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啓示錄看 “ 忠主至終”！ 
SVPG Spring Camp 



尼祿把基督徒當火炬，點燃在御花園中。 



第一講：証人 ( 啓1：1-10) 



聖經啓示錄 



IV) 結構: 

1. 序曲 – 基督的啓示 (1:1-8) 

2. 第一異象 – 基督在教會中 (1:9 – 
3:22) 

3. 第二異象 – 基督在宇宙中 (4:1 – 
16:21) 

4. 第三異象 – 基督的爭戰 (17:1 – 21:8) 

5. 第四異象 – 基督的完成 (21:9 – 22:5) 

6. 跋 – 基督的挑戰 (2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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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約翰 



扙摩海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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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摩島 

現隸屬希臘，島寬6

公里，長13公里，

大多為山地，土地

貧瘠，雨量稀少，

發展農業不易，多

數的農產品和飲用

水都由外地輸入。  



相傳約翰 

得啓示之處 

港口 



位於半山腰的啓示修道院，覆蓋在啓示洞(Cave of the Apocalypse)上。 

入 

口 



啓示修道院的入口 



伯羅哥羅 使徒約翰 



傳説約翰歇

息的位置？ 

傳説約翰的門徒伯羅哥

羅根據約翰口述，而寫

下啓示錄的石桌？ 

東正教 

的圖像 



從修道院的山上俯瞰拔摩島中央的港灣 



據傳聖殿被毀前，使徒約翰帶著耶穌的母親馬利亞離開耶路撒冷，

到了亞西亞。可能因彼得、保羅、提摩太、提多過世後，亞西亞眾

教會失去領袖，所以約翰過去牧養他們。他擔任以弗所教會的監督，

在那裏度過他大半的晚年。 

以弗所 
亞西亞省 

教 

會 

傳 

統 



由於他傳道大有能力，反對者將他告到羅馬。據教父特土良説，羅

馬皇帝豆米仙要將約翰丟進滾燙的油鍋中，他卻蒙主保守，毫髮無

傷。豆米仙只好將他放逐到拔摩海島，在礦石場做苦工，時為主後

95年。 

拔摩 

以弗所 
亞西亞省 

教 

會 

傳 

統 

豆米仙 



拔摩 

據教會史家優西比烏説，約翰在拔摩海島待了18個月。後來豆米仙

被暗殺，尼法(Nerva)繼位，大赦天下，約翰就獲釋返回以弗所。據

傳他大約活到主後100年，才安然過世，葬在以弗所。   

以弗所 
亞西亞省 

教 

會 

傳 

統 

尼法 



但願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 

和他寶座前的七靈，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 

從死裏首先復活、 

為世上君王元首 

的耶穌基督， 

 

有恩惠、平安歸與你們！ 

聖父 

聖靈 

聖子 
The faithful witness 

…那差我來的是真的，我在他那

裏所聽見的，我就傳給世人。

(約8:26) 

又有舌頭如火焰(tongues of fire)

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

上。(徒2: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

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但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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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喪長子。(亞12:10) 

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

看見他；地上啓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這話是真實的。

阿們！(啓1:7) 



誰行作成就這事，從起初宣召歷代呢？就是我耶和華！

我是首先的，也與末後的同在。(賽41:4) 

耶和華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贖主萬軍之耶和華如此

説：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

(賽44:6) 

主神説：「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

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啓1:8) 



他用右手按著我，説：「不要懼怕！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我是初，我是終。(啓22:13) 



他用右手按著我，説：「不要懼怕！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 

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I am the Living One. 



A B B’ A’ 

1:8 1:7 21:6 22:13 

序的結束 異象的開始 異象的結束 跋的開始 

神 基督 神 基督 

阿拉法和俄梅戛   阿拉法和俄梅戛 阿拉法和俄梅戛 

  首先的和末後的   首先的和末後的 

    開始與終結 開始與終結 

與主再來相關(1:7) 與新生命相關
(1:18) 

與新生命相關
(21:5-6) 

與主再來相關
(22:12) 



• • 除了上述指出 1:8,17及21:6; 22:13的交叉平行外, 在書中共有
五次出現此句語: 

• 1:4今在昔在將要再來 

• 1:8 今在昔在將要再來 

• 4:8 昔在今在將要再來 

• 11:17 今在昔在的主神 

• 16:5 今在昔在的聖者 

 



• 1:7「看哪…… 阿們」 

 引用但7:13及亞12:10, 其中指出拒絕基督的人,均要面對神公義的審判,  但接受基督救贖

的人, 卻能成為祭司及加入神的國度。 

 啓1:7與但7:13及亞12:10的對照。 

• 啓示錄1:7a      祂駕著雲降臨 

• 但以理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 見有一位像人子的, 駕著天雲而來,  被
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 

• 啓示錄1:7a     眾人(眾目) 都要看見祂, 連那些曾刺過祂的人也要看見祂。 

• 撒迦利亞書12:10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 澆灌大衞家, 和耶路撒冷的居
民, 他們必仰望我, 就是他們所扎的,  必為我哀哭,  如喪獨生子, 又為我愁苦, 
如喪長子。 

• 啓示錄1:7c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祂而哀哭 

• 撒迦利亞書12:12a  境內(地上的人), 一族一 族的都必哀哭 

 



啓示錄第一章 但以理書第十章 

1:9 我約翰 10:2 我但以理 

1:9-10 拔摩島/主日 10:4 希底結大河/正月24日 

1:13-16 對像人子的一位的形容 10:5-6 對像人的那一位之形容 

1:17 約翰仆倒, 像死了一樣 10:9 但以理伏在地上沈睡了 

1:17 人子用右手按著約翰 10:10 有手按在但以理身 

1:17 不要怕 10:12 不要懼怕 

1:19 將來必成的事 10:14 本國之民日後必遭遇的事 

1:20 七教會的天使 10:13, 20-21 代表地上國度的魔君 
代表以色列國的天使米迦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jXpexrAo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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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1:9) 

拔摩 

亞西亞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_3jNggaPik


第二講：忠心 ( 啓2：8-11) 



拔摩 

亞西亞省 

當主日，我被聖靈感動，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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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

1:10-11) 



拔摩 

士每拿 

以弗所 

推雅推喇 

非拉鐵非 

撒狄 

別迦摩 

老底嘉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

聲與我説話；既轉過來，

就看見七個金燈臺。 

人子的異象 

1.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

子， 

2.身穿長衣，直垂到腳， 

 

