迫，面臨存亡的危機。主因此藉使徒約翰寫下啟示錄： 

(一) 勸勉眾人從苦難中轉眼觀看主，恢復起初的愛心，勝過一切環境，至

死忠心，將來就必有分於國度。 

(二) 警戒眾人不可隨從異端，也不可隨從世界的潮流，持守神的話和主的

名，將來就必得著獎賞。 

(三) 解開屬靈的奧秘，使我們看見世事世物的演變，都有神的手在安排與

管理，好叫我們從外面的事物，轉眼仰望祂，因此得著安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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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得力走完今生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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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啟示神永遠計劃的書。主耶穌升天以後，教會在地上建立，教會要經過許多

的難處，好像無路可走。在這樣的光景裡，聖靈將神永遠的啟示交通出來，不僅

是為了當時，也是為了以後的世代。啟示錄以將來必成的事作為一條界線。將來

必成的事，佔了啟示錄的大部分，這些事情的發生带來神榮耀旨意的成全。啟示

錄的起頭是苦難，教會的苦難，啟示錄的結尾乃是新天新地。感謝神，短暫的苦

難要引入神永遠的榮耀，這是啟示錄的目的。 

• 一本充滿盼望的書。耶穌所愛的門徒約翰親眼見過耶穌，他宣告這位得勝的主必

會回來，為義人伸冤，審判惡人。我們明白了約翰這個盼望的異象，就可以振作

起來，因為基督要回來拯救屬祂的人。 

• 一本警告教會的書。雖然耶穌向約翰的啟示差不多是二千年前的事，但這些啟示

仍然是今天信徒的挑戰，提醒教會要委身過公義的生活。 

啟示錄-前言 

啟示錄是本什麼樣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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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15: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
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  

• 羅馬書 15: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
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羅馬書 8:25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彼得後書 3:13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 希伯來書  12:1-2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証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
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
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啟示錄-前言 

說到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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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的背景及撰寫 

• 約翰見到異像，接近豆米仙統治的末期。豆米仙 (Domitian A.D. 81-96) 統治時期，堅持他
要被看作神一般地受人崇拜。他暴虐的獨裁，使他與基督教對立。 

• 羅馬君王皆主張該撒崇拜，違者受酷刑。在豆米仙年間，他自稱是統管萬有的神，推行
該撒崇拜。因甚多信徒拒絕向君王下拜，豆米仙遂向教會宣戰，不少信徒為此殉道。約
翰為亞西亞教區的首領，故於主後95 年，被放逐至海島拔摩石礦場，在那裡作工。此島
長10 哩，寬5 哩，離以弗所約25 哩，為羅馬政府囚禁政治要犯之地。約翰在那裡得見異
象，蒙吩咐將他所見所聞全記錄下來，傳給亞西亞七教會（1：11）。這七教會在地理上
異常接近，都是約翰牧養的教會。豆米仙之后的纳瓦该撒（Nerva A.D.96～98) 同情基督
徒，释放约翰回家。 

• 全稿在約翰回以弗所後完成，時約主後 96～98 年。  

• 本書寫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都是成立相當時間的教會。啟示錄之撰寫，一方面要鼓勵
一些深感此種敵意日增的教會；另一方面要警告大意和疏懶的基督徒，因他們已被引誘，
輕易地去附從世界。啟示錄是世代末最後的呼聲。 

啟示錄-前言 6 



拔摩海島 Patmos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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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 

有關記錄啟示錄的馬賽克 

拔摩海島「啟示錄洞」Cave of Apocalypse 

啟示錄-前言 8 



修道院和首
府科拉 

Hora 的白
色建築物 

週邊希臘
式的民居  

前庭一景  

鐘樓 

拔摩海島「約翰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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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受信人 

• 啟示錄是寫給祂的眾僕人(一1)和七個教會的使者(二1，8，12，

18；三1，7，14)，但也是寫給教會全體(一4)，讓所有的眾聖徒

都能念、聽見並遵守(一3)。 

 

啟示錄-前言 10 



啟示錄是一本奇特的書 

• 啟示錄以難懂而著名 ，有一位釋經學家，以失望的口吻說，啟示錄的文字有多少，
它的謎便要有多少。另一位則謂，研究啟示錄的，那人若不是瘋狂的話，那亦只
不過是遲早的問題而已。  

