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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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1:  所看見的 -- 基督的榮耀 -- 榮耀的基督

2-3:  現在的事 -- 教會的事 -- 基督與教會

4--- 開始寫 “將來必成的事”



啟示錄第一章的啟示 榮耀基督的異象

主必再來和祂的永在全能

• 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永在 (is, was, 
is to come) 的全能者。

榮耀基督的異象
•“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表明主的 審判權柄， 祭司的地位。

•“胸間束著金帶”表明主王權的公義信實， 王的至高。

•“祂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表明榮耀和聖潔，白髮表經歷、榮耀和長久。

•“眼目如火焰”表明火的試驗、好壞顯明。在主的眼中一切都顯明，不能隱藏。

•“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表明主行動有力量、堅強純潔，祂的道路、都是公義。

•“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表明威嚴和能力。

•“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表明神口中出來的話、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表明基督是公義的日頭，顯出主的威榮。

4 所看見的事──榮耀基督的異象 (第一章)



啟示錄第二,三章的啟示 給七教會的書信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

七個教會的形態

1. 以弗所的教會 鬆懈的教會，工作代替了主

2. 士每拿的教會 苦難的教會，主是最寶貴的

3. 別迦摩的教會 世俗化的教會，不以主為最尊貴的

4. 推雅推喇的教會 淫亂的教會，以別的代替了主

5. 撒狄的教會 衰微的教會，丟棄主的完全

6. 非拉鐵非的教會 持守的教會，尊重主的權柄

7. 老底嘉的教會 溫暾、不冷不熱的教會，失落了主的豐富

5



幾個可以思想的問題 --

1) 北區會堂與亞細亞七個教會
中的那一個最可以相比？

2) 北區會堂有些什麼優點、主
會稱讚的 ; 有些什麼缺點、
主會責備的？

3) 你是否知道北區會堂目前的
異象、使命。

4) 你對教會和對自己的期望。

現在的事──給七教會的信 (二, 三章)6

七個教會的形態

1. 以弗所的教會 鬆懈的教會，工作代替
了主

2. 士每拿的教會 苦難的教會，主是最寶
貴的

3. 別迦摩的教會 世俗化的教會，不以主
為最尊貴的

4. 推雅推喇的教會 淫亂的教會，以別的代
替了主

5. 撒狄的教會 衰微的教會，丟棄主的
完全

6. 非拉鐵非的教會 持守的教會，尊重主的
權柄

7. 老底嘉的教會 溫暾、不冷不熱的教會，
失落了主的豐富



• 「現在的事」完成的時候，就是教會的建造完成。「以後必成的事」
開始的時候，教會已經不再在地上。地上出現「以後必成的事」的時
候，教會已經被提。

• 在地上甚麼時候出現「以後必成的事」？ 第四章，第五章不是「以
後必成的事」，只是說到，天上有聲音說，「你上到這裡來、我要將
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約翰就被帶到天上，讓他看到以後必成的事
發生的根據。 「以後必成的事」的事是從第六章開始。

• 以後必成的事所以是必成的事，是因為第四章和第五章給我們看見 : 
一切都是根據神的旨意被造的，都是根據羔羊的被殺、復活。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7

現在的事與將來必成的事的連接 -- 四章, 五章



啟示錄第四, 五章的啟示 -- 天上的異象

• 啟示錄四, 五兩章要人明白創造萬物的神奇，救贖的主藉着
釘死又復活成全祂拯救的旨意。

• 啟示錄四, 五兩章含有兩個屬靈的真理：

1. 全能的神是創造的中心，人可以信靠祂面對苦難的前途

2. 要認識神，不能離開救贖的主基督

• 啟示錄四, 五兩章的兩個主題：

1. 第四章 -- 敬拜創造者神

2. 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8



啟示錄第四章 -- 敬拜創造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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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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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看那坐著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好像綠寶石。

4. 寶座的周圍、又有二十四個座位、其上坐著二十四位長老、身穿白衣、頭上戴

著金冠冕。

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

是 神的七靈。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9



6. 寶座前好像一個玻璃海如同水晶．寶座中、和寶座周圍有四個活物、前後
遍體都滿了眼睛。

7.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第二個像牛犢、第三個臉面像人、第四個像飛鷹。

8. 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他們晝夜不住的說、聖哉、
聖哉、聖哉、主 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9.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者的
時候、

10. 那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寶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遠遠的、又把
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

11. 我們的主、我們的 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
並且萬物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10

啟示錄第四章 -- 敬拜創造者神



天上的門（四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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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啟示錄第二和第三章中，復活的基督在地上祂的教
會中行走。

• 第四章一開始這個景像轉變為天上的庭院，有一扇門
是為那觀看者打開。 (4:1 見天上有門開了。) 

• 兩個可能 :