基督行走在眾地方教會中間。 

一種長而寬鬆的裡衣，可取代

外袍。君王(撒上24:4)、先知

(撒上28:14)、貴族(伯1:20)都

穿這種長衣。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

聲與我説話；既轉過來，

就看見七個金燈臺。 

人子的異象 

1.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

子， 

2.身穿長衣，直垂到腳， 

3.胸間束著金帶。 公義必當他的腰帶；信實必當

他脅下的帶子。(賽11:5) 



4.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 

 

我觀看，見有寶座設

立，上頭坐著亙古常

在者。他的衣服潔白

如雪，頭髮如純淨的

羊毛。寶座乃火焰，

其輪乃烈火。(但7:9) 

頭與髮皆白：形容其

光耀和永恆。 



4.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 

5.眼目如同火焰； 

 

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的神之子説：… 

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並要照你們的行

為報應你們各人。(啓2:18,23) 



4.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 

5.眼目如同火焰； 

6.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光明的銅； 

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

的神之子説：… 我是那察

看人肺腑心腸的，並要照你

們的行為報應你們各人。

(啓2:18,23) 

腳：踐踏蛇和蠍子(勝過仇

敵)；踹酒醡(刑罰惡人)。 

銅：代表審判。 



7.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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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14:2 ) 

我聽見好像群眾的聲音，眾水的

聲音，大雷的聲音，説：哈利路

亞！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

王了。(啓19:6) 

眾水的聲音：自然界中除了雷聲

之外，最宏偉的聲音。 



7.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8.他右手拿著七星， 

 

教會領袖如星發光，握在

主的手中，是主所珍愛、

管治和護持的。 



7.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8.他右手拿著七星， 

9.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

可以擊殺列國。(啓

19:15) 

… 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道；(弗6:17) 



7.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8.他右手拿著七星， 

9.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 

10.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榮耀的基督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

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

其光線有醫治之能。

(瑪4:2) 



我一看見，就仆倒在他腳

前，像死了一樣。 



他用右手按著我，説：「不要懼怕！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 

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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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1:17-19) 

What you have seen: 第1章 

What is now: 第2-3章(七教會) 

What will take place later: 第4-22章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秘，那

七星就是七個教會的使者，七燈臺就是七個教會。(啓1:20) 



人子顯現的特徵 顯現的教會 

右手拿著七星, 行走於金燈臺 (1:12-13) 以弗所教會 (2:1) 

首先, 末後的; 曾死過, 現又活 (1:17 - 18) 士每拿 (2:8) 

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 (1:16) 別迦摩教會 (2:12) 

眼目如同火焰, 腳像光明銅 (1:14-15) 推雅推喇教會 (2:18) 

右手拿著七星,  行走於金燈臺 (1:12-13) 撒狄教會 (3:1) 

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1:18) 非拉鐵非教會 (3:7) 

誠實作見證的(1:5) 老底嘉教會 (3:14) 



II)七封書信的結構（引自Ben Witherington III<還看啓示錄>P.108, 110) 

• 1. 信中基本元素： 

• a. 寫給正遭遇問題的教會使者。 

• b. 這樣説（tade legei，參＜聖經新譯本＞2:1,8,12, 8; 3:3,7,14）這句式表
示先知信息的最終傳達者是主自己。 

• c. 借用啓示錄第一章的描述來描繪傳遞信息者。 

• d. 稱讚教會（假若教會配得）好行為的説話。 

• e. 接著是「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的句式，之後是指正錯謬和勸勉
悔改。 

• f. 指出不悔改所招致的審判與惡果。 

• g. 福音書口吻的總結：「聖靈向眾教會所説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 h. 應許得勝者（或勝利者）將來獲得基督的奬賞。 

 



• 霍華德布魯魯克 (W. Howard-Brook) 與格威瑟 (A. Gwyther) 提供以下圖表, 説明君王崇
拜對約翰寫信對象的城市是有影響的: 

• 亞細亞的城市 君王崇拜 君王祭壇 君王祭司 

• 以弗所               √                 √                 √ 

• 士每拿               √                 √                 √ 

• 別迦摩               √                 √                 √ 

• 推雅推喇                           √                 √ 

• 撒狄                       √                 √                 √  

• 非拉鐵非               √ 

• 老底嘉                           √ 

• 威瑟林頓 (Ben Witherington III)‧《還看啓示錄》‧(香港: 明道, 2007)‧頁29 

 





給香港教會的兩封信 



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説：『那右手

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説： 

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

容忍惡人。 

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

他們是假的來。 

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

心離棄了。(啓2:1-4) 

以弗所教會 

宣告 

稱許 

責備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並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裏，把你的燈臺從

原處挪去。 

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惡尼哥拉

一黨人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的。 

聖靈向眾教會所説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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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啓2:5-7) 

以弗所教會 

稱許 

悔改 

得勝者 

懲罰 



亞西亞省 

以弗所 

保羅在以弗所傳道時間最長。被囚之前，曾在以弗所講道二年三個

月之久(徒19:8,10)，叫一切住在亞西亞的都聽見福音。 

《以弗所書》被譽為「新約的阿爾卑斯山」、「新約書信中之皇

后」、「保羅第三層天的書信」。 

以弗所 



拔摩 

士每拿 

以弗所 

推雅推喇 

非拉鐵非 

撒狄 

別迦摩 

以弗所 

老底嘉 

提摩太曾牧養以弗所教會(提前1:3)。 

約翰晚年作過以弗所教會的監督。 



以弗所：圖書館 



以弗所：劇場(徒19:29 民眾鬧事之「戲園」)，可容25,000人 



以弗所的亞底米女神廟(示意圖) 

古代世界七大奇觀之一 

為雅典巴特農神廟的四倍大 



亞底米女神 

希臘神話女神，相傳掌管狩獵、

野獸、荒野、生育、貞操、少女、

婦女的疾病。 

相當於羅馬神話的狩獵與月亮之

女神黛安娜。 



士每拿 

以弗所 

推雅推喇 

非拉鐵非 

撒狄 

別迦摩 為亞西亞最美麗的城市，被稱為｢亞西亞的冠冕」、｢亞西亞之花」。  

許多宗教都以此為總部，在此有敬拜提庇留皇帝的大廟。 

士每拿 

老底嘉 



士每拿 

以弗所 

推雅推喇 

非拉鐵非 

撒狄 

別迦摩 一小群有勢力的猶太人在此勾結羅馬人，排斥猶太和外邦的基督徒。  

士每拿教會監督坡旅甲為使徒約翰的門生，晚年為主殉道(156年)。 

士每拿 

老底嘉 



一小群有勢力的猶太人在此勾結羅馬人，排斥猶太和外邦的基督徒。  

士每拿教會監督坡旅甲為使徒約翰的門生，晚年為主殉道(156年)。 

士每拿 

坡旅甲 (Polycarp) 