• 啟示錄解經派系眾多，議論紛紜，各執己見，認為只有自己的解釋是唯一正確的
解釋。 

• 路德大體拒絕接納把啟示錄列入新約當中。根據他的標準，他認為啟示錄當與雅
各書，猶太書、彼得後書和希伯來書並列，獨立成書，只可置於新約的卷末。他
宣稱這本書只充滿著一些表像和異象，而這些內容卻為聖經其它經卷所無。  

• 路德又說，啟示錄並沒有以基督教導人，亦沒有承認基督，而聖靈的啟迪亦無跡
可尋。慈運理（Zwingli）對啟示錄也同樣沒有好感，他寫道：我們對啟示錄可以
不必關心，因為它並不屬於聖經。  

啟示錄-前言 

——巴克莱 (William Barc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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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是一本全備的書 

• 啟示錄可說是全部聖經真理，神的旨意，神的救贖計劃，神的奧秘之
事的總結。 

• 啟示錄特別指出耶穌基督是得勝榮耀的君王，現今坐在天上的寶座統
管萬有，為要執行神的計劃，對付祂的仇敵，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
結束舊造，並引進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人永遠安息、滿足的居
所，神和基督要在其中掌權。 

• 啟示錄掲示了最終神的榮美、榮耀得著彰顯，神的旨意得著終極的完
成的过程。  

啟示錄-前言 12 



• 有一次那位被譽為傳道之王的司布真遇到一個聖經批評家，以聖經的一篇詩來向
地問難說:「請問，你可以告訴我這首詩有什麼意義? 」司布真眨一眨眼睛， 然後
他說:「當然我可以告訴你這首詩的意義啦! 它的意義就是它字句上所表達的意
義。 」許多時候，當一些滿懷追求熱誠的信徒來到我面前，多數是在散會的時候，
問我說:「可否請你告訴我啟示錄說些什麼的? 」我總以司布真那句話來回答他們，
我以為這是最簡單又最妥當不過的答案，因為往往「一句話就可以發一個問題，
但回答那個問題卻一言難盡。 

• 有時我在想，這本看來是多麼神秘的書，它的名稱竟然卻是“啟示錄”，這豈非
有點不對題。根據希臘原文，啟示錄的原意是“揭露”，是讓人看個明白的意思。

倘若我們給人介紹這本書說，這是一本最容易明白的書，這豈非是笑話嗎？
不，這確是一本最容易明白的書。這不是說，我們能解明書中每一個預表。試問

地上有誰能呢？我們所說的，乃是指書中的總意和中心信息，是每一個人
都能明白的。 

啟示錄-前言 

巴斯德 J Sidlow Bax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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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意 

• Unveiling of Jesus Christ 揭露基督, 除去面纱 (帕子) 

 (啟示 Apocalypse, literal meaning – unveiling) 

• 中心信息 

• Unveiling of the person of Jesus Christ (1:) – Unveiling of Jesus Christ in His glory   

基督的榮耀 

• Unveiling of Jesus Christ to His Church (2:-3:) - Unveiling of Jesus Christ in His grace 

基督的恩典 

• Unveiling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processes of the Kingdom of God to consummation (4:-
22:) - Unveiling of Jesus Christ in His government   

基督的掌管 

 

 

 

 

啟示錄-前言 

啟示錄的總意和中心信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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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3:14    但他們的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  
 這帕子還沒有揭去．這帕子在基督裡已經廢去了。  

• 哥林多後書    3:15    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帕子還
 在他們心上。  

• 哥林多後書    3:16    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啟示錄-前言 

帕子 -- 遮蓋, 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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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感動 (一至三章) 基督與祂的教会  1:10  

1:10 當主日我被聖靈感動、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  

1:11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達與以弗所、示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
嘉、那七個教會。  

• 第二次感動 (四至十六章) 基督與大災難  4:2  

4:1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到這裡來、我要
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  

4:2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坐上． 

• 第三次感動 (十七至廿章) 基督與祂的國度  17:3 , 20:4 

17:3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有七頭十角、    
遍體有褻瀆的名號。 

20:4 …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 第四次感動 (廿一至廿二章) 基督與永恒  21:10 

21: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 神那裡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啟示錄也可從四次感動来看 
啟示錄-前言 16 



• 要對神的話有信心，掌握神的話。 

• 碰到難處的時候，不即刻去查考太多的參考書。參考書可以幫助，但
盡量先倚靠聖經本身。 

• 若是讀一次不明白，就讀兩次；若是讀兩次也不明白，就讀三次；若
還是不明白，就多讀幾次。 

• 從耶穌基督的啟示這一個事實來讀。      
        

 

啟示錄-前言 

讀啟示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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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 ED Silvoso …. 