1. 有可能約翰以為已經身在天庭，這一扇門是要為進
入天庭更神聖之處而敞開的。

2. 更可能的就是指從地上通達天上的門已開啟。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11

啟示錄第四章 -- 敬拜創造者神

https://www.openheaven.com/forums/topic/a-door-opened-in-heaven-revelation-41/
https://www.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s%3A%2F%2Fslideplayer.com%2Fslide%2F14410322%2F90%2Fimages%2F8%2F1%2BAfter%2Bthese%2Bthings%2BI%2Blooked%252C%2Band%2Bbehold%252C%2Ba%2Bdoor%2Bstanding%2Bopen%2Bin%2Bheaven..jpg&imgrefurl=https%3A%2F%2Fslideplayer.com%2Fslide%2F14410322%2F&tbnid=N0-YDVlKdwqAAM&vet=12ahUKEwiKr8Cstv3rAhWHWKwKHSOhDeEQMygJegUIARCxAQ..i&docid=EVtJ0W-TuT-PJM&w=1024&h=768&q=a%20door%20standing%20open%20in%20heaven%20revelation%20images&ved=2ahUKEwiKr8Cstv3rAhWHWKwKHSOhDeEQMygJegUIARCxAQ


天上的門（四1）（續）

在啟示錄最初的幾章中，說到三道門 :

（一）機會的門。復活的基督對非拉鐵非的教會說：‘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
一個敞開的門。 ’（啟三8） 。這就是光榮的機會之門，藉著這門，福音的信
息可以傳給許多地方。神在每個人面前都設了一個機會的門。

（二）人的心門。復活的基督對老底嘉的教會說：‘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 ’
（啟三20）。在每一個人的心門外，那被釘穿過的手正在叩門，而人可以隨著
自己的意思開門或是不開。

（三）啟示的門。這就是看見異象的門 ， 約翰所見的：‘我觀看，見天上有門
開了。 ’（啟四1）。神可以把祂的門開啟，引導人進去，明白神和永生的教
訓。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12

啟示錄第四章 -- 敬拜創造者神



天上的門（四1）（續）

聖經描寫天開了的經文不止一次。

（一）天開了好讓人可以看見異象。 ‘天就開了，得見神的異象’（結一1）。

神直接把異象賜給那些尋找祂和祂的真理的人。

（二）天開了好讓聖靈降下來。當耶穌接受約翰施洗的時候，祂看見天開了，

聖靈降在祂的身上（可一10）。當人的心靈思慕上面的事時，神的靈便會降

下來和他們相遇。

（三）天開了好讓基督的榮耀啟示出來。這是耶穌對拿但業所說的一個應許，

他可以看見天開了，並且看見神的天使上去下來在人子的身上（約一51）。

將來有一天，我們也會看見天開了，基督的榮耀便顯露出來；凡愛祂的人在

那一天必然獲得祂所帶來的喜樂，而那些曾經鄙視祂的人便會愕然和震驚。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13

啟示錄第四章 -- 敬拜創造者神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14

神的寶座（四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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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看那坐著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好像綠寶石。

當那看見異象的、約翰、進入天門的時候，在天上他看見一個寶座，神坐在寶座上。

• 神的寶座在舊約中是一個常出現的景象。先知曾說：‘我看見耶和華坐在寶座上，

天上的萬軍侍立在祂左右。 ’（王上廿二19）。

• 詩人也說 ： 可拉後裔的詩‘神坐在祂的聖寶座上。 （詩四十七8）。以賽亞看見主

‘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賽六1）。

• 在啟示錄中，‘神的寶座’共提到三十三次。神的寶座代表神的雄偉、權柄。當韓

德爾（Handel）有一次被人問及‘神曲彌賽亞是如何寫成的？’他回答說：‘我看

見天開了，並且神坐在祂的白色大寶座上。 ’

啟示錄第四章 -- 敬拜創造者神



神的寶座（四2，3） （續）

• 約翰無意用人的形像來描寫坐在寶座上的神。他描寫的神猶如‘寶石閃
爍的光彩’，但他卻沒有把任何形狀繪畫出來。這是聖經的一貫作風，
作者慣常以光來形容神。

• 在教牧書信中，我們看見神猶如‘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裡’（提前六
16）。而在這許久之前，詩人已經用這樣的字句描寫神，祂‘披上亮光，
如披外袍’（詩一○四2）。

• 約翰以寶石閃爍的光彩去繪畫在異像中所見的神，沒有說這些寶石的真
確形狀，只寫出三種名稱：碧玉，紅寶石和綠寶石，都是極名貴的寶石。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15

啟示錄第四章 -- 敬拜創造者神



二十四位長老（四4）4. 寶座的周圍、又有二十四個座位、其上坐著二十四
位長老、身穿白衣、頭上戴著金冠冕。

• 二十四位長老經常在啟示錄裡出現。他們圍繞寶座而坐，身穿白袍，
頭戴冠冕（四4；十四3）。 他們把自己的冠冕放在寶座的面前（四
10）。他們不停的敬拜和讚美（五11，14；七11；十一16；十四3；十
九4）。

• 他們把眾聖徒的禱告帶到神的面前（五8）。正當約翰心感憂傷的時候，
當中有一位長老前來勉勵他（五5）。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16

啟示錄第四章 -- 敬拜創造者神



二十四位長老（四4）（續）

聖經可以找出五方面解釋二十四長老 :

