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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諾亞 弟兄

o 神在末後的時代（也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把祂的心意向教會啟示。
o 念這書上豫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啟 1:3）
讀啟示錄的態度：
1. 不能隨便聽人說，或照自己的意思去解說。因為，彼得後書一章 20-21 節說：第一
要緊的 、該知道經上所有的豫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因為、豫言從來沒有出
於人意的、乃是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
a) 不能隨己意解說
b) 不能斷章取義（要真正暸解啟示錄，必須熟悉聖經其他 65 卷書）
2. 講解啟示錄的很多，有很多都是愛主的，但是、他們彼此之間也有不同的看法，我
們要有包容性、不要因別人的看法與我們不同，就拒絕人家，我們要有一顆謙卑的
心。（要接納別人與我們的不同，但要持守主給我們的領受與亮光）
3. 要看重耶穌基督的見證，抓住耶穌基督的靈（背後的含意、不只是字句而已）。
a) 啟 1:1 耶穌基督的啟示：中心
b) 啟 19:10 你要敬拜神，因為豫言中的靈意是為耶穌作見證：首要
4. 律法雖有千百條，但它的靈只有一個、就是：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5. 你們在這豫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裏出現的時候，才是好的。
（彼後 1:19）(晨星預表主，就是讀豫言要讀到主向我們顯現、主在我們心中掌權)
6. 預備付代價。讀啟示錄不是聽聽道而已，要有殉道的靈、即願付代價的心。並要注
意聖靈對我們說的話。
啟示錄的分段：根據啟示錄第一章 19 節的分法：
1. 所看見的：第 1 章。耶穌基督的啟示
2. 現在的事：第 2，3 章。耶穌基督和祂的教會
3. 將來必成的事：第 4 – 22 章。耶穌基督與萬國
主要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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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證明出來。
3 念這書上豫言的、和那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
4 約翰寫信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但願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和祂寶座前的七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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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
6 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7 看哪！祂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祂、連刺祂的人也要看見祂，地上的萬族都要因祂哀哭。這
話是真實的。阿們！
8 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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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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等七個教會。
12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臺。
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14 祂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15 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16 祂右手拿著七星，從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17 我一看見、就仆倒在祂腳前，像死了一樣。祂用右手按著我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
是末後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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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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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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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1 – 8 節：前言、即啟示錄的介紹 - 很重要
9 – 20 節：耶穌基督的啟示和異象- 很重要
第 1 節：耶穌基督的啟示：啟示與默示不同，它像是舞台的帷幕，打開之前、我們看不
清楚，但一打開就可看見，照理我們讀啟示錄也應該讀得明白。
指示祂的眾僕人：我們是祂的兒女、也是祂的僕人。一般的僕人像僱工，時間
到了來做工，時間到了回家去。這裡的僕人，在原文指奴僕，他是完全在
主人的管制之下。豫言是向眾僕人啟示的，但只有具備“奴僕”之心的僕
人才能明白。啟示錄 2，3 章提到“凡有耳的、就應當聽”，這是對奴僕說
的、因為只有奴僕才有開通的耳朵可以聽。
 申命記 15 章，愛主人的奴僕，要將耳朵穿洞（開啟），永遠成為
主人的奴僕。（從此、願意放下自己、終身為主人所用）
 提摩太後書 4:3-4 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並且掩耳
不聽真道（因為人沒有可聽的耳朵）
 我們要愛神及神的家，惟有一顆“愛”的心志，才有耳可聽。
 詩篇 40 篇 祭物和禮物、你不喜悅，你已經開通我的耳朵。
 願主的愛激勵們、一生為主而活。
 聽從我、日日在我門口仰望、在我門框旁邊等候的、那人便為有
福。（箴 8:34）（這就是奴僕的情況）
曉諭：表演、異象、表號，使我們明白。約翰在他的福音書及書信中從未提及
自己的名字，但啟示錄中提名約翰，因為他要作見證人。
第 2 節：神的道、指神的話、又指神自己。約翰有親身的經歷，他要見證神的所是、所
作和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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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節：日期近了：指主回來的日子。約翰當時說近了，現在就更近了。
 馬太福音 24:32-33 無花果樹的比喻（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
 彼得後書 3: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是耽延，其實不是耽
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我們
是有福的，要珍惜）
啟示錄中提到七個“有福”，但願我們都在其中（要活出生命的見證）：
1) 1:3 念這書上豫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
2) 14:13 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3) 16:15 那儆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恥的人有福了。
4) 19:9 凡被邀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5) 20: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