When we read 讀 Bible, we need to think/understand: 
 

• What does it say?  祂在說什麼 

• What does it mean?  祂的含義是什麼 

• What does it say to me, mean to me?  祂對我說什麼 , 祂
對我的意義是什麼 

啟示錄-前言 

 啟示錄  1:3  念這書上豫言的、和那這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
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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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文學 (天啟文學) 的出現 

• 啟示錄雖然是新約一本非常獨特的經卷，但是在文學的類型來說，它
卻代表著新舊約間一種至為廣泛使用的文體。啟示錄就是一般所謂的
‘啟示文學’（Apocalypse），而啟示文學一辭乃源出希臘文
（Apokalupsis）。 Apocalypse今天也常被譯為天啟文學。 
(Apocalypse’s literal meaning – Unveiling.) 

• 在新舊兩約之間的一段時期當中，湧現了大批被稱為天啟文學
（Apocalyptic Literature）的作品，而猶太民族把他們不能磨滅的盼望，
寄情於這種文學作品之上。 

•  猶太人從未忘記他們是神的選民。他們深信有一天他們會成為天下的
盟主，傲視環宇。但是，證諸整個以色列的歷史，這些盼望卻只是一
片虛言。 

啟示錄-前言 19 



猶太人的天啟文學經卷 

• 兩約之間猶太人的天啟文學經卷繁多 (公元前三世紀到一世紀 )，我們
經常接觸到的有以諾書（Enoch），西婆的神語（The Sibylline 
Oracles），十二族長遺訓（The Testament of the Twelve Patriarchs），
以賽亞升天記（The Ascension of Isaiah），摩西升天記（The 
Assumption of Moses），巴錄啟示錄（The Apocalypse of Baruch），
以斯拉四書（Fourth Ezra）, 亜伯拉罕黙示等。  

• 兩約之間有不少著作不放在正典中，統稱旁經 (次經 Apocrypha - 隱藏，
偽經 Pseudepigrapha -假名偽冒) 。天啟文學經卷一般都列在偽經内。 

 

啟示錄-前言 20 



次經 (1) 

次經在英文是 Apocrypha。這字是源自希臘文的 apokruphos ，本義為「隱藏」的意思。
次經是指曾在各譯本中出現 (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主後三八二年耶柔米
（Jerome, 347～420）受命繙譯的拉丁文武加大譯本（Vulgate）；一九五六年出版的
法文耶路撒冷聖經（La Bible de Je*rusalem），一九六六年出版而將梵諦岡第二次大
公會議（1962～65）的決定加以考慮的英文耶路撒冷聖經（The Jerusalem Bible），
都有十多卷旁經列入在內。 )，而不列在希伯來文正典的經卷。次經以亞蘭文或者希
伯來文寫成，後來翻譯成希臘文 

• 1. 瑪喀比傳上卷（I Maccabees） 

• 2, 瑪喀比傳下卷（Ⅱ Maccabees） 

• 3. 多比傳（Tobit 或 Tobias）  

• 4. 猶滴傳（Book of Judith） 

• 5. 巴錄書（Baruch）和耶利米書信（Letter of Jerimiah）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Biblestudy/Topics/78Bible/78PT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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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經 (2) 

• 6. 亞撒利雅的禱告（Prayer of Azariah）和三童歌（Song of Three 

Youths） 

• 7. 蘇撒拿傳（History of Susanna）  

• 8. 比勒大龍書（Bel and the Dragon） 

• 9. 以斯帖補篇（Additions to Esther） 

• 10. 以斯拉續編卷上（I Esdras）  

• 11. 傳道經（Ecclesiasticus） 

• 12. 所羅門智訓（Wisdom of Solomon）  

• 13. 瑪拿西禱言（Prayer of Manasses）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Biblestudy/Topics/78Bible/78PT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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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經 (1) 

偽經（Pseudepigrapha）的原意，是假名冒寫的作品。他們之所以要偽冒古代名人的著作，為
的就是要引起當時的人之注意和重視。偽經是那些既不在希伯來文正典，也沒有列入各譯本

中的作品。在主前第二世紀至主後第二世紀，有很多這一類的作品，而這些作品，主要的
多以啟示文學的形式出現。 

 以希伯來文著作的偽經: 