（一）在舊約中，常常都有一批謀士圍繞著神。先知曾看見神坐在祂的寶座上，

而天上眾天軍則侍立在祂的兩邊（王上廿二19）。在約伯記中，神的眾子前來

和祂會面（二1）。以賽亞說神在眾長老當中，必有榮耀統治萬有（賽廿四23）。

從這些經文中，顯示出長老的含意可能是指圍繞著神的謀士 (council, board)。

（二）當猶太人在巴比倫的時候，他們很難不與巴比倫人的思想接觸。故此他

們很可能把巴比倫的思想搬進他們的思想領域裡。巴比倫人有廿四星宿的神，

他們拜星象，這是他們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於是有人認為猶太人把這個意念移

植過來，而產生了廿四天使圍繞神寶座的觀念，再而蛻變為廿四位長老。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17

啟示錄第四章 -- 敬拜創造者神



二十四位長老（四4）（續）

（三）在以色列民中，擔任祭司的人數極多，所以他們不能在同一時間內全

體到聖殿中事奉。於是他們編為二十四班依次輪值（代上廿四7-18）；而每一

班中便選出一個統領人，稱為長老祭司。而祭司的名稱亦有許多，有時稱為

神家中的首領（代上廿四5）。有人認為這裡所引述的二十四位長老，就是象

徵二十四班祭司。他們替忠心的信徒攜帶他們的禱告到達神的面前（啟五8）。

利未人也是分成二十四班在聖殿中事奉的。他們的職責包括唱歌、敲鈸、彈

琴、鼓瑟和整理神殿的事務（代上廿五6-31）。長老在啟示錄中也是要彈琴的

（啟五8）。因此二十四位長老在天上擔當的敬拜職份，可與地上祭司與利未

人的事奉聖殿的職責互相配合。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18

啟示錄第四章 -- 敬拜創造者神



二十四位長老（四4）（續）

（四）另外有人認為二十四位長老便是代表十二位族長與十二位使徒加起來

的數目。因為在新耶路撒冷中，十二族長的名是刻在門上，而十二位使徒的

名則刻在外牆的基石上。二十四位長老可指是全體基督徒在神面前的代表；

也可指敬拜與事奉神的有尊位的天使。。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19

啟示錄第四章 -- 敬拜創造者神



二十四位長老（四4）（續）

（五）二十四位長老可解作一切神的忠心子民，因為白袍是應許賜給那些忠
心的信徒的（啟三4）。而他們那些冠冕也是應許賜給那些至死忠心的信徒
（啟二10）。耶穌也曾應許要把寶座賜給那些捨棄一切跟隨祂的人（太十九
27-29）。故此有關二十四位長老的描述和應許賜給忠心信徒的引證，是互相
吻合。

為什麼是廿四位？答案是因為教會是由猶太人和外邦人互相結合而組成。原
來已經有十二支派，而現在的整個教會包括外邦人，因此是十二的兩倍。二
十四位長老的意思是指教會整體。這些是異象，雖然將來的事情一定要出現，
但現在時候未到。二十四位長老是全體教會的代表，他們到那榮耀的一天，
便要共同站立在神面前向祂敬拜。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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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著寶座（四5，6上）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

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 神的七靈。 6上. 寶座前好像一個玻璃海

如同水晶

約翰在這幅天上的景像中加上一些詳盡的描述，更顯出其中的詭秘的氣氛。

• 閃電、聲音、雷轟是神顯現時的一個景象。 先知以西結所見的異象就是那圍繞寶

座從烈火中發出來的閃電（結一13）。

• 詩人描寫神的聲音從天降下來，像雷轟一般，而閃電把世界也照亮（詩七十七

18）。神又把祂的閃電傳到世界地極（伯卅七4）。

• 約翰的心中追憶昔日眾子民在西乃山上等候神授予律法時的一般情形：‘在山上

有雷轟、閃電、和密雲，並且角聲甚大。 ’（出十九16）。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21

啟示錄第四章 -- 敬拜創造者神



四活物（四6下-8）6下. 寶座中、和寶座周圍有四個活物、前後遍體都滿了

眼睛。7.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第二個像牛犢、第三個臉面像人、第四個像飛

鷹。 8. 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他們晝夜不住的說、聖

哉、聖哉、聖哉、主 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 四活物經常在寶座和羔羊附近出現（四6；五6；十四3）。它們有六個

翅膀，並且長滿了眼睛（四6，8）。它們時刻參與讚美和敬拜神（四8；

五9；五14；七11；十九4）。它們大概有一定的職務去辦理。他們也

會把神的忿怒呈現出來（六1；六7）。其中有一個拿著盛滿神烈怒的

金碗（十五7）。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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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物（四6下-8） （續）

• 在以西結書可找到四活物這個異象的祖先。在以西結的異像中，

這四活物每一個都有著四張臉孔──人面、獅面、牛面和鷹面。它

們並且在支撐著穹蒼（結一6，10，22，26）。它們的輪輞周圍

都是長滿眼睛的（結一18）。以西結所記載的詳細情形，全部都

可以在啟示錄中找出來，不過這些詳細的內容都予以分別整理和

編排。他們有相異的地方 (例如四個翅膀相比六個翅膀)，但實際上

所見的異像都是同出一源。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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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eel within a Wheel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24