士每拿現為土耳其第三大城伊士麥(Izmir) 



士每拿 



士每拿 

以弗所 

推雅推喇 

非拉鐵非 

撒狄 

別迦摩 地處要津，是偉大的金融和商業中心，為當時世界最富有的城市之一。 

城內有舉世聞名的眼科醫院，名醫輩出，所產眼油、耳油馳名世界。 

盛產純軟的黑羊毛，為製衣業中心。城外10公里處有著名溫泉。 

老底嘉 

老底嘉 



老底嘉 



士每拿 

以弗所 

推雅推喇 

非拉鐵非 

撒狄 

別迦摩 

老底嘉 
離棄起初之愛 

(無) 

服從巴蘭、 

尼哥拉教訓 
容讓耶洗別教導人 

無一樣 

完全 (無) 

不冷不熱 

責備 



士每拿 

以弗所 

推雅推喇 

非拉鐵非 

撒狄 

別迦摩 

老底嘉 

恢復起初之愛 

至死忠心 

棄絕巴蘭、 

尼哥拉教訓 不從耶洗別教訓 

持守已有的 

儆醒， 

堅固將 

衰微的 

持守已有的 

買金子、白衣、眼藥 

發熱心、悔改、開門 

勉勵 



士每拿 

以弗所 

推雅推喇 

非拉鐵非 

撒狄 

別迦摩 

老底嘉 
生命樹的果子 

不受第二 

次死的害 

隱藏的嗎哪 

寫著新名的白石 得權柄制伏列國 

得晨星 

穿白衣 

生命冊 

認其名 

在神殿作柱子 

神、神城的名、 

主的新名寫在其上 

與主同坐寶座 

獎賞 



教會 以弗所2:1-

7 

示每拿2:8-

11 

別迦摩

2:12-17 

推雅推喇 

2:18-19 

撒狄 

3:1-6 

非拉鐡非 

3:7-13 

老底嘉 

3:14-22 
基督的形

像 

主權的主2:1 興起的主2:8 爭戰的主

2:12-16 

審判的主

2:18 

全知的主3:1 權能的主3:7 神聖的主

3:14-22 

欣賞 正統 

2:2 

堅忍2:9 信心2:13 勤勞 

2:19 

  堅忍 

3:10 

  

責備 冷淡 

2:4 

  假教訓2:14-

15 

不忠 

2:20 

虛假 

3:1 

  冷漠 

3:15-16 

勸勉 回想 

悔改 

回復起初愛

心工作 

2:5 

至死忠心 

2:10 

悔改 

2:16 

悔改 

持守 

2:22,25 

警醒 

回想 

悔改 

3:3 

持守 

3:11 

買金子買衣服

買眼藥水 

3:18-19 

警告 除去 

2:5 

  爭戰 

2:16 

死亡 

2:23 

侵擾 

3:3 

  分離 

3:16 

呼籲 聽 

2:7 

聽 

2:11 

聽 

2:17 

聽 

2:29 

聽 

3:6 

聽 

3:13 

聽 

3:22 

賞賜 生命樹的果

子 

2:7 

不受第二次

的死 

2:11 

隱藏的白石，

碼哪新名 

2:17 

統治權晨星 

2:26-28 

白保守名字

被承認 

3:5 

新地位新名字 

3:12 

  

分享基督的寶

座 

3:21 

  



教會 宣告者 嘉許 責備 警告、提醒 呼召 應許 

以弗所 

2:1-7 

右手拿著七星, 在七

燈台中行走 

我知道你勞碌忍耐, 

疾惡如仇。 

離棄了起初的愛心 悔改! 不然便挪去燈

台 

聖靈向教會所説的

話, 凡有耳的, 就應

當聽 

得勝的賜樂園生命

樹的果子 

士每拿  

2:8-11 

首先, 末後, 死過又

活的 

我知道你為主受患

難貧窮 

  至死忠心 聖靈向教會所説的

話, 凡有耳的, 就應

當聽 

得勝的賜生命冠冕

和免去第二次的死 

別迦摩 2:12-17 有兩刃利劍 我知道你堅守主名, 

不怕犧牲 

服從了巴蘭和尼哥

拉黨 

悔改! 不然便遭受劍

擊 

聖靈向教會所説的

話, 凡有耳的, 就應

當聽 

得勝的賜隱藏的嗎

哪和白石新名 

推雅推喇 2:18-29 眼目如火腳像光明

銅 

我知道你有愛心、

信心、勤勞、忍耐

和作善事 

容許淫婦耶洗別引

誘信徒 

悔改! 不然便受大患

難 

聖靈向教會所説的

話, 凡有耳的, 就應

當聽 

得勝的權柄和晨星 

撒狄  

3:1-6 

有神的七靈和七星 我知道你們當中仍

有未曾污穢衣服的

人 

有名無實, 行為無一

完全 

悔改! 不然便如賊臨

到 

聖靈向教會所説的

話, 凡有耳的, 就應

當聽 

得勝的賜白衣, 不在

生命冊上留名 

非拉鐵非 3:7-13 聖潔、真實拿著大

衛的鑰匙 

我知道你略有力量

仍遵守主道 

    聖靈向教會所説的

話, 凡有耳的, 就應

當聽 

得勝的免去試煉, 並

作神殿的柱子, 上印

有基督和聖城的名 

老底嘉 3:14-22 誠信真實見證創造

萬物之首 

我知道你的行為 不冷不熱, 赤身露體、

眼瞎貧窮, 仍不自知 

悔改! 不然便從主口

中吐出 

聖靈向教會所説的

話, 凡有耳的, 就應

當聽 

得勝的與神同坐寶

座, 一同坐席 



一小群有勢力的猶太人在此勾結羅馬人，排斥猶太和外邦的基督徒。  

士每拿教會監督坡旅甲為使徒約翰的門生，晚年為主殉道(156年)。 

士每拿 

坡旅甲 (Polycarp) 

















教會在世界裡 

世界在教會裡 



IV) 啓2-3章與啓21-22章的相對性: (參羅偉P.377-378) 
 

 

• 1) 

• a. 假先知 (2:2)                          12個使徒 (21:14) 

• b. 假猶太人 (2:9; 3:9)             真以色列支派之名 (21:12) 