• 1. 十二列祖遺言（The Testament of Twelve Patriarchs） 

• 2. 所羅門的詩篇（The Psalms of Solomon） 

 以亞蘭文著作的偽經: 

• 3. 禧年書（The Book of Jubilees） 

• 4. 以諾一書（I Enoch） 

• 5. 以賽亞殉道記（The Martyrdom of Isaiah）和以賽亞升天記（ The Ascension of Isaiah） 

• 6. 亞當夏娃生平（Life Adam and Eve）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Biblestudy/Topics/78Bible/78PT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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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  -       天啟文學經卷 

   



偽經 (2) 

• 7. 摩西升天（The Assumption of Moses）  

• 8. 以斯拉貳書（Ⅱ Esdras） 

• 9. 巴錄啟示錄（Apocalypse of Baruch） 

 以希臘文著作的偽經 

• 10. 阿立斯體亞書信（The Letter of Aristeas） 

• 11. 西婆的神話（Sibylline Oracles） 

• 12. 瑪喀比傳第三卷（Ⅲ Maccabees） 

• 13. 瑪喀比傳第四卷（Ⅳ Maccabees） 

• 14. 以諾貳書（Ⅱ Enoch） 

• 15. 希臘文巴錄啟示錄（Greek Apocalyse of Baruch）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Biblestudy/Topics/78Bible/78PT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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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文學經卷 



天啟文學的特點 (1) 
啟示錄-前言 

• 天啟文學多指(託辭)歷史偉人（例如亞伯拉罕、摩西、或以斯拉）從天上
（例如藉天使）所得的啟示。 

• 天啟文學的信息多是以極生動（有時瀕於怪誕）的象徵作為傳遞的媒介。此
等信息的出現往往是在苦難之中。作者堅決的相信，所遭的困苦不是一條末
路，到了時候，神必施行拯救，必會消滅那惡者；而神的拯救往往又是與彌
賽亞的降臨相合。 

• 天啟文學的作者對其當代是抱悲觀態度，不相信人藉己力可以戰勝惡勢，只
有神才能勝過惡者。也許因為重點在神，所以這一類文學很少涉及道德的教
訓。惡者的權勢不是道德提高就可以解決的，而是全憑神大能的干預。 

• 天啟文學中不乏借先知偉人的口所重述的歷史。此等「預言」，當然，都可
以不折不扣的應驗，但只是到作者的年代為止，涉及未來的事則是「含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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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文學的特點 (2) 

天啟文學喜用極富色彩的詩歌之類形象手法来表達。聖經先知書中也
常見到，例如: 

• 彌迦書 1:3-4 描寫耶和華步出了祂的居所時説 

3 看哪、耶和華出了他的居所、降臨步行地的高處．  

4 眾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諸谷必崩裂、如蠟化在火中、如水沖下山坡。 

• 阿摩司書 8 講到以色列的結局得救時説 

9 主耶和華說、到那日、我必使日頭在午間落下、使地在白晝黑暗。   

• 約珥書 3:18 講到以色列的得救時則説 

 18 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猶大溪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從耶和華的殿
中流出來、滋潤什亭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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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約之間 

• 舊新約間有四百多年的歷史（主前四百年至主前四年）、此時期稱為
「靜默時期」， 因為沒有先知出現, 沒有預言, 也沒有神的啟示，但在
政治上，這是段最不靜默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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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約之間猶太被統治之王朝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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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約之間猶大政治史 (1) 

• 波斯時期（539～332 B.C.）（1）主前539 至331 年, 波斯統治巴勒斯坦。主前536 年波斯
王古列允許猶大人歸回。（2）舊約時代在主前400 年左右結束（先知瑪拉基時代）。
（3）猶大人（猶大人在希臘時期以後稱猶太人）在被擄歸回後，不再有自己的君王體制,
大祭司成為政治及宗教首領；且在被擄歸回後,不再照定例按立亞倫家族後裔為大祭司了。 

• 希臘時期（332～168 B.C.）（1）主前332年波斯被希臘所滅。（2）亞歷山大帝席捲了歐、
亞、非三洲,建立大帝國,且到處建立希臘商業與文化中心。一次,他領軍圍攻耶路撒冷,大
祭司耶杜亞以「但以理書」相迎,並向他指出,但以理書八章的公山羊就是預言亞歷山大帝,
故其一生善待猶太人（亞歷山大帝20 歲為王,33 歲就病死巴比倫）。（3）亞歷山大帝死
後,經過30多年混戰,版圖遭手下四將軍瓜分： 