四活物（四6下-8）（續）

• 以西結書十章廿和廿二節，指出四活物就是基路伯。基路伯也用來裝飾所羅

門聖殿的一部分，特別是在那禱告的地方和在聖殿的牆上（王上六23-30；

代下三7）。

• 分隔聖殿至聖所和聖所那幅垂下來的幕幔，也刺繡著基路伯（出廿六31）；

在約櫃的蓋上，稱為施恩的座位也放著兩個基路伯；它們的位置是相對而視，

而它們的翅膀橫伸出來，形同施恩座上的罩棚（出廿五18-21）。人通常想

像神就是坐在施恩座位的上面，左右分別由基路伯侍立護衛，垂聽人們的祈

禱（王下十九15；詩八十1；九十九1；賽卅七16） 。當亞當和夏娃被逐出

樂園後，守護樂園的職責便由基路伯來擔當（創三24）。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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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物（四6下-8）（續）

• 約翰如何會想及這些活物的象徵呢？這四個活物代表自然界中一切最高貴、
最強壯、最聰明、最迅捷的東西，在同類中是最超卓。在一切獸類中，獅子
是百獸之王；牛是畜牲中最高貴的；鷹是鳥類中最出類拔萃的；人是一切受
造物中最高尚的。

• 這四活物代表所有自然界中至偉大，最有力量，和最美麗的。四活物“在寶
座中和寶座周圍”，分別為：

1. 人的臉：預表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穌；

2. 獅子臉：代表獸中之王獅子；預表耶穌基督是猶大支派的獅子—君王；

3. 牛的臉：預表耶穌降世就像牛那樣，作忠心的僕人；

4. 鷹的臉：預表耶穌基督的神性，就如鷹的眼睛，遍察全地，又如鷹的翅膀能
力無比。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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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物的象徵（四6下-8）（續）

• 早期教會在這些活物中找出它們的象徵含義，特別是從它們的形像去代表四

本福音書。這種描寫也經常在教堂的彩窗上繪畫出來。

• 最早期和最詳盡的分析辨認是由愛任紐（Irenaeus）於公元後一七○年查考

出來。他認為四活物就是代表耶穌基督工作的四個面貌；換言之，它們就是

四本福音書的代表。至於哪個活物代表哪本福音書，則有一些不同的觀點。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27

一般被接受的觀點 ----

獅子：馬太福音——耶穌是君王， 牛： 馬可福音——耶穌是僕人 ，人：

路加福音——耶穌是人子， 鷹： 約翰福音——耶穌是神子

啟示錄第四章 -- 敬拜創造者神



讚美的歌頌（四6下-8）（續）

• 那些活物晝夜不停地唱讚美的三一頌：聖哉！

聖哉！聖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的全能者。

• 這就是大自然沒有止息的讚美歌頌。 ‘人

類在安息日要歇息，累了又要睡覺，而且至

終也必會死亡。但是大自然的旋律是沒有中

斷的，而它的讚美也是沒有中斷的。 ’真

的，神所創造的世界是永遠不歇的向祂讚美。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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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主和造物主（四9-11）9.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歸給那坐在

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者的時候、 10. 那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寶座的面

前、敬拜那活到永永遠遠的、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 11. 我們的主、

我們的 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因你

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 這是讚美詩大合唱的一段。活物代表大自然最偉大的部分，二十四位

長老則代表耶穌基督的偉大的聯合教會。因此，當活物和長老聯合讚

美的時候，象徵了大自然和教會攜手向神的讚美。

• 第八節描寫活物的讚美晝夜不停，四10 帶出另外一個不同的景象，每

一次四活物讚美時，長老俯身下拜。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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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主和造物主（四9-11）（續）

• 約翰在這裡繪畫出來的景象，古代人十分熟識。長老把他們的冠冕放
在神寶座的面前，在古代世界之中，這是代表完全降服的象徵。當一
個皇帝向征服者投降時，他把自己的冠冕除下，拋在勝利者的腳前。
戰敗的君王也把他的冠冕放在戰勝者的像前，以示降服。

• 這段經文指出神戰勝了人的心靈，代表全體信徒的教會也誠心向祂降
服。基督教如果沒有誠心降服在神的面前，它便會崩潰。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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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裡外都寫著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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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

角七眼、就是 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7. 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裡拿了書卷。
8. 他既拿了書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

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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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
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 神、

10.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 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11. 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
音．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

12. 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
榮耀、頌讚的。

13.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
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
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14. 四活物就說、阿們。眾長老也俯伏敬拜。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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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手中的書卷（五1）1. 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裡外都寫著字、用七印
封嚴了。

記載命運的書卷（五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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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約翰看見神手中拿著書卷的時候，有一位強而有力的天使走前來向人挑
戰。這位強壯的天使後來會再出現（十1，及十八21）。這位天使強而有
力，他宣告出來的聲音傳遍全宇宙的每一角落。他的宣召是叫任何有本事
而可以擔當開啟這書卷的人，應該前來。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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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命運的書卷（五2-4 ） （續）

• 這書卷是記載關於末世時候要發生的事情。在猶太人的觀念中，記載這類
事情的經卷是存著的。最普通的記載，可參閱以諾書（Book of Enoch 天啟
文學-偽經）便能明白。

• 解釋這段經文的時候，應記這是一個異象，而它的內容是以詩歌的形式表
達出來。若我們依著字面去求解，就容易犯錯誤。它並不是說人類所有的
事物早已經作好安排和記錄下來，而人類因此必須朝著那不可避免的命運
前進。事實上，整個意思是指示我們知道，神對祂的整個宇宙有一個預言
的計劃；而神的旨意到了人類的時間結束時，便會完全實現出來。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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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命運的書卷（五2-4） （續）