• c. 信徒身在有撒旦寶座之處 聖徒身在有上帝寶座之處(22:1) 

•               (2:13) 

• d. 有些信徒是死的 (3:1)             所有信徒之名都在生命冊上 (21:27) 

• e. 教會是暫時的燈臺 (2:5) 神和羔羊是永遠的燈 (21:23-24; 22:5) 

• f. 偶像崇拜和謊言充斥教會 真理和聖潔是新耶路撒冷的特色 

•           (2:14-15; 20; 2:9; 3:9)                        (21:8, 27) 

 



IV) 啓2-3章與啓21-22章的相對性: (參羅偉P.377-378) 

 • 2) 

a. 應許得吃生命樹的果子 (2:7) 生命樹結樣的果子 (22:2) 

b. 應許得生命的冠冕 (2:10)              聖徒不再經歷第二次的死 (21:4) 

c. 應許得新名 (2:17)                              在聖徒的額上有神的名字 (22:4) 

d. 應許得權柄制伏列國 (2:26)              列國的榮耀歸耶路撒冷 (21:24-26) 

e. 應許得晨星 (2:28)                              教會以晨星為其主 (22:16) 

f. 應許得穿白衣 (3:5)                              聖徒洗淨了自己的衣服 (22:14) 

g. 應許在生命冊上有名 (3:5)              聖徒的名字在生命冊上 (21:27) 

h. 應許在神的殿中作柱子(3:12)           成為神居住的殿 (21:22) 

i. 應許成為神的城 (3:12)               成為神的城 (21:2, 10) 

j. 應許同享基督的權柄(3:21)               在寶座前事奉祂 (22:3)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qv2Z0l19V4


第三講：天地 ( 啓4：1-11) 





啓5:1 「寶座」(   θρόνος   ) 



敬拜 (啓4-5)  

七印審判 (啓6) 

敬拜 (啓7:9-17) 

  災害 (啓8-9) 

敬拜 (啓11:16-19) 

 大龍與獸 (啓 12-13) 

敬拜 (啓14-15) 

 七碗及巴比倫 (啓16-18) 

敬拜 (啓19:1-8) 

 主再來 (啓19-20) 

 新耶路撒冷 (啓21:1 - 22:5) 



寶座 

虹 

二十四位長老 

七盞火燈 

玻璃海 

四活物 





•「二十四位長老」是誰?   

•天使 

•猶太人中的先聖賢人 

•代表二十四小時, 即整日敬拜之意思 

•十二支派代表及十二使徒 

•亞倫後裔的二十四班祭司代表 (代上24:4) 
 







•四活物 

•撒拉弗 (賽6:2-3) 

•基路伯 (結1:5-21; 10:1-20; 11:22) 

•寶座 / 聖殿 - 參撒上4:4; 撒下6:2; 王下19:15; 
代上13:6; 詩80:1; 99:1) 

 



… 寶座中和寶座周圍有四個活物，前後遍體都滿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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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 

他們晝夜不住的説：「聖哉！聖哉！聖哉！主神是昔在、

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啓4:6-8) 

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啓示錄4章6-8節 以西結書1章5-18節 以賽亞書6章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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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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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遍體

內外都滿了眼睛．他們晝夜

不住的説、聖哉、聖哉、聖

哉、主 神．是昔在今在以

後永在的全能者。 

又從其中、顯出四個活物的形像來、他們的形狀是

這樣、有人的形像。  

各有四個臉面、四個翅膀。  

他們的腿是直的、腳掌好像牛犢之蹄、都燦爛如光

明的銅。  

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這四個活物的臉和翅

膀、乃是這樣．  

翅膀彼此相接、行走並不轉身、俱各直往前行。  

至於臉的形像、前面各有人的臉、右面各有獅子的

臉、左面各有牛的臉、後面各有鷹的臉。  

……..我正觀看活物的時候、見活物的臉旁、各有一

輪在地上……..四個輪輞周圍滿有眼睛。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

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 

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

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

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

翅膀飛翔．  

彼此呼喊説、聖哉、聖哉、

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

的榮光充滿全地。 



•「書卷」是指什麼? 

•啓示錄 

•生命冊 

•審判 

•七印內容 
 





蠟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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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5:1) 



希臘文化中，最重要的文件才用七個封印，例如遺囑

或所有權狀。 



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傳説：「有誰配展開那書

卷，揭開那七印呢？」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沒有能展開、能觀看那書卷的。

因為沒有配展開、配觀看那書卷的，我就大哭。(啓5:2-4) 

神對世界的

行動計畫。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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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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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5:6) 

或譯：剛被殺的。意味

此景是緊接在基督升天

之後。因此這時天上尚

無復活被提的聖徒。 



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裏拿了書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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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5:7-8) 



啓四章 (讚頌創造的神) 啓五章 (讚頌救贖的神: 羔羊) 

神的榮耀 (4:2b-8a) 羔羊的榮耀 (5:5-7) 

崇敬神 (4:8b-11) 崇敬羔羊 (5:8-12) 

第一首詩歌 (4:8b) 第一首詩歌 (5:9-10) 

敍述 (4:9-10) 敍述 (5:11-12a) 

第二首詩歌 (4:11) 第二首詩歌 (5:12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1n2Z8zjGQ


第四講：無名 ( 啓11：1-14) 



天上異象與七印、七號、七碗的關連 
 

 啓4-5  天上敬拜 → 七印 

 啓8:2-5 天上祭壇 → 七號 

 啓15:1-8  天上聖殿 → 七碗 

 



結構 
 

 首四印 + 第五及六印 + 插段 (7:1-17) + 第七印 (8:1-5) 

 首四號 + 第五及六號 + 插段 (10:1 - 11:14) + 第七號 (11:15-

19) 

 



  

出埃及記 

7:14-12:51 

七號 

啓8:7-9:21, 

11:15-19 

七碗 

啓16:1-21 

詩篇 

78:42-51 

  

詩篇105:28-

36 

阿摩斯書4:6-

13 

1 水變血 雹 (7) 瘡 (6) 河變血 (1) 黑暗(9) 饑荒 

2 蛙 海變血 (1) 海變血 (1) 蒼蠅 (4) 水變血 (1) 乾旱 

3 虱 河變血 (1) 河變血 (1) 蛙 (2) 蛙 (2) 旱風/雹 

4 蒼蠅 黑暗 (9) 日頭烤人 蝗蟲 (8) 蒼蠅/虱 (3,4) 蝗蟲 (8) 

5 畜疫 蝗蟲 (8) 黑暗/ 瘡 (9,6) 雹 (7) 雹 (7) 瘟疫 (5) 

6 瘡 以邪靈為首的馬

軍 

如蛙般的邪靈

之軍 (2) 

瘟疫 (5) 蝗蟲 (8) 刀劍 (10?) 