• ① 卡山德（CASSANDER）：統治馬其頓、希臘（西方）。 

• ② 萊西麥克斯（LYSIMACHUS）：統治土耳其、小亞細亞（東方）。 

• ③ 多利買（PTOLEMY）：統治埃及（南方）。 

• ④ 西流古（SELEUCUS）：統治敘利亞（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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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利買王朝（323～198 B.C.）（1）主前323年多利買（PTOLEMY）統治埃及並巴

勒斯坦，他善待猶太人。（2）主前250年多利買二世,曾聘學者至埃及把舊約聖經

由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是為《七十士譯本》。（3）但因多（埃及）與西流古

（敘利亞）（亦為但11:5～6所稱之「南方王」與「北方王」）經常發生軍事衝突,

而巴勒斯坦夾在中間為戰場,因此以色列民叫苦連天,直至主前198年巴勒斯坦終被

北方西流古併入。 

• 西流古王朝（198～167 B.C.）（1）主前198年巴勒斯坦落入西流古王朝

（SELEUCUS）安提奧古三世手中,猶大人開始遭難。（2）安提奧古四世

（ANTIOCHUS Ⅳ EPIPHANES）逼迫猶太人。主前172年,安提奧古四世在耶路撒冷,

殘殺猶太人約10萬之多,又不准猶太人守安息日、行潔淨禮及守摩西的律法。主前

168年12月,在祭壇獻不潔之物——豬,污穢聖殿,並毀壞內壇，以希臘神像丟斯代之，

應驗了但以理書8章14節、9章27節之預言，他是末日敵基督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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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約之間猶大政治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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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加比王朝（167～63 B.C.）（1）主前167年耶路撒冷西面小村落
「莫丁」之老司名馬提亞，因反對西流古官員在村內建造希臘偶像,並
強迫全村人下拜,率領五子與志同道合之人,展開長達百年之革命,史稱
為馬加比革命。（2）燭光節（主前165年12月25日）：紀念馬提亞之
三子猶大（又稱為馬加比MACCABEE,意為「執鐵槌者」）收回耶路撒
冷,並潔淨聖殿、重修聖殿。（3）哈斯摩王朝：主前143年馬提亞之次
子西門,爭取全面之自由,猶太人得以成為獨立的國家。（4）此後因內
部爭權鬥爭，互相排擠及內戰多年，所以沒有什麼光榮的歷史和英勇
之事跡可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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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時代 （63 B.C.～ 136 A.D.）（ （1）羅馬建國於主前753年：起初
僅為一些小部落聯合組成，由一個君王統治。經過五百多年不斷地爭
戰，在主前一世紀，終於吞併馬其頓、小亞細亞、敘利亞等,使之成為
其省分。（2）主前63年：羅馬大將軍龐培攻佔耶路撒冷，猶太人死
傷數十萬，被併入敘利亞省（猶太人再次喪失獨立自主權）。（3）
主前60年：羅馬朱理安與其養子屋大維，及同僚安東尼可組織「三頭
組政」，而自己為「三頭之頭」，稱號「該撒」（意「皇帝」） ，獨
攬大權,但在主前44年被刺。國內經過多年內戰,主前30年, 該撒奧古士
督（名屋大維）擊敗其他政敵後,成為羅馬第一個皇帝,獨攬軍事、行
政、立法、財政、司法、外交等六大權於一身,在羅馬史上為一傑出之
皇帝（執政由27B.C.～A.D.14）。基督生在他執政之時（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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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撒奧古士督 (Augustus 27B.C.～A.D.14) 

• 提庇留（Tiberius A.D. 14-37） 

• 加力古拉（Caligula A.D. 37-41） 

• 革老丟（Claudius A.D. 41-54） 

• 尼祿（Nero A.D. 56-68) 

• 尼祿死後，短短十八個月間，先後出現了三位皇帝，那便是迦爾巴（Galba），鄂
圖（Otto）和威特留（Vitellius）。在這段動盪不安的日子，關於崇拜該撒這件事
情，根本無暇顧及，無人問津。此後的兩位皇帝，維斯帕先（Vespasian A.D. 69-
79）和提多（Titus A.D. 79-81），都是英明的君主，他們並沒有堅持該撒的崇拜。 

