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示錄新解第一章
1. 啓 1：1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上帝賜給他，叫他把快要發生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
差派天使顯示給他的僕人約翰。
解：
『他』是指基督，基督透過天使向約翰傳達末日的啟示。異象、異夢、天使是傳遞啟示的
途徑，以天使傳達的啟示最重大、最可信，其次是異象與異夢。末日啟示非比尋常，聖霝特
意吩咐天使向約翰生動地述說天啟。『顯示』表示有畫面。
2. 啓 1：4 約翰寫信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但願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上帝，和他寶
座前的七霝。
解：寶座前的七霝是聖霝，聖霝只有一位。聖霝自隱，從不以真面貌示人，風、雨、水、火、
光、雷、鴿子常是祂的象徵。祂在寶座前以七盞火焰（或譯為火把、火燈、火炬）象徵其聖
潔，也以七眼（遍察寰宇）、七角（權柄）、七雷（威儀）為象徵。啟示錄喜歡用七，七代表
無限循環生生不息。
賽 11：2 列出聖霝的七種屬性或說七個面向：內住（停留）
、智慧、聰明、謀略、能力、知識、
敬畏。這些屬性不能按照漢文的字面意思來解釋，
『智慧』指專長、技術、才能，專業技能；
『聰明』指理解力，學與教的能力；
『謀略』指能預知而有對策；
『能力』指能行異能神蹟；
『知
識』是洞察力，能透視過去未來；此外，聖霝不單獨存在，祂要停留、內住。上帝造人、造
天使就是要來裝霝。再者，聖霝有『敬畏』亞畏的屬性。
2.1 啟示錄有關『七』的經文有：
七教會、七霝（1：4）
、七燈台（1：12）
、七星（1：16）
、七印（5：1）
、七號（8：1）
、七雷
（10：3）、七千人（11：13）、七個金碗（15：7）。
2.2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上帝』正確的翻譯是『昔在、今在、將再來的上帝』
，坐在寶
座上的上帝，是末日將要再臨的那一位。二十四位長老與天使對著寶座上的父上帝如此喊，
而將再臨的明明是基督（太 24：30、啟 1：7、徒 1：11），怎麼對著父這樣喊呢？因基督坐
在父裡面的右邊。坐在寶座上面是父，走下來是基督，這是三位一體道成肉身的奧秘，基督
是父裏頭的霝魂（不是兒子），務要參透這項高端真理。
3. 啟 1：6 又使我們成為國度，做他父上帝的祭司。
解：不該譯為國度，而是國度的統治者，使我們成為國度的統治者。新約重生得救的信徒都
具備祭司的身分，不過，只有得勝者將來才享有君尊祭司的殊榮，這終極的應許會成就在新
天新地裡。在本宇宙得勝者當基督的新婦，在新宇宙裡，新婦分封至各星系，成為該星系受
造物的統治者（君尊的身分），也擔任該星系受造物與亞畏上帝之間的中保（祭司的身分）。
4. 啓 1：7 看哪，他駕著雲降臨，每一個人都要看見他，連那些刺過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
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號。這是必定的，阿們！
解：基督末日降臨時全球都看得到，大家都能親眼目睹基督從天降臨。被提時，基督藏身雲

中等候，地上萬族看不到祂，只有童女（得勝重生信徒）知道祂來迎親。萬族眾目會看見祂
並哀哭的，不是指被提，而是指大災難尾聲的哈米吉多頓——基督降臨審判萬國。基督末日
降臨的經文除啓 1：7 外，尚有太 24：27 電光怎樣從東方閃出來，一直照到西方，人子降臨
的時候，也是這樣。太 24：30 那時，人子的徵兆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號，並且看
見人子帶著能力，滿有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啟 19：14、15 天上的眾軍，都騎著白馬，
穿著潔白的細麻衣，跟隨著祂。……，用這劍擊打列國，……用鐵杖治理他們；並且還要踹
全能上帝烈怒的壓酒池。基督以審判的君王身分末日降臨擊打列國。
『刺祂的人』是象徵性說法，指以色列人，即昔日高喊釘祂十字架的猶太人後裔，審判日要
看見被先祖釘死的基督從天降臨。按以賽亞書第二十四章 13–16 節的預言，末日除西山東島
兩方舟外，能存活的人不多，故稱剩餘之民。到那日，上帝把恩慈與懇求的霝傾注在以色列
剩餘之民的身上，他們望見所刺的耶穌必哀慟如喪獨子（亞 12：10）
。
4.1 秘密被提與基督降臨之比較
被提