6) 22:7 凡遵守這書上豫言的有福了。
7) 22:14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第 4–6 節：
o 亞西亞，是當時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現今的土耳其。當時、亞西亞不只有七
個教會，這裡的七個教會是代表性，指的是教會的普遍光景。對亞西亞的七個
教會所說的話、也就是向眾教會（我們）說的。
o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三一神一同做工、祂全備的救恩成就在我們身上
父神: 定永遠的旨意（原文的次序是今在、昔在、以後永在）
子神：成就了父神旨意中偉大的救恩
聖靈：把救恩作在我們身上
o 寶座前的七靈：聖靈只有一位，這七靈是指聖靈全備的工作。
o 誠實：忠心、為真理作見證。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8）
o 主：從死裏首先復活、勝過死亡、初熟的果子。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o 恩惠平安歸於你們：因三一神一同作工、成了全備的救恩、以致把恩惠平安賜
給我們。
o 祂愛我們：消極方面、使我們脫離罪惡。積極方面、使我們成為國民、作父神
的祭司。
第 7 節：看哪！祂駕雲降臨、、、。看哪，表示“要注意”。
o 使徒行傳 1:6-11 節：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
還要怎樣來。
o 主的升天分成兩個階段：
1. 看得見：徒 1:9 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祂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
祂接去。（眾人看見祂被雲彩接去）
2. 看不見：但以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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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看不見被雲彩接去後的情況）
o 主的降臨（再來）也分成兩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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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看不見：啟 3:3 我必臨到你那裏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
道。（啟 16:15；帖前 5:4; 彼後 3:10）
4. 看得見: 馬太福音 24:27 閃電從東方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
這樣。馬太福音 25:31 當人子在祂榮耀裏、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
祂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祂面前、、、
啟 1:7 看哪！祂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祂、連刺他的人（表面上是羅馬人、
實際上是指猶太人）也要看見他。
o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祂哀哭：撒迦利亞書 12:10 那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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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哀哭，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他們曾拒絕主、失去了救恩，現
在後悔莫及）（我們是蒙福的、因我們蒙揀選，因此、我們要過得勝的生活）
o 這話是真實的，阿們：真實的和阿們，在原文是同一個字。真實的是希臘文、阿
們是希伯來文。指“這話要讓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知道，也就是讓全地都知
道”。
第 8 節：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
啟示錄是用希臘文寫的，阿拉法是開始、俄梅嘎是終結。
神自己作見證說：“我是永遠不改變的全能者”，這是對為主殉道者、受苦者
的安慰。
第 9 節：
o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
約翰是十二門徒中、當時唯一留下的、他也是教會中的長老，但他稱自己為
“弟兄”。（工作上雖有不同,但在患難、、、、中，與其他弟兄是一同的）
o 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同有分。（這國度、指現今和將來。現今
指“要在我們身上成為實際“）
o 忍耐是作王的條件。提後 2:12 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祂一同作王。
o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約翰在拔摩島看見異象，他寫啟示錄時，已被釋放回
到亞西亞。拔摩島是近亞西亞的荒島，羅馬帝國時候，犯人被放逐在島上。
第 10 節：
o 主日:七日的第一日。約翰在島上想起從前在亞西亞教會的主日、他非常關心那
裏的弟兄姊妹們。
o 吹號：聚集大家,宣告、爭戰之意。
o 被聖靈感動，指”在靈裏“。啟示錄中出現四次，因此有人把啟示錄分成四段：
1. 1:10-16 在天上聖所裏：（大祭司在事奉燈臺）（看見神如何事服事教會）
2. 4:2
在寶座前：（至聖所）（看見神永遠的心意）
3. 17:3
在曠野：（看見巴比倫城、大獸）（認識巴比倫的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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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1:10
在一座高大的山：（見從天而降的聖城新耶路撒冷城）（認識聖
城、 也就是神的教會、羔羊的妻子）
第 11 節 七個教會：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
第 12 節 七個金燈臺、指七個教會，燈臺是為發光，教會也是在黑暗的世代中發光的。
第 13 節
o 燈臺：場景的背景是教會、中心乃是基督。（異象的中心是人子。教會是要為主
發光、作見證的）。
o 主是人子、也是神子。
o 主升天以後坐在神的右邊，因救贖的工作已經完成。站著、指“在服事“，大祭
司永遠為我們代求。希伯來書 7:25 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
底；因為祂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o 衣服：指“義”，身穿長衣（大祭司的服裝）、指公義、聖潔。
o 胸間束著金帶：帶是指爭戰、服事。一般帶子是束在腰間，但帶子在胸，指
“愛”。金，指長久不更換、不變，非常寶貴。
第 14 節：白髮、指智慧。眼目如同火焰、指“看穿一切事情”、鑑察人心。
第 15 節：腳好像在爐中煅煉光明的銅。銅指審判，為要煉淨、管教我們，讓我們結出
聖潔的果子。
第 16 節：七星指七個教會的使者。
o 使者：a. 天使
b. 人（教會的使者）
祂右手拿著七星、指祂掌管、使用、扶持七個教會的使者。
o 兩刃的利劍：指神的話。希伯來書 4:12
o 衣服、指外表。面貌、指裏面生命的彰顯。
第 17 節:
o 我一看見、就仆倒在祂腳前，像死了一樣：約翰是跟隨主最久、與主最親的人，
見了主的異象就仆倒，以賽亞、但以理、保羅也有同樣的經歷。
第 18 節: 祂用右手按著我說、不要懼怕，我是、、、（主是何等溫柔）
o 首先的、末後的、、、（羅馬書 11:36 萬有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He is
all in all. 祂是生命的源頭、是賜生命的主、祂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第 19-20 節 七星就是七個教會的使者；七燈臺就是七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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