天使提出的挑戰、大聲宣傳說、有誰配展開那書卷。竟然沒有人敢應聲前來，
沒有人敢說有足夠的資格把書卷展開。

• 約翰在異像中淒然落淚，他似乎因為看不出全宇宙間有人配受神所啟示的奧
秘而傷感起來。

• 這是一件可悲的事！阿摩司許久以前也曾說過：‘主耶和華若不將奧秘指示
祂的僕人，眾先知就一無所行。’（摩三7）。照現在的處境來看，這個世
界與神相隔很遠，世上竟然沒有人可以擔當接受祂的信息的使命。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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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36

猶大的獅子與大衛的根（五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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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約翰哭泣，因為當時沒有人配前來接受神啟示的奧秘。當中有一位長者，好

像是神的使者的模樣，走前來對他說：‘不要哭。 ’

• 耶穌在地上傳道的時候，也曾不止一次講過這句話。祂在拿因城看見一位寡

婦因為自己的兒子死了而哀悼痛哭，祂便上前安慰她（路七13）。

• 當那個女孩去世，眾人悲傷哀慟的時候，祂向睚魯和他的家人也同樣說了這

句話（路八52）。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37

猶大的獅子與大衛的根（五5）（續）

• 那位長老對約翰說，耶穌基督已經獲得了勝利，祂能夠開啟這書卷，

並且揭開那些封印。它的意義是指三件事而說的。

• 它指耶穌能夠完全順服神，而致克勝死亡和所有邪惡的力量，故此祂知道神的

秘密；

• 祂也能把神的秘密啟示出來；而祂掌握著權利和義務，控制一切未來發生的事

情。

• 因為耶穌能做出這些事情，祂使成了真理與歷史的主宰。

• 這裡有兩個偉大的名稱加在耶穌的身上 -- 猶大的獅子，大衛的根。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38

猶大的狮子與大衛的根（五5）（續）

（一）祂被稱為猶大的獅子。這個典故是出自雅各臨終前對兒子們所賜
的祝福。雅各在這次祝福中，稱猶大是個‘小獅子’（創四十九9）。
若猶大被稱為‘小獅子’，他本族支派的偉大成員也順理被稱為猶大的
獅子了。在新舊約之間所寫的經卷中，這個名字已經變成彌賽亞的稱號。
以斯拉二書（2 Esdras 天啟文學-偽經）中，也曾提及一個獅子的形像。
它說：‘祂是那位受膏者，也就是彌賽亞。 ’（以斯拉二書十二章卅一
節 ，天啟文學-偽經）。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39

猶大的狮子與大衛的根（五5）（續）

（二）祂是大衛的根。這個名稱要追溯到以賽亞書中的預言──從耶西之

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

的大旗（賽十一1，10）。耶西是大衛的父親，耶穌基督是大衛的子孫，

也就是那位應許的彌賽亞。 這裡所見的兩個偉大名號，都帶有極濃厚的

猶太人色彩。它們源出於彌賽亞降臨的意象。它們清楚指出，耶穌基督

已經凱旋得勝，完成了彌賽亞應履行的使命。祂可以知道和啟示神的奧

秘，而且祂一直統治和領導人類一切歷史的演變，使它依照祂的旨意而

行。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40

那隻羔羊（五6）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
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就是 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 耶穌被稱為羔羊，在啟示錄中出現超過二十九次之多。約翰在啟示錄
所用羔羊一字，與其它新約作者有別。施洗約翰直指祂是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孽（約一29，36）。彼得也說過基督的寶血，猶如一隻
毫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前一19）。在以賽亞書五十三章第七
節，也看見那隻被帶往屠場受宰殺的羔羊。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在初期
教會的思想中非常寶貴。

• 在以上的經文中，羔羊一字皆為amnos，而啟示錄五6 的羔羊是arnion。
arnion一字也在耶利米書出現過，當時耶利米說：‘我卻像柔順的羊
羔，被牽到宰殺之地。 ’（耶十一19）。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41

那隻羔羊（五6） （續）

約翰特別選用arnion代表羔羊，並且經常提及它。他的用意是他要

帶給世人的新概念。

（一）羔羊仍然遺留著創傷的痕跡。這是基督犧牲的一幅景象，祂

雖然已升到天上，但傷痕仍然可以見到。耶穌基督在天若地，祂始

終愛世人，並且為世人捨命。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42

那隻羔羊（五6） （續）

（二）從另一角度來看，同是一隻羔羊，身上仍有被宰殺的痕跡，但卻有七
隻角和七個眼睛。

（甲）七隻角代表全能的意思。在舊約中，角是用來表示兩件事。

第一，它代表全然的力量。當摩西祝福的時候，約瑟頭上的角，就好像野
牛頭上的角。而摩西使用這角抵觸萬邦，直到地極，而這角就是以法蓮的
萬萬，瑪拿西的千千（申卅三17）。先知西底家造了兩隻鐵角，象徵充滿
力量，能抵觸亞蘭人，並將他們擊敗（王上廿二11）。我對狂傲人說、不
要行事狂傲．對兇惡人說、不要舉角．（詩七十五4）。先知撒迦利亞在
異像中，看見四隻角，象徵異族興起把以色列擊散 (這是打散猶大、以色
列、和耶路撒冷的角 )（亞一18）。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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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43