降臨

方式 秘密進行（帖前 4：13–5：3）

眾目睽睽之下（太 24：30；啟 1：7）

地點 雲中（帖前 4：17）

橄欖山（亞 14：4；徒 1：11）

時間 末七之半，最後一支號筒吹響時（帖前 末期之末
4：16；林前 15：51、52）

哈米吉多頓之役（啟 19：13–16）

目的 迎娶

拯救以色列子民和審判列國

對象 新約教會

舊約以色列

過程 基督與得勝者的霝魂一起下來，祂在雲 舊約亞畏腳踏橄欖山，與千萬聖者同來
與 中等候，聖徒的霝魂下至地上，復活換 （亞 14：4）
。新約基督在天上的錫安山召
結果 新霝體，地上活著的得勝者身體改變， 聚 144000 白馬軍團（啟 14：1）
，降臨橄
雙雙升至半空中與基督相會，再一起昇 欖山（徒 1：11）
，先南下拯救西乃方舟剩
天（帖前 4：13–17）
餘之民（賽 34：6，63：1），再北上米吉
多，刑罰列國，地上居民所剩無幾（賽 24：
13）
4.2 細講耶穌再臨
被提的對象是新約教會，目的是要來迎娶，又叫迎娶日。再臨發生在末期之末，對象是舊約
以色列，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子民和審判列國，那日又叫審判日、降臨日。
舊約說：那日，亞畏要帶著千千萬萬的聖者腳踏橄欖山（亞 14：4）
；新約說：那日，耶穌要
帶著十四萬四千名白馬軍團腳踏橄欖山（徒 1：11；啟 14：1）。若耶穌不是亞畏，這兩部分
就對不上；聖經也沒說兩位要一起下來。舊約沒有被提的啟示，千千萬萬的聖者其實就是新
約的白馬軍團。
舊約只講亞畏天父於末日要降臨審判世界，而新約只講耶穌基督於末日要降臨審判世界。若
亞畏天父不是耶穌基督的話，就麻煩大了！屆時是兩人手牽手一起降臨呢？還是一前一後各

