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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第1章9-20節
所看見的事—榮耀基督的異象

2021年秋季，魏朝暉

啓示錄若歌教會
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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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文學的定義：

❑ 神把過去所隱藏的、沒有啟示出來的天上的秘密，向先見（seer）啟示出來；
❑ 啟示的方式是借著一系列的異象，把有關將來的事啟示出來；

❑ 啟示的目的是呼召神的百姓在當時的艱難環境中過分別為聖的生活，呼召他
們把眼光註目於那位享有絕對主權的神；

❑ 宣告這位有絕對主權的神，將把人類的歷史帶到一個終點，並且至始至終，
祂都是掌權者。

【問題】為什麼啟示文學
會開始於先知時期的猶大
國末期和被擄時期？

新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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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你們和你們的子孫轉去不跟從我，不守我指示你們
的誡命律例，去事奉敬拜別神，我就必將以色列人從我
賜給他們的地上剪除，並且我為己名所分別為聖的殿也
必舍棄不顧，使以色列人在萬民中作笑談，被譏誚。這
殿雖然甚高，將來經過的人必驚訝嗤笑，說，耶和華為
何向這地和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說，是因此地的人
離棄領他們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華他們的神，去親近別
神，事奉敬拜他，所以耶和華使這一切災禍臨到他們。
（列王記上9:6-9）。

主前586年，猶大
國第三次被擄，
聖城耶路撒冷被
毀，國家滅亡。



解釋啓示文學裡的“象徵”的原則

一、 以當時的時代背景去看“象徵”的意義，不要以現代世界和新聞讀進啓示錄（newspaper 

approach）；

二、“象徵”的目的不是要我們去關注將來的事情要實際如何發生，而是要告訴我們神在人類歷史當
中做事的原則。

神想要告訴我們的，會明確告訴我們：
舊約預言彌賽亞的出生：“伯利恒，以法他阿，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
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祂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彌迦書5:2）。

啟示文學的“象徵”是神學性的象征（theological symbol），是要指出歷史事件背後的天上的的實質
（heavenly reality），讓我們了解到在人類歷史發展的背後，那位掌管萬有的神的行事的原則。



啟示文學的基本概念

一、悲觀多於樂觀：對現今的世代是抱著絕望的態度；以人的眼
睛來看，好像邪惡在這世上是掌權，但實情是神在天上掌權，
在神所定的日子裏，神要除盡所有的邪惡，施行永恒的治理。

二、強調神絕對的主權：神允許邪惡在現今的世代這樣猖狂，神
的目的是要讓良善能夠得勝；神允許苦難臨到我們身上，是
神要試煉祂的百姓。

❑ 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祂的聖潔

上有分。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
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希伯來12:6-11），
從神的角度

❑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
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贊，榮耀，尊
貴（彼得前書1:6-7），從我們的角度

❑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
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
全完備，毫無缺欠（雅各書1:2-4），從我們受試驗的結果看

三、采取一種經過修飾的“二元論”

❑ 二元論：邪惡和良善這兩股勢力是同等的強大，
最後誰得勝不得而知

❑ 修飾的二元論：在現今的世代中們看見好像邪惡
跟良善是對等、對立的，但基督已經得勝，良善
已經得勝，撒旦仿佛猖狂，但實際上它已經被打
敗了。

神還允許撒旦有一段時間，但他的權柄是神給的
（“賜給” / “was given”），但這些權柄是暫時的，
是有限的。神才是真正掌權者。

四、呼召信徒過一個高道德水準的信心生活

❑ 啟示錄的主題之一是對信徒生活的勸勉：呼召信
徒對神忠心到底而得勝

❑ 啟示錄中的先知書的特質：呼召悔改

啟示錄中兩類的人：天上的居民以天上的事為念；地上的居民以地上的事為念。



章 内容 場景

第

一

段

1
啓示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榮譽基督的異象
天上的一幕

2-3 给七教会的信 地上的一幕

4-5 天上的寶座和羔羊 天上的一幕

第

二

段

6 开印：审判、毁坏 地上的一幕

7 14万4千人受印，和无数的人在天上敬拜 天上的一幕

8-9 吹号：审判、毁坏 地上的一幕

10 天使让约翰吃小书卷 天上的一幕

11
两个见证人 地上的一幕

第七号，24个长老跟四活物的敬拜 天上的一幕

12
怀孕的妇人，天上的争战 天上的一幕

龙逼迫怀孕的妇人 地上的一幕

13 两个兽亵渎神，逼迫神的子民 地上的一幕

14
羔羊，14万4千人的敬拜 天上的一幕

神的愤怒和审判 地上的一幕

15 天上得胜的敬拜 天上的一幕

16 倒碗：审判、毁坏 地上的一幕

17 大淫妇受审判 地上的一幕

18 巴比伦倾倒 地上的一幕

第

三

段

19 天上的敬拜，羔羊的婚宴，万王之王降临 天上的一幕

20 千禧年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地上的一幕

21-22 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邪恶完全除去 天上的一幕

天上一幕共同的特色：荣耀、敬拜、平安、喜乐、得胜

地上一幕共同的特色：审判、毁坏、混乱、悖道，拒絕悔改

啟示文學的敘述文體
❑ 有情節、有角色、有對話
❑ 場景轉換之間有插曲
❑ 異象之間有密切的關系，巧妙的安排

啟示錄的結構發展

一、引言（第1-5章）
❑ 第1章將主基督的異象啟示給約翰；
❑ 第2-3章寫給七教會的七封信中，每一封信開始的耶穌基

督的自稱是取自於第1章的關於人子的異象，並且耶穌基
督的自稱是跟教會的處境和需要相配合，有密切的關系；

❑ 第2-3章是寫給七教會的七封信中呈現出來的嚴重問題帶
出第4-5章：唯有神才能夠接受真正的敬拜；

❑ 第5章的一卷封嚴了的書卷是有關人類的將來的一卷書，
只有主基督才配開這卷書。

二、七印、七號、七碗的災（第6-18章）
❑ 以印、號、碗為中心
❑ 其中穿插的異象強調說明、和澄清前述災禍的要點

三、最末了的事（第19-22章）



一、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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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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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那七個教會。