7 雹 神的審判 地震/大雹 (7) 長子死 (10) 長子死 (10) 毀滅 

8 蝗蟲           

9 黑暗           

1

0 
長子死           

註: 各災後刮弧內的數目, 乃出埃及記十災中的順序。 



七印 

(6:1 – 8:5) 

七號 

(8:6 – 11:19) 

七碗 

(15:5 – 16:21) 

6:1-2 : 白馬 8:7 : 地 16:2: 地 

6:3-4 : 紅馬 8:8-9 : 海 16:3 : 海 

6:5-6 : 黑馬 8:10-11 : 江河及泉源 16:4-7 : 江河及泉源 

6:7-8 : 灰馬 8:12-13 : 日頭、月亮、星晨 16:8-9 : 日頭、月亮、星晨 

6:9-11 : 受「住在地上的人」迫害 9:1-12 : 黑暗 16:10-11 : 黑暗 

6:12 – 7:17 : 審判與拯救 9:13 – 11:19 : 審判與拯救 

[最後戰爭 / 幼發拉底河] 

16:12-16 : 審判與拯救 

[最後戰爭 / 幼發拉底河] 

8:5 : 雷轟、大聲、閃電、地震 11:19 : 雷轟、大聲、閃電、地震 16:8 : 雷轟、大聲、閃電、地震 



七印、七號、七碗的舊約背景 
 

十災 

1 2 3 4 5 6 7 8 9 10 

水變血 蛙災 虱災 蠅災 畜疫

之災 

瘡災 雹災 蝗災 黑暗

災 

殺長

子 

七號 2號           1、7

號 

5號 4號   

七碗 2、3碗         1碗 7碗   5碗   



• 馬太福音 24                             啓示錄 6 

• 假基督的出現(24:4-5)       白馬──敵基督的出現  (6:1-2) 

• 戰爭 (24:6)                            紅馬──戰爭 (6:3-4) 

• 饑荒 (24:7)                             黑馬──饑荒 (6:5-6) 

• 死亡 (24:7b-8)       灰馬──死亡 (6:7-8) 

• 殉道者 (24:9)        殉道者 (6:9-11) 

• 天地大震動 (24:29)        天地大震動 (6:12-17) 

 



既然七印、七號、七碗之內容是重覆耶穌教導，故不該是全書重點，相反插曲才是主要信息[主題曲](鮑維均) 

啓示錄第六章 馬可福音第十三章 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 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1. 戰勝 (1-2節) 打仗 (7-8節) 打仗 (9-10節) 打仗 (6-7節) 

1. 政治混亂 (3-4節)   擾亂的事 (9節)   

1. 饑荒 (5-6節) 饑荒 (8節下) 饑荒 (11節) 饑荒 (7節) 

1. 死亡 / 瘟疫 (7-8節)   瘟疫 (11節)   

1. 呼求要伸冤 (9-11節)       

1. 地震 (12節) 地震 (8節下) 地震 (11節) 地震 (7節) 

1. 日頭變黑 (12節) 日頭變黑 (24節) 日頭變黑 (25節) 日頭變黑 (29節) 

1. 月亮變紅像血 (12節) 月亮變紅像血 (24節) 月亮變紅像血 (25節) 月亮變紅像血 (29節) 

1. 眾星墜落 (13節) 眾星墜落 (25節) 眾星墜落 (25節) 眾星墜落 (29節) 

1. 天空消失 (14節)       

1. 山嶺移位 (14 節)       

1. 恐懼 (15-17節)   恐懼 (26節)   



七印、七號、七碗之比較 
 

• 涉及戰爭、瘟疫與大自然的災害 

• 在第六印及第六號中含有插曲 

• 只有首四印有不同顏色的馬之象徵 

• 第一印與第五印似乎沒涉及災害 

• 災禍的嚴重性: 第四印指四分一人口死亡, 而第六號便有三分一人口被殺, 直到
七碗則有大量 (大規模) 的生物及人類死亡。 

• 第七號與七碗之間的災禍有許多「平行」之處, 但七碗的災難性更為嚴重。 

• 七碗特別強調災禍是臨到受獸印記之人 

•   

 



七印、七號、七碗之間的關係 
 

• 三種刑罰的彼此關係, 普遍的有三種看法: 

• 順次序 

• 即七印之後有七號, 七號之後有七碗, 總共有廿一個刑罰。 

•  七印 →→ 七號 →→ 七碗 

 



七印、七號、七碗之間的關係 

•同時發生 
• 七號描寫七印所發生的, 但加上更多細節和嚴重性。同樣, 七碗也是重複七印和
七號的刑罰。 

•  七印  ＝  七號 ＝ 七碗 

 



三個不同的審判 
 

• 第七印就是七號的審判, 第七號就是七碗的審判。 

• 七  印 １２３４５６７ 

•                                         ǁ 

•                          七   號   １２３４５６７   

•                                                                                       ǁ 

•                                        七 碗   １２３４５６７ 

 



1.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

出來，勝了又要勝。 

1 

stephanos: 指優勝者的

桂冠，非王冠(diadema) 



2.紅馬：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 

2 



3.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裏拿著天平。我聽見在四活物

中似乎有聲音説：「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

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蹧蹋。」 

3 

一天的工資 約一公升 



4.灰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

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

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4 



4.灰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

權柄賜給他們，轄管四分之一的土地，可以用刀劍、

饑荒、瘟疫、野獸殺害人。(正譯) 

4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

並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大聲喊著説：「聖潔真實

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

要等到幾時呢？」 

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説，還要安

息片時，等著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

殺，滿足了數目。(啓6:9-11) 

此時新、舊約的聖徒均尚未復活、

被提。 
第五印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

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啓6:12)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

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啓6:12)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

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啓6:12)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

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啓6:12) 



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啓6:13) 



災難加劇 

以色列12支派144,000人受印 

預覽歷世歷代得勝聖徒復活被提 

第六印 



災難加劇 

以色列12支派144,000人受印 

預覽歷世歷代得勝聖徒復活被提 

第六印 

復活和被提應該不是發生在此時，因為： 

1.第五印時，有話對殉道者説，要等殉道者的數目滿

足，才能一起復活，但此時敵基督尚未出現殺害不

拜獸像者，殉道者數目顯然尚未滿足。 

2.首先復活、被提的初熟果子，只有十四萬四千人

(啓14:4)，此處卻有數不盡的人，所以這些人應該

包含一切得勝聖徒，是在七年大災難期間，先後復

活或被提。 



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

白淨了。(啓7:14) 