來一趟？然聖霝已消弭這個疑慮，末日降臨審判世界的那一位，既是耶穌基督，也是亞畏天
父。
末期的後三年半，兩獸大肆殺戮猶太人，為了不讓猶太選民絕種，耶穌降臨，帶著白馬軍團
下來（啟 14：1）
，摧毀魔鬼的國度和地上所有的政權。耶穌再臨會腳踏橄欖山，如預言所示
在哪裡升天就在哪裡再臨（徒 1：11；亞 14：4）。
4.3 補充祕密被提
信耶穌時接受天父賜聖霝，這印記就是聘禮（林後 1：22）
，聖霝內住的你身分變成基督的未
婚妻（林後 11：2）
，又叫童女。最後一支號筒吹響時就是迎娶日，童女有的被接走，有的被
撇下。迎娶日那天，耶穌帶著新約二千年來殉道者（得勝者）的霝魂下來，祂停在半空中等
候，得勝者的霝魂下到地面，復活取得霝體，地上活著的得勝者身體改變，這兩批人一起升
到半空中與新郎會合，迎娶回天家。
（帖前 4：14–17，林前 15：51、52）這批復活被提的得
勝者成為耶穌的禁衛軍、御林軍，是天軍中的最高編制。接下來的三年半，獸在地上建立獸
的國，被撇下沒被接走的基督徒（得救者）不僅沒有永世的榮華，在 666 的逼迫下，恐怕連
救恩都會失去，進入永火，這就是為甚麼如果我們是末代的基督徒一定要追求得勝被提。
4.4 聰明的童女或愚昧的童女差別在哪？有沒有『油』表示有沒有得救嗎？
答：
『油』在聖經中常隱射聖霝，舊約的『抹油』隱射聖霝澆灌，因之，有人解釋愚昧的童女
是沒有聖霝。然而既是童女，表示都有信物，都是重生的基督徒，所以此處的油不是指聖霝。
被撇下的童女她們的提燈裡有油，只是沒額外多備些油，以致半夜新郎駕臨前，燈油已耗盡，
臨時出去買因而錯過了上花轎的時機（太 25：1–13）。
耶穌在這個比喻的末尾說：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時間。』很多人誤以為
耶穌是要人保持清醒別打瞌睡，其實進入黑夜（末期）已無工可做（約 9：4），無論是聰明
的童女還是愚昧的童女等久了照樣呼呼大睡。耶穌說的『警醒』是指入夜前、進入內室（避
難所）前，也就是末期前的預備期，亦即揭開七印的末世期間要提高警覺。
進入末期就是耶穌說的進入黑夜，太 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向萬民做見證，然後
結局才來到。『結局』從太 24 章 3–13 節得知是指末期。太 25：6 半夜，有人喊叫：「新郎來
了！」現在還是白日，聰明的童女是趁著現在多做準備（追求得勝）
，把自己裝扮好，準備被
接走。那些質疑為甚麼要追求得勝的基督徒就是愚昧的童女，不多備些得勝的油。
基督徒日常做的功課如讀經、禱告、聚會、見證、奉獻、賙濟施捨、傳福音等，好比替手上
的提燈添油。日常功課做得再勤，提燈滿了油又如何？若沒有多帶瓶備用油，新郎到前油枯
燈滅，還是不會被相中。所以得勝比的，絕非日常功課的勤惰。聰明的童女比別人多出的那
瓶決勝關鍵的油，就是《啟示錄》裡的『忌邪守貞』與『口中察不出異端邪說謬論』
（啟 14：
4、5）。
1948 年進入末世至今已有半個世紀，隨時可能進入黑夜，預計我們只有五年可以預備得勝的