那隻羔羊（五6） （續）

第二，它代表尊貴。詩人充滿信心，深信我們的角必會高舉而接受

神的恩寵（詩八十九17）。義人必要把角舉起而得尊貴（詩一一二

9）。神也會把祂子民的角舉起來（詩一四八14）。另在新舊約之間，

有一個民族大英雄馬加比（Maccabees）的家族，他們以作戰英勇和

解放以色列民族的史蹟而著稱。人們也用有角的羔羊去形容他們

（以諾壹書九十章九節 -- 天啟文學-偽經）。 羔羊身上負著累累的傷

痕，但同時亦披戴著神的大能，能夠把祂的敵人完全殲滅。羔羊還

有七隻角；七這個數字是代表完全的意思，羔羊的力量是完全的。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44

那隻羔羊（五6） （續）

（乙）羔羊還有七隻眼睛，這七隻眼睛就是代表那受差遣到全地的靈。這幅

景像取自撒迦利亞書。撒迦利亞在異像中看見七盞燈，它們‘乃是耶和華的

眼睛，遍察全地。 ’（亞四10）。它是一幅可畏的圖畫，但它亦很明顯的象

徵神的全知，表示全地每一角落都不能逃過神眼睛的察看。

這是一幅偉大的基督景象。祂把以色列民一切盼望與夢想完全應驗了。因為

祂是猶大的獅子，也是大衛·的根。祂就是那位為世人而犧牲的聖者，而且在

天上仍然保留著這些傷痕。然而過去的悲劇現在已化作勝利，羞恥變作榮耀。

現在祂就是那位充滿完全克勝能力的聖者，再沒有人能抵擋祂，也沒有人能

逃避祂那無所不見的眼睛。祂是這一位‘莊嚴而又柔和’的耶穌基督。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45

天上的音樂（五7-14）

7.  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裡拿了書卷。 8. 他既拿了書卷、四活物和二
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
眾聖徒的祈禱。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
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 神、 10. 又
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 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11. 我又看見、且聽
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
萬． 12. 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
耀、頌讚的。 13.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
所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
羊、直到永永遠遠。 14. 四活物就說、阿們。眾長老也俯伏敬拜。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46

天上的音樂（五7-14）（續）

查理（R. H. Charles），引述了羅瑟迪（Christina Rossetti）對這段經文所論述
的一句話：‘天要向地啟示，音樂的家園就在天上。 ’

這裡描述的讚美大合唱是全宇宙未曾聽聞過的，它以三迭起伏的波浪表達出
來。

• 第一，是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的齊聲讚美。整個景象表現出大自然與全教
會對那羔羊的聯合頌讚。

• 第二，是天上千千萬萬的天使的齊聲讚美。這幅景象告訴我們，天上全體居
民高舉他們的聲音齊來讚美。

• 第三，是每一受造之物的齊聲讚美。約翰看見每一受造之物，就是宇宙中每
一部分，不論在至深之處，和最遠的一個角落，也同來歌唱讚美。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47

天上的音樂（五7-14）（續）

這裡的真理 : 天和地，和一切在裡面的，都來讚美耶穌基督。我們

能夠獻出自己的歌聲和我們的生活，參預整個讚美的大合唱，就是

我們的榮幸。這個詩班會因缺少了其中的一組或一個聲音而失去它

的整全，我們都必須參預。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48

眾聖徒的祈禱（五7-8） 7.  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裡拿了書卷。 8. 他
既拿了書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
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

• 讚美大合唱的首段是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齊聲的歌頌。他們代表大
自然和普世教會的聯合讚美。 描寫長老的一幅圖畫，他們手中持琴。
照猶太人的傳統，詩篇是用琴伴奏而唱。詩人說：‘你們應當彈琴稱
謝耶和華。 ’（詩三十三2）；‘要用琴歌頌耶和華；用琴和詩歌的
聲音歌頌祂。 ’（詩九十八5）；‘你們要以感謝向耶和華歌唱，用

琴向我們的神歌頌。 ’（詩一四七7）。猶太人都知道，琴代表讚美
的音樂。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49

眾聖徒的祈禱（五7-8） （續）

• 長老們也拿著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祈禱和香互相比擬，
這點也可以在詩篇中找到：‘願我的禱告，如香陳列在你面前；願我舉手祈
求，如獻晚祭。 ’（詩一四一2）。在猶太人後期的文學著述中，看見天上
有些居間媒介，能夠把忠實信徒的禱告帶到神的面前，這是一個很普遍的概
念。在但的見證錄（Testament of Dan - 次經）六章二節中，有這樣的一句話：
‘走近神和那些替你居間祈求的天使，因為天使就是神與人之間的代求媒
介。 ’

• 在這些著述中，還可以找到許多這樣的天使。其中重要的一位就是天使長米
迦勒（Michael）。他被稱為‘那位滿有恩慈和恆久忍耐的。 ’（以諾壹書
四十章九節 -- 天啟文學-偽經）。據說每天他都會來到第五重天，收集信徒的

祈禱，然後攜帶到神那裡去（巴錄三書十一章 - 次經）。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50