大患難：不是專指末日大災難，還包括各人所經歷的

人生苦難。 苦難為得勝聖徒的共同特徵。 

災難加劇 

以色列12支派144,000人受印 

預覽歷世歷代得勝聖徒復活被提 

第六印 

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又説：「我們

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徒14:22) 



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

白淨了。(啓7:14) 

大患難：不是專指末日大災難，還包括各人所經歷的

人生苦難。 苦難為得勝聖徒的共同特徵。 

災難加劇 

以色列12支派144,000人受印 

預覽歷世歷代得勝聖徒復活被提 

第六印 

…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羅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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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8:5) 



拿著七枝號的七位天使就預備要吹。第一位天

使吹號，就有雹子與火攙著血丟在地上；地的

三分之一和樹的三分之一被燒了，一切的青草

也被燒了。(啓8:6-7) 

1 



第二位天使吹號，就有彷彿火燒著的大山扔在

海中；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

三分之一，船隻也壞了三分之一。(啓8:8-9) 

2 



第三位天使吹號，就有燒著的大

星，好像火把從天上落下來，落

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眾水的泉源

上。 

這星名叫「茵蔯」。眾水的三分

之一變為茵蔯；因水變苦，就死

了許多人。(啓8:10-11) 

3 



第四位天使吹號，日頭的三分之一，月亮的

三分之一、星晨的三分之一都被擊打，以致

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晝的三分之一

沒有光，黑夜也是這樣。(啓8:12) 

4 



我又看見一個鷹飛在空中，並聽見它大聲説：「三位天使

要吹那其餘的號。你們住在地上的民，禍哉！禍哉！禍

哉！」(啓8:13) 



第五位天使吹號，我就看見一個星從天落到地

上，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他。他開了無底坑，

便有煙從坑裏往上冒，好像大火爐的煙；日頭

和天空都因這煙昏暗了。(啓9:1-2) 

5 



有蝗蟲從煙中出來，飛到地上；有能力賜給他們，

好像地上蠍子的能力一樣，並且吩咐他們説，不

可傷害地上的草和各樣青物，並一切樹木，惟獨

要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啓9:3-4) 

5 



他們的形狀如馬，奔跑如
馬兵。(珥2:4) 



蝗蟲的形狀，好像預備出戰的馬一樣，頭上戴的好像金冠

冕，臉面好像男人的臉面，頭髮像女人的頭髮，牙齒像獅

子的牙齒。胸前有甲，好像鐵甲。他們翅膀的聲音，好像

許多車馬奔跑上陣的聲音。有尾巴像蠍子，尾巴上的毒鈎

能傷人五個月。(啓9:7-10) 



有無底坑的使者作他

們的王，按著希伯來

話，名叫亞巴頓，希

臘話，名叫亞玻倫。

(啓9:11) 



第六位天使吹號，我就聽見有聲音從神面前金壇

的四角出來，吩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説：

「把那捆綁在伯拉大河的四個使者釋放了。」那

四個使者就被釋放；他們原是預備好了，到某年

某月某日某時，要殺人的三分之一。(啓9:13-15) 

6 

伯拉大河 

(幼發拉底河) 



第六位天使吹號，我就聽見有聲音從神面前金壇

的四角出來，吩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説：

「把那捆綁在伯拉大河的四個使者釋放了。」那

四個使者就被釋放；他們原是預備好了，到某年

某月某日某時，要殺人的三分之一。(啓9:13-15) 

6 

年、月、日、時 

(約為365+30+1=396天) 



口中所出來的火與煙並硫磺，這三樣災殺了人的

三分之一。這馬的能力是在口裏和尾巴上；因這

尾巴像蛇，並且有頭用以害人。(啓9:18-19) 
6 



第五號的蝗蟲 第六號的馬軍 

蝗蟲的形狀, 好像預備出戰的一樣, 那些馬和騎馬的, 

頭上戴的好像金冠冕, 臉面好像男人的臉面, 頭髪像女人的頭

髪, 牙齒像獅子的牙齒。 

馬的頭好像獅子頭, 有火、有煙、有硫磺從馬的口中出來。

口中所出來的火與煙並硫磺, 這三樣災殺了人的三分之一。 

胸前有甲, 好像鐵甲。牠們翅膀的聲音, 好像許多車馬奔跑上

陣的聲音。 

騎馬的胸前有甲如火, 與紫馬瑙並硫磺。 

有尾巴像蠍子, 尾巴上的毒鈎能傷人五個月。 這馬的能力是在口裡和尾巴上; 因這尾巴像蛇, 並且有頭

用以害人。 

有無底坑的使者作牠們的王 四位被捆綁的使者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

大力的天使從天降

下，披著雲彩，頭

上有虹，臉面像日

頭，兩腳像火柱。 

他手裏拿著小書卷，

是展開的。他右腳

踏海，左腳踏地，

大聲呼喊，好像獅

子吼叫。(啓10:1-3)

  

基督 



我所看見的那踏海踏

地的天使向天舉起右

手來，指著那創造天

和天上之物，地和地

上之物，海和海中之

物，直活到永永遠遠

的，起誓説：「不再

有時日了（或作：不

再耽延了）。」(啓

10:5-6)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神的奧秘就成全了，

正如神所傳給他僕人眾先知的佳音。(啓10:7) 



「人子啊，要聽我對你所説的話，不要悖逆像那

悖逆之家，你要開口吃我所賜給你的。」 

我觀看，見有一隻手向我伸出來，手中有一書卷。

他將書卷在我面前展開，内外都寫著字，其上所

寫的有哀號、歎息、悲痛的話。 

他對我説：「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這書

卷，好去對以色列家講説。」 

於是我開口，他就使我吃這書卷，又對我説：

「人子啊，要吃我所賜給你的這書卷，充滿你的

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覺得其甜如蜜。(結

2:8-3:3) 

神的話語甘甜，

但災難的信息使

人肚子發苦，傳

講時痛苦迫切。 



以西結 約翰  

吃神或天使 (經文沒註明) 手中的書卷 吃天使手裡拿著的書卷 

耶和華的吩咐 天上的聲音 

書卷內外都寫著字, 書上所寫的有哀號、歎息、悲痛的話 - 

吃書卷之後, 向以色列家講説, 不是往那説話深奧、言語難懂

的民那裡去, 乃是往以色列家去 (2:4) 