二、主基督榮耀的異象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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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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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祂的頭與發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1:15 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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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我一看見，就仆倒在他腳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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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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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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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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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示錄第1章9-20節經文



啓示錄第1章9-11節：書信歷史背景

作者（1:9a）

• 關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 認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 忍耐里一
同有分

患難：教會正在受到逼迫

國度：神的國度已經因著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已
經開始，我們因信稱義得以進入神的國度

忍耐：信徒為神的國度的緣故要受逼迫跟患難，但
在患難中要堅忍到底，直到神的國完全實現

領受異象的时间、地点（1:9b-10）

• 地點：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 時間：當主日，我被聖靈感動...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detail

?id=4015&top=0625
受信者（1:11）：七教會

• 當時的七個教會所在的城市都位於同一個郵政環路（mail road），郵遞路線開始與以弗所，結束於老底嘉，然後
從老底嘉回到以弗所，郵遞秩序和《啟示錄》所列舉的七個教會一致。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detail?id=4015&top=0625


啓示錄第1章12-20：榮耀基督的異象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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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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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撒迦利亞書4:1-6

❑ 先知撒迦利亞在異象中
看到的金燈臺有七盞燈，
每盞燈有七個火嘴，共
49個火嘴，發出耀眼的
光芒，代表普世的教會
和神的百姓，神透過祂
的教會和百姓的見證發出的光來見證神的救恩和榮耀。

❑ 啟示錄的七個燈臺所代表的七個教會，同樣具有普世性的意義。



1:13a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

但以理書7:13-14

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權柄、榮耀、
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祂。祂的權柄是永遠
的，不能廢去，祂的國必不敗壞。

啓示錄第1章12-20：榮耀基督的異象

❑ 福音書裏面的人子是卑微、受
辱的形象，然後祂為我們的罪
被釘死，但生過死亡，從死裏
復活，並且升天；

❑ 現在神寶座面前的人子耶穌基
督是被高舉、榮耀的形象。祂
就是舊約先知所預言、所仰望
的彌賽亞。



1:13b 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1:14 他的頭與發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1:15 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 祂是尊貴的君王和祭司
❑ 祂是教會的元首，眷顧祂的百姓
❑ 祂滿有智慧跟尊嚴
❑ 祂有超越的能力、可畏的榮耀
❑ 祂鑒察一切，有能力施行審判

但以理書：
10:5 舉目觀看，見有一人身穿細麻衣，腰束烏法精金帶。
10:6 他身體如水蒼玉，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手和腳

如光明的銅，說話的聲音如大眾的聲音。

啓示錄第1章12-20：榮耀基督的異象



1:16 他右手拿著七星，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
貌如同烈日放光。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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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ven stars are the angels of the seven churches）

“七星” / “教會的使者”（Angel/天使）可能是指誰？
❑ 教會的守護天使（guardian angel），以擬人化的說法代表教會。
❑ 教會的牧者，如長老和牧師等教會的領袖和代表。

“手拿著七星”：主基督是教會的掌權者，祂看護祂的羊群。

“兩刃的利劍”：
❑ 當時羅馬士兵的一種近身搏擊刺殺的劍，非常鋒利。
❑ 神的道、神的真理的辨明和審判（希伯來書4:12）。

啓示錄第1章12-20：榮耀基督的異象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主基督的榮耀是可畏
的，好像烈日放光，人眼不能夠看。



基督的自述：
1:17 我一看見，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樣。他用右手

按著我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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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聖經裏，當神以向人顯現時，人的反應都是撲倒在地。
因為神是榮耀和可畏的神。

❑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神的絕對主權，祂掌管
人類歷史，祂掌管一切。

❑ “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強調耶
穌的復活，並且他的復活時永遠活著。基督的復活是新
約聖經真理的中心。基督死裏復活證明祂的權柄和能力，
祂有能力勝過死亡，生命和死亡是在祂的掌管之下。

❑ “死亡和陰間”：聖經裏“陰間”指墳墓（grave）。因
此死亡跟陰間是同義，就是講到死亡。

啓示錄第1章12-20：榮耀基督的異象

“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是什麼意思？現在死亡不再受惡者所控制，生命和死亡都是在基督的掌管之下。



基督給使徒約翰的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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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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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約翰所寫下的這卷《啓示錄》從神所領受的信息，是出
於主基督的託付，是真實的，是一定要發生的。

“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

❑ “所看見的”：第1章使徒約翰所看見的異象；
❑ “現在的事”：第2、3章的內容；
❑ “將來的事”：第4章以後一直到最後22章的內容。

啓示錄第1章12-20：榮耀基督的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