新歌（五9） 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

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 神、

•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所唱的是一首新歌。新歌一詞在詩篇裡很普遍，

凡神賜人新恩典的時候，就有一首新歌唱出。詩人說：‘應當向祂唱

新歌。 ’（詩三十三3）。神從禍坑，淤泥中把詩人拉上來，叫他的

腳立在磐石上，然後使他口裡唱出新歌，讚美神（詩四十3）。 ‘神

啊！我要向你唱新歌。 ’（詩一四四9）；‘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向

耶和華唱新歌，在聖民的會中讚美祂。 ’（詩一四九1）。啟示錄五

章九節的新歌與舊約最接近的是以賽亞書四十二章九至十節，神把新

的事物宣告，先知便呼召人要向主唱新歌。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51

新歌（五9） （續）

• 新歌隨著神的新恩典而唱出來；人在耶穌基督裡接受了神的恩典，而唱出新歌，

這比一切更高貴。

• 啟示錄中特點頗多，其中之一可以稱它為一本新事物的書：有新名（二17；三

12），有新耶路撒冷（三12；廿一2）；有新歌（五9；十四3）；有新天和新地

（廿一1）；還有神所賜的偉大應許，能叫萬物都變為新的了（廿一5）。

• 希臘文中有兩個新字──neos是指時間上的新， kainos是指質的新。這裡用kainos，

描述一種事物，它不單在時間上是新造出來的，並且也是從來未曾出現過的。

• 這指出耶穌基督已把一種新的品質帶進人的生活裡面，從未曾出現過的──新的喜

樂，新的興奮，新的力量，和新的平安。基督徒的生活披上一層至崇高尊貴的光

彩。有人說：‘和基督徒相反的世界，是一個破舊和愁苦的世界。’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52

活物與長老的歌頌（五9，10） 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

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

於 神、 10.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 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把讚美的歌聲戲給羔羊，因為羔羊被宰殺。在這首

歌中，把耶穌基督受死而帶來的結果作了一個總結。

（一）耶穌基督的死是一個犧牲的死。這樣的死是有目的的。它並不是歷

史上偶然發生的一件事：它也不是一個良善和勇敢的人，為了公義和神的

緣故而遭殺戮的一個故事。它是一個犧牲的死。犧牲的目的是重新整頓人

類與神失落了的關係。耶穌基督受死就是為了這個緣故而獻上自己。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53

活物與長老的歌頌（五9，10） （續）

（二）耶穌基督的死是一個釋放的死。新約由始至終都充滿著祂達成擔

當解放人類的使命的思想。祂捨棄生命，作為多人的贖價（可十45）：

‘祂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提前二6）。祂贖出我們，照字面的意思

是把我們買了出來，離開律法的咒詛（加三13）；我們得贖不是憑著人

的財物，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彼前一18-19）。耶穌基督就是買我們

的主（彼後二1）。我們是重價買來的（林前六20；七23）。新約聖經

保持這一貫的思想，我們既因罪而受困於一個奴隸捆縛和尷尬的情況當

中，但耶穌基督用死作代價把我們拯救出來，這個救恩已經完成了。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54

活物與長老的歌頌（五9，10） （續）

（三）耶穌基督的死能使普世的人受益。基督的死是為世上每一個種族的男

女而獻上的。猶太人曾堅持神只會照顧他們本族，並且深信別的人民至終必

遭毀滅。但在耶穌基督裡，已經找著一位能夠愛全世界的神。基督的死是為

全人類，因此教會也必須負起把這個信息傳給全人類的使命。

（四）耶穌基督的死是一種有果效的死。祂不會毫無意義而捨棄生命。在這

歌詞中，唱出耶穌工作的三方面 :

（甲）祂使我們成為君王。祂使每一個人都可以承受作神兒女的君王身份。

藉著耶穌基督，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恩典裡承受作為神兒女新的名份。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55

活物與長老的歌頌（五9，10） （續）

（乙）祂使我們成為祭司。在古代世界中，只有祭司才可以有權走近神的面前。當一個普通猶

太人進入聖殿的時候，他可以隨意進出外邦人的院庭，也可以穿過婦女的庭院進入以色列民的

院落，但他卻不能再往前行走進那個祭司的院庭。這是一條極嚴謹的規限。但是耶穌基督能夠

把所有人引帶到神的面前，每一個人都得以成為祭司， 是有君尊的祭司（彼前二9）。也就是

說人人都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

（丙）祂賜給我們勝利。祂的子民將會統管全地。這並不是指政治上的勝利或是物質的主權。

它是指人在任何環境中，能夠有得勝的秘訣。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

經勝了世界。 ’（約十六33） 。在基督裡，人可以獲得克制自己的勝利；征服環境的勝利，

和戰勝罪惡的勝利。

當想及耶穌基督的死和生所作成的一切，那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齊聲向祂歌頌讚美。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56

天使的歌颂（五11，12） 11. 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

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 12. 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
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

這個讚美大合唱是天上無數的天使齊聲的歌頌。他們圍繞著寶座、活物，和長
老，排列成一個大圈歌唱。約翰多次引用舊約的經文，作他描寫異象的根據。
這首頌歌就是約翰追憶昔日大衛向神所作的偉大感恩頌而編寫成的： ‘耶和華我
們的父，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直到永永遠遠的。耶和華啊！尊大、能力、
榮耀、強勝、威嚴，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國度，也是你的。
並且你為至高，為萬有之首。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你也治理萬物。在你手裡，
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代上廿九10-12）。 ‘   活物和長老歌
頌基督藉著祂的死所成就的使命，現在眾天使為基督在榮耀裡所持有的一切而
歌頌。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57