• 到了多米田 (仙)（Domitian A.D. 81-96）登基，事情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
為人邪惡，暴虐無道，是一個十足的冷血的君王，只知道迫害和屠殺。 

  A.D. 95-96 約翰被放逐至拔摩海島，在那裡約翰寫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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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約之間猶大政治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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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的兩個世代觀 

• 猶太人把整個時間分為兩個世代。今生是完全腐化敗壞，猶太人等待

那一天，萬物的結局降臨。來世是完全美善的，神選民的冤屈，得到

伸雪剖白。  

• 今生如何能夠轉變成為來世呢？猶太人深信這個轉變非人力所能達成，

因此，他們盼望神介入，摧毀現今的世代，建立祂自己的黃金時代。  

• 所有的啟示文學都是描寫這些事情，刻畫出今生的罪惡，兩個世代交

替之間的恐怖情況，以及來世帶來的祝福。 

• 這種文學充斥著對末世的夢想和異象。 這些書籍常採用了一些暗語來

表達其中的思想，故意的叫圈外人士看不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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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文學 -- 猶太人等待來世祝福 (a) 

（一）分裂的王國必再復合。猶大家和以色列家必會重修舊好（耶三18；賽
十一13；何一11）。以往的分裂必得醫治，上帝之民，要成為一體。 

（二）出人意表的豐饒，將會充滿全地。曠野亦得變為田疇（賽三十二15），
就好像昔日的伊甸園一般（賽五十一3）；沙漠也必快樂歡騰，就好像番紅
花般燦爛開花（賽卅五1）。地上的果實也必結果萬倍；每棵葡萄樹必長出
一千條枝子；每一枝子又長出一千串豐碩纍纍的葡萄；每一串又長出一千粒
葡萄；每粒葡萄又可榨出一百二十加侖的酒（巴錄二書廿九章五至八節）。
這種富庶確是前所未見的，那時一切飢餓的人也必歡欣快樂。 

（三）在來世的夢想中，時刻保持著一個和平的願望。在來世所有的戰爭皆
要消弭。刀劍要被打成犁頭，槍矛要打成鐮刀（賽二4）。此後將不再見刀
劍，也再沒有殺戮的聲音。全地的人都遵守著共同的律法，永久的和平遍佈
大地，君王之間，彼此親善（西婆的神語三75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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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個非常美麗的意念出現在這新世代，那就是野獸之間，或人獸之間，再不復見有仇
恨。豹與孩童，熊與牛犢，獅子與羊羔，要一起玩耍，一同坐臥（賽十一6-9；六十五25）。
人與田野間的野獸，互相訂立新約（何二18）。甚至孩童亦可隨意在毒蛇的洞口，和猛獸的
洞穴嬉戲（賽十一6-9；巴錄二書七十三章六節）。友誼充溢於大自然的四周，人心再不存有
害人的惡念。 

（五）在來世中，不會再有疲累、憂愁和痛苦。世人不會再有愁煩（耶卅一12）；永恆的快
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賽卅五10）。人間也再不見有夭亡（賽六十五20-22）；再沒有人會說：
『我病了』（賽卅三24）；凱歌把死亡吞噬去了；上帝要抹乾眾人臉上的眼淚（賽廿五8）。
疾病要消聲匿跡；憂慮、痛苦和哀慟都要成為過去；生養孩童，不再有痛苦；收割的人不會
覺得倦怠，而建造的工人不會因工作而勞苦不支。（巴錄二書七十三章二節至七十四章四
節）。未來的世代，是一個再沒有像威吉流（Virgil）所謂的『流淚之事』發生的世代。 

（六）來世是一個公義的世代。完全的聖潔將要充滿人間。那時代是一個良善的世代，所有
的人生活在恩慈的日子當中，都存著敬畏主的心（所羅門詩篇十七章廿八至四十九節；十八
章九至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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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文學與先知文學 (1) 

• 先知的思想信息，著眼於現今世界的事物。他的信息往往是從社會、
經濟與政治的公義出發，發出呼籲，叫人在現今的世界裡，順服和事
奉神。在先知而言，這個世界極需改造，而神的國將要降臨其中。因
此一般的說法，都認為先知對歷史深具信心。先知相信在歷史的演變
中，神的旨意在其內運行。從某一個角度來說，先知是個樂觀主義者。  