條件（做得勝者的工）
，五年後可能遇到清洗台灣方舟，我們要到花東避難。台灣先經歷清洗，
世界動亂時才能成為避難所。
5. 啓 1：8（和合本）天父上帝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是希臘字
母首末二字）
，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新譯本）天父上帝說：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格；我是今在、昔在、以後要來，全能的上帝。」
解：和合本的譯文『今在、昔在、以後永在』
，新譯本已經更正為『今在、昔在、以後要來』
。
啟 21：6，耶穌基督自述：
『我是阿拉法，是俄梅格；我是創始的，也是成終的。』賽 44：6，
萬軍之亞畏這樣說：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賽 48：12 雅各，
我所呼召的以色列啊！你要聽我的話。我就是『那位』
，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耶穌和亞
畏天父介紹自己身分的說詞都一樣，耶穌就是亞畏天父嘛！
5.1 『那一位』出自以賽亞書 43 章 10、11、13 節。賽 43：10 亞畏說：「你們就是我的見證
人，我所揀選的僕人，為要使你們知道，並且相信我，又明白我就是『那位』
；在我以前沒有
神被造出來，在我以後也必沒有。猶太人只敬拜獨一的亞畏天父上帝，當亞畏說我就是你們
說的獨一的那位，沒人會搞錯在講誰。上帝自稱是『那位』
，
『那位』成了上帝的指示代名詞。
賽 43：11 唯有我是亞畏；除我以外，並沒有拯救者。舊約的『拯救者』就是新約的『救世主』，
波斯語稱『彌賽亞』，希臘語稱『基督』。上帝說除了祂以外，沒有別的拯救者，那麼，誕生
在馬槽、成為世人唯一的拯救者會是誰？除了上帝還有誰！所以，
『那位』既可指天父上帝，
又可指救世主耶穌基督。以賽亞書四十三章說那位天父要成為拯救者，也就是成為基督，解
開了約翰八章耶穌說的話：我就是那位。另一個用『那位』指稱上帝的例子在賽 43：13 自頭
一天以來，我就是『那位』；誰也不能救人脫離我的手；我要行事，誰能攔阻呢？
5.2 以賽亞書 43 章上帝介紹祂就是獨一的那位，除祂以外，沒有別的拯救者，一旦祂說祂要
來人間成為人，拯救世人，為世人死，救贖世人，也只有祂能辦到。以賽亞書四十四章更進
一步說基督就是父，賽 44：6 亞畏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救贖主、萬軍之亞畏這樣說：
「我是
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與啟示錄耶穌對自己的介紹詞一樣：我是首
先的、我是末後的（啟 1：17、2：8）
，如果耶穌不是上帝，他怎能這樣介紹自己，基督就是
上帝的霝魂出來的。
6. 啟 1：9，看聖經後面附錄的主後第一世紀教會分布圖，可以找到拔摩島的位置，那是關犯
人的地方，採礦發達，距離希臘三十浬。初期教會先後受到羅馬皇帝尼祿和豆米仙的激烈迫
害，豆米仙是第一個自稱是神、眾神之王的羅馬皇帝，他在以弗所半山腰蓋了一座大神廟，
叫基督徒拜他，稱他為主。豆米仙駕崩，約翰返回以弗所，寫了啟示錄，成書早於約翰福音。
7. 啓 1：10 有一個主日，我在霝裡，聽見在我後面有一個大聲音，好像號筒的響聲。
解：主日的原文是『主的日子』
，有三種意思：一是基督是安息日的主，上帝六天創造，第七
天休息，七天的最末一天是安息日，即主日。二是指未來『基督再來的日子』
，又分被提日與
降臨日。三是指每周固定記念『基督復活的日子』
，也就是周日聚會的日子。上帝創造先有晚
上才有白天，周六晚與周日白天都屬七日的頭一日，可舉行主日崇拜以記念基督的復活。這

節經文指第三種意思。
第一世紀初代教會就有主日一詞，七天的頭一天是聚會的日子（林前 16：2）
。第四世紀出現
反對的聲音，認為星期天是太陽日，將主日改為舊約的星期六。聖經教導我們勿看這日重於
那日，日日都是好日。
8. 啟 1：11，請問七間教會各預表哪些年代？又如何知道他們是預表不同的年代呢？當時是
否有這七間教會？如果有，為什麼不是在講當時的情況，而會是預表將來的年代呢？
答：土耳其不只這七間教會，特地挑這七間教會，是因為這七間教會的名稱其原文字義適切
的反映了二千年來教會七個時期的景況。有些人反對七封書信代表新約教會的七個時期，但
是由最後三封信來看，耶穌依序說『我要像賊一樣來』
、
『我必快來』
、
『我站在門外敲門了』
，
由遠而近暗示七封書信真的是照時間排序的。1948 年正式進入最末一封信，如今已是末代教
會了，新郎隨時要來迎娶。有關七封教會書信的總總請參看附錄。
9. 啟 1：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身上穿著直垂到腳的長衣，胸間束著金帶。1：14
他的頭和頭髮像白羊毛、像雪一樣潔白，他的眼睛好像火燄，1：15 他的兩腳好像在爐中精
煉過的發光的銅，他的聲音好像眾水的聲音。
解：
『人子』意即像人的形狀的人。約翰對（人子）耶穌的描寫像極了但以理對亞畏上帝的描
寫，但 7：9 我一直在觀看，看見有些寶座安放好了，萬古常存者就坐上去；祂的衣服潔白如
雪，祂的頭髮純淨像羊毛。祂的寶座是火燄，寶座的輪子是烈火。
10. 啟 1：17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1：18 又是永活的，我曾經死過，看哪，現在又活著。
解：曾經死過，現在又活著的是耶穌，耶穌說：我是首先的，是末後的，賽 44：6、48：12，
萬軍之亞畏也說：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11. 啟 1：18 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解：耶穌被釘前預言自己要在地裡三日夜，一如約拿在魚腹裡三日夜一樣（太 12：40）。耶
穌斷氣後，霝魂下到陰間，向挪亞造方舟之前的亡魂傳福音，陰間已被耶穌收復，現在由光
明陣營掌管，陰間的死人也有天使傳福音給他們（彼前 4：6）。上帝愛人愛到底，救人救到
底，活著沒機會信或活著不信，死了仍給機會信。
12. 啓 1：20 七個教會的使者；啟 2：1 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
解：七個教會的使者不是天使，是教會長老。長老是教會管理階層的統稱，長老也稱監督。
長老分傳道長老（負責教導的教牧人員）與治理長老（負責行政管理）。