吃後天使説約翰 必指著多民、多國、多方、多王説預言 

以西結吃了書卷, 口中覺得其甜如蜜 約翰吃了, 口中甜如蜜, 肚子卻覺得發苦 



耶穌時代的聖殿 

(末日重建的聖殿可能類似) 

祭壇 

外邦人院 

聖殿 

禮拜 

的人 

有一根葦子賜給我，當作量度的杖；且有話説：「起來！

將神的殿和祭壇，並在殿中禮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

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他們要踐

踏聖城四十二個月。」 (啓11:1-2)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

六十天。」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

世界之主面前的。(啓11:3-4) 



啓示錄的兩個見證人 舊約的人物 

若有人想要害他們, 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 

燒滅仇敵 

以利亞吩咐火從天上來燒滅仇敵 (王下1:9-

11; 參路9:54) 

叫天閉塞不下雨 以利亞叫天不下雨 (王上17:1; 參路4:25; 雅

5:17) 

叫水變為血 摩西將尼羅河的水變為血 (出7:20-21) 

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 摩西施十災 (出7-11章) 



若有人想要害他們，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燒滅仇敵。

凡想要害他們的都必這樣被殺。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

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又有權柄叫水變為血，並

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啓11:5-6) 



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必與他們

交戰，並且得勝，把他們殺了。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

裏的街上；這城按著靈意叫所多瑪，又叫埃及，就是他

們的主釘十字架之處。(啓11:7-8) 



從各民、各族、各方、各國中，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

天半，又不許把屍首放在墳墓裏。住在地上的人就為他

們歡喜快樂，互相餽送禮物，因這兩位先知曾叫住在地

上的人受痛苦。(啓11:9-10) 



過了這三天半，有生氣從神那裏進入他們裏面，他們就

站起來；看見他們的人甚是害怕。兩位先知聽見有大聲

音從天上來，對他們説：「上到這裏來。」他們就駕著

雲上了天，他們的仇敵也看見了。(啓11:11-12) 



啓示錄的兩個見證人 耶穌在世的職事 

作完見證後被無底坑上來的獸殺害 在彼拉多手下受害 

屍體倒在耶穌被釘之大城 (所多瑪、埃及) 被釘在耶路撒冷 

許多人為他們的死歡喜快樂, 互相餽送禮物 - 

三天半後有神的生氣進入, 他們站起來 三日後復活 

在仇敵面前駕雲上升 在門徒面前駕雲上升 

許多人恐懼, 將榮耀給天上的神 -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説：世上的國成了我

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啓11:15)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

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我所看見的獸，

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那龍將自己

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他。(啓13:1-2) 

形狀像豹 

腳像熊 

口像獅子 

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 



巴比倫 波斯 

希臘 羅馬 

獅 熊 

豹 十角 

但以理書7章 

都從海裡(外邦世界)上來 



獸就開口向神説褻瀆的話，褻瀆神的名並他的帳幕，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任憑他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也把權柄賜給他，

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

命冊上的人，都要拜他。(啓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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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17:3) 

自稱為神 



那女人穿著紫色和

朱紅色的衣服，用

金子、寶石、珍珠

為妝飾；手拿金杯，

杯中盛滿了可憎之

物，就是她淫亂的

污穢。(啓17:4) 

金子、寶石和珍珠

為建造新耶路撒冷

(新婦)的材料。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啓17:9) 

古羅馬城牆 

羅馬：七山之城 

羅馬城代表羅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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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位 

五位已經傾倒 一位還在 一位還沒來 

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經傾倒了， 

一位還在， 

一位還沒有來到； 

他來的時候，必須暫時存留。 

傾倒(fall)：死於非命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使徒約翰寫啓示錄 

時，已有五位羅馬 

皇帝死於非命。 

寫啓示錄時的皇帝 

七個羅馬皇帝 羅馬城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Giulio-cesare-enhanced_1-800x1450.jpg


  第17章 第18章 

名稱 巴比倫 (17:5) 巴比倫 (18:2) 

身份 大城 (17:18) 大城 (18:2, 21) 

裝飾 紫色和朱紅色衣服, 金, 寶石為裝飾 

(17:4) 

細痲, 紫色, 朱紅色衣服, 金、寶石, 珍

珠為妝飾 (18:16) 

手中之物 淫亂的酒 (17:2) 邪淫的酒 (18:3) 

與眾王之關係 與君王行淫 (17:2) 素來與君王行淫 (18:9) 

與眾民之關係 同流合污 (17:2) 同流合污 (18:3, 11) 

與眾徒之關係 喝醉聖徒的血 (17:6) 殺害聖徒 (18:24) 

毀壞它的工具 火將她燒盡 (17:16) 燒她的煙火 (18:9) 

毀壞它的人 敵基督由神指使 (17:17) 神是審判她的主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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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21:1)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

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

降，預備好了，就如

新婦妝飾整齊，等候

丈夫。(啓21:2)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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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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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寶座的説：「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又説：「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啓21:3-5)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

對我説：「你到這裏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

指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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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21:9-10) 



亞當 夏娃 

基督 教會 

羔羊 新婦 

創世記 

新約 

啓示錄 大妓女 

大巴比倫 新耶路撒冷 



巴比倫 新耶路撒冷 

在七座山上 (17:9) 在高山 (21:10) 

大淫婦, 與地上君王行淫 (17:2) 貞潔新婦, 為羔羊預備 (21:2、9、24) 

穿紅色衣服 (17:4) 裝扮好迎接新郎 (21:2, 19:8) 

以金和珠寶為裝飾 (17:4) 神的榮耀 (21:11、18-21) 

宣告即將傾覆 (18:2) 宣告神的同在 (21:3) 

神子民離開這城 (18:4) 神子民進入這城 (22:14) 

死亡之城, 滿了被殺人之血 (17:6, 

18:24) 

沒有死亡 (21:4), 有生命與醫治 (22:1-

2) 

荒涼悽寂 (18:22-23) 列國擁戴 (21:23-25) 

欺騙萬民, 叫死國喝醉 (14:8, 17:2, 

18:3、23) 

叫萬民得醫治 (21:6, 22:2) 

城市被毀 (18章) 存到永遠(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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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

21:11) 



碧玉 

Jas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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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高大的牆，有十