• 啟示文學作者的思想信息，認為這個世界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對於世界的改革，他已不存幻想，只深信現今的世界必要全然毀滅。
當這個世界在神的怒氣底下，遭受毀滅之後，他盼望另一個新的世界
出現。從這方面來說，啟示文學的作者，都是悲觀主義者，因為他並
不相信，這個世界可以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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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文學與先知文學 (2) 

• 先知的信息是用口傳，都是以真姓名來發表言論。啟示文學則用筆錄，
如新約的啟示錄。  

• 猶太人的天啟文學都隱姓埋名，託辭一些歷史上偉大的人物所寫，諸
如挪亞、以諾、以賽亞、摩西、十二支派的族長、以斯拉和巴錄等，
因之而被列入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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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與啟示文學 (天啟文學) 

• 啟示錄是一本基督徒的啟示文學。在整本新約聖經中，只有這一卷是
屬於啟示文學。基督徒所寫的啟示文學，數量不少，但只有啟示錄得
以列入新約裏頭。啟示錄的寫作模式，與猶太人的天啟文學同出一源，
也是根據兩個世代這個基本概念而下筆的。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它以
『耶穌基督在權能中降臨』，來代替『主的日子』。但在模式和細則
方面，兩者卻一樣。 

• 猶太人的天啟文學，在刻畫末世要發生的事情的時候，他們有一套標
準的模式，在啟示錄裏，這些模式亦充份的呈現出來。 

• 但以理書可說是舊約的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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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與啟示錄 (1) 

• 但以理和啟示錄兩卷書，都是聖經啟示的信息。但以理書可說是舊約的啟示

錄。其他章節如賽十三章及十四章，廿四至廿七章，以西結書一章及廿七至

三十九章，撒迦利亞書九至十四，約珥書二及三章都是啟示的信息。 

• 在啟示錄三百九十四節經文中，約有二百四十五節之多引用舊約。如果對舊

約（特別是但以理書）沒有澈底的研究，就對啟示錄之了解未夠深刻；若多

研究但以理書，就更能明白神的話語，更能體會神的心意。 

• 新約中除啟示錄外，普通書信如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彼得前書一部份。四福

音亦特別注重末世之信息，馬太廿四章，馬可十三章，路加廿一章皆為啟示

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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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但以理書列在舊約的先知書，而其中信息內容與先知書不盡相同？ 

• 中文聖經是根據希腊文舊約聖經的次序（亞歷山大的猶太人把舊約譯成希腊文後安排

之目錄）我們當它是先知書。 

• 巴勒斯坦的聖經希伯來舊約將但以理書列在「著作」（即詩歌書及部分的歷史書），

而不放在先知書中。 

• 但以理書列在先知書之內。先知是要站在時代的尖端，看到人所未看到的，

傳出來也非人們所能易於明白的，傳出神的話語。  

• 另一方面但以理與其他先知有所分別。但以理書信息內容屬啟示文學。先知

都秉承耶和華神命令，很直接，很清楚，並嚴厲的，帶責備的口吻指摘罪，

叫人悔改。可是但以理的信息來源並沒有說明耶和華的吩咐，信息中沒有責

備，也沒有嚴厲的口吻，卻有非常堅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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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派：以為全書差不多都已經應驗了。它的一大部分，都是應驗在過
去的奮鬥中，就是教會與羅馬的奮鬥；而教會的得勝，是最終的結果。
這一派人所說的，太為理想，為純正的解經家們所不取。(公元三世紀
前都已應驗.) 

• 歷史派: 以為這書是教會的一部歷史，說出世界罪惡的權勢，如何與教
會爭戰。在改教的時候，這種解說最流行，直到十九世紀，尚是不衰 。 

• Church historicist view – Revelation is a summary of history 

• Continuous historicist view – Revelation is a chronological history 

• Spiritual historicist view – Revelation gives the main elements in the life 
and history of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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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派：以為本書的大部分尚未應驗，若是應驗，則俟之將來。從第四章

起，尚未有一字已經應驗。二章三章是說教會，須俟教會時期完滿後，四

章以後，才有應驗的可能。從六章到十九章，就是在但以理第七十個七裏，

所要發生的事。但以理的末個七，須等到教會歷史完畢之後，方能開始的。 

• 理想派：這種解釋啟示錄的方法認為本書的基本性質是詩歌、象徵，和靈

意的表達。因此，啟示錄完全不是要預言任何特別的歷史事件；相反地，

本書是列出一些沒有時間限制的真理，這些真理乃關乎那一直在教會時代

持續著的善與惡的爭戰。這種解經系統比其他三個學派出現的時期較為新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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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主自己說的話，啟示將來必成的事。在啟示錄裏，是把所看見的事，