附錄：《啟示錄》七封教會書信（啟示錄第二、三章）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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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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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意

象徵時期

以

可欽的

初代使徒時期

弗

蒙愛的
第一世紀

所 奉旨意行

第

士

沒藥

初代教父時期

每

苦

第二世紀
↓
第三世紀

封

困難重重堅忍不懈

責備與期許

得勝的賞與罰

離棄起初愛心

移除燈台

悔改尋回初心

生命果

X

失去冠冕

忌邪 分辨假使徒

信

二

稱讚(工作表現)

東台方舟基金會製作

恨惡尼哥拉一黨
※尼哥拉：階級化，
意即『管轄人民』

安於逼迫與赤貧
至死忠心

生命的冠冕

信

拿 馨香氣味

第

別

高處

羅馬國教時期

迦

婚禮

信

摩

大結合

第四世紀
↓
第六世紀

第

容讓耶洗別 拋在大患難中
推
燒香
中古黑暗時期 有愛心和信心
教導屬靈淫亂 殺死兒女(教徒)
也事奉並堅忍
雅
獻祭
第七世紀
後來做的比先前多
推
統治列國權杖
↓
要持守已有的
難聞氣味
喇
第十五世紀 ※耶洗別：異教化
晨星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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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四
封
信
第
五
封
信
第
六
封
信
第
七
封
信

撒
狄

脫逃者

宗教改革時期

遺留物

第十六世紀
↓
第十七世紀

紅的

服從巴蘭與尼
身處撒旦王座
哥拉黨之教訓
依舊沒有否定信仰
當悔改
※巴蘭：世俗化

徒具虛名
有幾名未曾玷污的 改革工作未完成
要警醒等候
基督將如賊般突至 穿白衣與主同行

豁免二次死
用口中的劍
與他作戰
隱藏的嗎哪
白玉璽

名從冊上塗抹
失去救恩
白衣(義袍)
名列生命冊

非
全球宣教時期 略有恩賜能力
奪去冠冕
X
曾護教護道
拉 兄弟之愛 第十八世紀
沒有否認基督的名
鐵
免試煉.作棟樑
↓
要持守已有的
第十九世紀
非
三重聖名寫身上
基督必快再來
老
底
嘉

民治
民掌權
人的義
老城堡

末代教會時期
第廿世紀
↓
第廿一世紀

X

不冷不熱(無用) 從嘴吐出去
浮誇(虛有其表) (白佔地土砍掉)
聽敲門聲

基督已站門外叩門 開門請祂進來

與基督
同坐父寶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