天使的歌颂（五11，12）（續）

天使的歌颂展現出復活主的七項屬性: 

（一）權柄是屬於祂的。保羅稱耶穌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 ’（林前一

24）。祂不是一位只能策劃而永不能完成使命的；權柄是屬於祂的。我們因

此可以帶著得勝的口吻說：‘在 神凡事都能。 ’（太十九26） 。

（二）豐富是屬於祂的。 ‘祂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 ’（林後八

9）。保羅也曾提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 ’（弗三8）。耶穌基督從來沒

有作出任何祂不能實踐的應許，也沒有任何一件祂所宣稱的事是祂不能圓滿

做到的。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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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的歌颂（五11，12） （續）

（三）智慧是屬於祂的。保羅也稱耶穌基督‘為神的智慧’（林前一24）。

耶穌基督具有認識神奧秘的智慧，並且能夠解答生命的難題。

（四）能力是屬於祂的。基督滿有能力，可以解除邪惡的力量和推翻撒但的

權勢（太四10）。祂可以應付任何的環境。

（五）尊貴是屬於祂的。將來有一天，每一個人都要向祂屈膝敬拜，每一個

人的舌頭都要稱祂為主（腓二11） ，深信唯獨祂的教訓，才可以給這個使人

迷惑的世界帶來希望。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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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的歌颂（五11，12） （續）

（六）榮耀是屬於祂的。正如約翰說：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

的榮光，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約一14）。基督充滿了榮耀。

（七）頌讚是屬於祂的。這是一個高潮。一切高貴的品質完全屬於耶穌基督。

但祂把每一件自己所擁有的用在人的身上；祂的生和死就是要服事人；祂沒

有把任何一件東西據為己有。

因此，一切被救贖的都要為祂所作的而呈獻感恩頌讚。我們既是一無所有，

而祂卻樣樣都有，故此我們獻上感謝頌讚，作為我們唯一能夠送給祂的禮物。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60

全宇宙的歌颂（五13，14） 13.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

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

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14. 四活物就說、阿們。眾長老也俯伏敬拜。

現在整個大合唱的讚美聲音已達到頂點，它已傳遍宇宙和所有受造之物。

這首偉大的讚美頌，向那被殺、配開書卷的羔羊而唱。在這個大合唱中，

讚美神與羔羊並列。約翰對耶穌基督的崇高景仰，沒有任何可以比擬。

在整個受造之物的讚美中，約翰把耶穌與神並列在一起。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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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宇宙的歌颂（五13，14） （續）

• 地底下的受造物也來讚美。唯一的解釋就是指那些下在陰間（Hades）的人。
這個概念是創新的。在舊約的思想中，死人與神和活人是分開的，過著一個
像陰影般的生活。 ‘因為在死地無人記念你，在陰間有誰稱讚你。 ’（詩
六5）。 ‘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麼益處呢？塵土豈能稱讚你，傳說
你的誠實麼？ ’（詩卅9）。 ‘原來陰間不能稱謝你，死亡不能頌揚你，下
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誠實。 ’（賽卅八18）

• 現在所見的異象把這一切固有的觀念一掃而空。復活的基督所統治的領域包
括任何一個角落，死人下榻的陰間也在祂統治範圍之內。而在地底下的死人
也齊來加入大合唱的行列，一同向祂讚美。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天上的情景-天上的異象 (四, 五章)62

全宇宙的歌颂（五13，14） （續）

• 這是一幅大自然包羅萬有的景象，整體的一齊向神歌頌讚美。在聖經中，描

寫大自然向神讚美的偉大景象相當多，舊約詩篇一百四十八篇就是一個好的

例子。

• 一首最高貴的讚美頌是記載在次經裡面。在希臘文的舊約聖經中，但以理書

是有附錄的，它的名稱是：三童歌（The song of the Three children）歌頌者

是亞拿尼雅（Ananias），亞撒利雅（Azarias） ，和米沙利（Misael）；亦即

是沙得拉（Shadrach），米煞（Meshach），和亞伯尼歌（Abed-nego）。他

們三個人在未被扔進火窯之前，齊聲唱出來。歌詞十分長，它可以列為世界

上最偉大的一首詩歌。其中呼召大自然向神讚美的一部分，節錄如下: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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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天上諸星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雨露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諸風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火和熱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冬夏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全宇宙的歌颂（五13，14）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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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露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熱和冷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冰雪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晝夜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光暗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電雲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大地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全宇宙的歌颂（五13，14）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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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岡都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地上的草木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諸井泉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河海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鯨魚和一切水中游泳的生物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空中一切雀鳥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六畜野獸都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世人當稱謝主；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啟示錄第五章 -- 敬拜獨一配開書卷的羔羊

全宇宙的歌颂（五13，14）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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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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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thy 過的。

啟示錄 4:11 我們的主、我們的 神、你是配得 worthy 

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因你的旨意

被創造而有的。

啟示錄 5:12 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 worthy 權
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

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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