二個門，門上有十

二位天使；門上又

寫著以色列十二個

支派的名字。 

東邊有三門、北邊

有三門、南邊有三

門、西邊有三門。

(啓21:11-13) 

光輝多彩、透明 

城牆 

城門 



城牆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有羔羊十二

使徒的名字。 

對我説話的，拿著

金葦子當尺，要量

那城和城門城牆。

(啓21:14-15) 
城牆 

城門 



城牆有十

二層根基 

其上有羔

羊十二使

徒的名字 

每門上有以色列一支派之名 



城是四方的，長寬

一樣。天使用葦子

量那城，共有四千

里(原文為12,000 

stadia)，長、寬、

高都是一樣； 

又量了城牆，按著

人的尺寸，就是天

使的尺寸，共有一

百四十四肘。(啓

21:16-17) 

高144肘 

約65 m 





摩西會幕的至聖所：長、寬、高各10肘 (約5 m) 

 



摩西會幕的至聖所：長、寬、高各10肘 (約5 m) 

所羅門聖殿的至聖所：長、寬、高各20肘 (約10 m) 

 



擴大的至聖所 

摩西會幕的至聖所：長、寬、高各10肘 (約5 m) 

所羅門聖殿的至聖所：長、寬、高各20肘 (約10 m)[1 Kgs6:20] 

新耶路撒冷：長、寬、高各12,000 stadia (約2,200 km) 



牆是碧玉造的；城

是精金的，如同明

淨的玻璃。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

樣寶石修飾的： 

(啓21:18-19) 

牆是碧玉造的 

城是精金的， 

如同明淨的玻璃 



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

藍寶石；第三是綠瑪瑙； 

第四是綠寶石；第五是紅

瑪瑙；第六是紅寶石； 

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

蒼玉；第九是紅璧璽； 

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

瑪瑙；第十二是紫晶。(啓

21:19-20) 

1. 碧玉        2. 藍寶石            3. 綠瑪瑙 

4. 綠寶石          5. 紅瑪瑙         6. 紅寶石 

7. 黃璧璽             8. 水蒼玉          9. 紅璧璽 

10. 翡翠        11. 紫瑪瑙          12. 紫晶 









The glory of God is a human being fully alive; 

and to be alive consists in beholding God. 

Irenaeus of Lyons 





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啓21:21)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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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國要在城的光裏行走；地上的君王必

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啓21:22-24) 

神和羔羊為城的殿 

羔羊也是城的燈 

光是神的榮耀 

新耶路撒冷 



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裏原沒有黑夜。人必將列國的榮

耀、尊貴歸與那城。 

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

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啓21:25-27) 

神和羔羊為城的殿 

羔羊也是城的燈 

光是神的榮耀 

新耶路撒冷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

道(單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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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

樹(單數)，結十二樣(或

十二回)果子，每月都結

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

醫治萬民。(啓22:1-2) 

[ Rf Gen 2:8-14 Garden- 

temple] & City-temple]  



生命樹既是一棵，怎能

長在河兩邊呢？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

栽培的人。(約15:1) 

地上的葡萄樹，是天上真葡

萄樹的影子。主既是真葡萄

樹，又是生命樹，可見生命

樹就像葡萄樹，是爬藤類植

物，同一棵樹可以蔓延到河

的兩岸。 



在城内街道當中一道

生命水的河，明亮如

水晶，從神和羔羊的

寶座流出來。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

生命樹，結十二樣

果子，每月都結果

子；樹上的葉子乃

為醫治萬民。 

城内的街道是精

金，好像明透的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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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

的額上。(啓22:3) 

神的僕人在永世裡怎樣事奉神？ 

 敬拜神：事奉(latreuo)亦可譯為敬拜 

… 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

洗白淨了。所以，他們在神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事

奉他。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啓7: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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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

的額上。(啓22:3) 

耶穌説：「撒但，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説：當拜主

你的神，單要事奉(或譯：敬拜)他。」(太4:10)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

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或

譯：敬拜)乃是理所當然的。(羅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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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

的額上。(啓22:3) 

 瞻仰神的面，就會湧出更多讚美，不住敬拜神： 

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他們晝

夜不住的説：聖哉！聖哉！聖哉！主神是昔在、今在、

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啓4:8)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

裏，也能從門進城。(啓22:14) 

… 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

洗白淨了。所以，他們在神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事

奉他。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啓7:14-15) 

行為 



城外有那些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拜偶

像的，並一切喜好説謊言、編造虛謊的。 

 
硫磺火湖 

欣嫩子谷 

新約中的耶路撒冷 

(焚燒垃圾處) 

糞廠門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

加添甚麼，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這書

上的預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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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這事的説：「是了，我必快來！」 

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啓22:18-21) 

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

我來咒詛遍地。(瑪4:6) 



創世記中的伊甸園 啓示錄中的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 

創造天地, 立伊甸園 審判天地, 立新天新地 

日、月、眾星的光 (創1:16) 神的光 (啓22:5) 

赤身露體 (2:25) 穿白衣、義袍 (3:4,5; 19:8; 22:14) 

人額上沒有記號 神的名字寫在額上 (22:4) 

沒有敬拜 人敬拜神 (22:9) 

人治理全地, 直到被逐 (1:28) 人與神作王, 直到永遠 (22:5) 

善惡樹暫時出現 (2:17: 人的智慧、自由意志(3:6) 生命樹永遠長存 (22:2): 神的智慧、旨意 

罪進入伊甸園 (3:6-7) 凡不潔淨的, 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 總不得進那城 

(21:27) 

象徵撒但的蛇得勝 (3:13) 撒但被扔在硫磺火湖裏, 羔羊勝利 (20:10) 

因罪, 勞苦與死亡降臨 (3:16-19) 除罪, 人不再有死亡、痛苦 (21:4) 

人被咒詛 (3:16-19) 以後再沒有咒詛 (22:3) 

人不再管理伊甸園 (3:19) 人在新耶路撒冷作王 (22:5) 

人失去生命樹 (3:22) 人重得生命樹 (22:2, 14) 

人被逐出伊甸園 (3:24上) 人被引進新天新地 (21:3) 

伊甸園被關閉 (3:24下) 新耶路撒冷白晝總不關閉 (21:25) 

沒有認罪, 需要救恩 (3:10-13) 救恩完成 (21:6) 

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 (3:15) 蛇被扔在硫磺火湖裏, 直到永遠 (20:10) 

蛇要傷女人後裔 (3:15) 羔羊像是被殺過的 (5:6) 

神不與人同行 (3:23-24) 神要親自同在 (2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gmJFw6F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