現在的事和將來必成的事都包括在其中。所看見的事其實就是已經完

成了的事。甚麼是已經完成了的呢？基督復活這件事已經完成了，還

有是透過復活的基督所已經完成了的事。由於復活的基督，就引入了

現在的事，就是教會如今這一段時期。由於教會是按着神的心意作成

的，就把神的計劃重新帶入創世以前神所定規的路上，直到最後的時

候，就是神的國度和新天新地，表明神永遠的旨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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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主日學課程 
啟示錄-前言 50 

Sept-Nov, 2020 Sunday School  

啟示錄 - 耶穌基督的啟示   

課程大綱 

日期 
1 9/6/20 序言           

2 9/13 所看見的事──榮耀基督的異象 （一章） 

3 9/20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 三章) 

將來必成的事  -- 災難的事 (四〜十六章) 
4 9/27 天上的情景(四1~五14)  天上的異象 

5 10/4 七印之災(六1~八5) 

前六印：天啓四騎士 (六章） 

插入異象之一：選民受印(七1~8) 

插入異象之二：白衣人的見證(七9~17) 

第七印 （8：1-5） 

七號之災 (八6 ~ 十一章) 

6 10/11 一號--六號 (八6~九) 

插入異象之三：大力天使和小書卷(十章) 

7 10/18 插入異象之四：兩位見證人(十一1~13) 
第七號(十一14 ~ 19） 

間奏：爭戰的態勢  (十二 ~十四章) 

婦人生產與大紅龍(十二章) 

8 10/25 海中來的獸，地裏來的獸(十三章) 

三位天使的信息，兩種收割(十四章) 

大爭戰的頂點(十五 ~ 十六章) 

摩西與羔羊之歌 (15:1-4） 

預告七碗之災 (15:5-8） 

將來必成的事  -- 結局的事 (十七 ~ 二十章) 
9 11/1 七碗之災 (十六章） 

大淫婦的刑罰(17:1~18) 

10 11/8 巴比倫的傾倒(十八1~24) 

基督做王与最後審判 (十九 ~ 二十章) 

天上哈利路亞的頌讚 (19:1-10) 

邪惡勢力的結局 (19:11-21) 

11 11/15 千年國度與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 (20章) 

12 11/22 將來必成的事  -- 新天新地, 永遠的國 (21-22章) 
新天新地的福樂                                (廿一1-8) 
新天新地的榮美                                (廿一9~廿二5) 
聖城新耶路撒冷 (廿二6-21)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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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經各卷書之中，沒有別一卷書像啟示錄那麼莊嚴， 那麼吸引
我們; 而且，我還要補充一句，也沒有一卷書像啟示錄，一開卷
就給與讀者一個豐盛恩典的應許說:「念這書上預言的, 和那些聽
見又遵守其中所載的, 都是有福的。 」但卻又警告任何想要加添
或減少這書中的話的人， 指出他們會因此而招致永禍。 所以這
卷書的資訊具有極高度的重要性， 雖然不少人輕視它，以它為沒
有一點價值的神怪作品，神卻看為是超價值的啟示。 我們從這卷
書中可以看到神整個計劃的成就， 看見他對人類施行拯救的最終
目的， 看見聖經中所有預言， 應許和諸約，都得到應驗。 創世
記是一切事物的開始，啟示錄卻是一切事物的結束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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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激勵 
From:  波爾 (R.N. Boll) 



• 有一句話是十分真確的，就是我們研讀聖經任何一部分，最好的
方法就是感到自己站在神聖的立場來研讀 ;  好像摩西站在那燒著
的荊棘之前，要脫去自己的鞋，蒙著頭，存謙恭敬畏的心來聽神
的話。 倘若我們現今以這課程為神的話來研究，那麼我們應該感
到快樂才對。 正如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人領受了保羅所傳的道， 
「不以為是人的道，乃以為是神的道」(帖前二13)。主耶和華要
對這樣的人說 :「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
所看顧的就是虛心痛悔，因我話而戰兢的 。 」(賽六十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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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波爾 (R.N. B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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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es Revelation say?   

What does Revelation mean?   
 

What does Revelation say to me ?  

What does Revelation mean to me?   

這堂啟示錄主日學的願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