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示錄簡介

(王白編輯 2019-2-21 Dallas)

啟示錄第一章
啟示錄是一本敘述受造萬物到達終局的書，一開頭即給人看見的，不是屬地事物、宗教制度、屬
靈恩賜、…的啟示，乃是耶穌基督的啟示。耶穌是祂在地上作人的名字，給祂起名叫耶穌（太
1﹕21）；基督是受了膏，神以聖靈膏拿撒勒人耶穌（徒 10﹕38）。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啟示
一位作人的耶穌、被聖靈塗膏、這一個人完全受聖靈支配、一舉一動、皆出乎靈。這位人子的豐
滿特性，祂是神永世所要得著那班人的模型，然後把教會（二三章）和萬民（四章以後）都帶到
這人子跟前受審判。聖靈乃是神的七靈，即七盞正燃火燈，由寶座發出，奉差往普天下去。聖靈
藉前七封書信引導祂的教會，從得救到得榮； 由得著基督到進入基督的豐滿。羅馬書說到信徒在
基督裏的地位，因信稱義，成聖，得榮。哥林多書說到信徒需除去許多自身屬肉體的障礙，才得
以進入基督的交通。加拉太書說到信徒讓基督在裏面活著。以弗所書說到信徒與基督一同坐在天
上，一同爭戰。腓立比書說明信徒活著就是基督，無論生死都叫基督顯大。歌羅西書說到信徒讓
基督凡事居首位、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裏。帖撒羅尼迦書說到信徒在苦難中事奉神並且忍耐等
候基督再臨。這七封書信是保羅用真理的道託負給教會，使教會能得着屬靈產業。啟示錄一章約
翰用圖畫來描繪這位人子，祂就是教會該得着並實際活出之屬靈產業。各處教會受察驗、受審判
之標準、完全根據於人子（耶穌基督）所彰顯之豐滿特性。榮耀基督的異象，耶穌基督的啟示，
就是神賜給祂，叫祂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的眾僕人。祂就差遺使者曉諭祂的僕人約翰。耶穌基
督的啟示是 耶穌基督親自掀開關於將來必成的事給我們看，也是 啟示耶穌基督自己，啟示祂將
來要如何得勝、得榮並作王。我們只是名稱上，還是實質上作祂所稱許的僕人呢？只要真是祂的
僕人，祂就會把啟示錄啟示給我們，因為叫祂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的眾僕人。約翰就將所得的
啟示記錄下來並傳給我們，他所得的乃是神的道和耶穌的見證。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
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啟廿二 6，7】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
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祂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僕人。看哪，我
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啟一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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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去)罪
惡。 七是個完整的數目，七教會就是眾教會。 這裏問安的話與保羅常用的問安是相同的，「恩
惠平安歸與你們」(一 5；林前一 3)，不過所用三一神的名與其他書信不同，七靈並非指聖靈有七
位(弗四)，而是説指聖靈有各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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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個燈台並不是聯合成為一個，乃是分開的七個燈台，各負發光的責任於它所在
的地方，乃是各自就地為政，各自向主負責。神定規一個地方只有一個教會，所以只有在以弗所
的教會，沒有在以弗所的眾教會。數地一會，和一地數會，都是不合乎聖經的，數地一會，乃是
聖經所沒有要求的合一；一地數會，乃是分裂聖經所要求的合一。
一章 8 節: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嘎. 是主耶穌在聖經中最末了的一個名稱，在主耶穌復活後 30 年，就有最少 10 萬多希
臘人得救，他們的人數比當時猶太人還多，因對外邦人信主的人而言，彌賽亞的稱呼仍覺得陌
生，所以這名稱是所有猶太人和外邦人都懂得的。阿拉法，俄梅嘎（α和ω）不止包括所有的話
語，也供應一切的需要。你可以在那些字中找到任何字來發表你的意思。保羅所認識的主耶穌
是：神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住在祂的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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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基督的異象（一 10-16）
(1)「身穿長衣、直垂到腳」是表明主的榮耀，【賽六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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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長衣、直垂到腳，不過現在的審判還是祭司的審判。
身穿長衣直垂到腳，就是穿戴基督、讓祂遮蓋我們的羞恥，我們在一切事上都可以省查和檢驗自
己有没有穿戴基督。教會一切的天然生命都需要基督來遮蓋。哥林多教會一切木草禾楷，那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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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人，不出乎基督的都要被燒，甚麼樣的人必穿戴甚麼樣的衣著，屬肉體的人必是穿戴輕率不整
潔的衣著。錫安中的罪人都懼怕，不敬虔的人被戰兢抓住：“我們中間誰能與吞滅的火同住？我
們中間誰能與永火同住呢？(賽 33﹕14) 這試驗是現在的也是將要實現的。我們裏面隱密之處的所
是所有，究竟有多少基督妝飾我們？我們需要反省，好好禱告，這是我們的戰場！作耶穌的見證
就是一舉一動滿了基督的妝飾、基督的表現！羅馬書的許多罪惡、哥林多書的許多屬乎世界、加
拉太書的許多屬乎人的宗教活動，…都是在神面前的羞恥！只有信從主耶穌，披戴基督、活出基
督才能遮蓋了一切罪惡、世界、屬人的宗教活動…，神的義就是信服耶穌基督的義（羅 3﹕
22）。活出神的義是神與我們同在惟一的路！【羅三 21-23】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
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證：22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十三 14】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
排，去放縱私慾。【詩二十九 2】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他，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和
華。
(2)「胸問束著金帶」神聖起初之大愛，表明祂是公義信實的(賽十一 5) 【賽十一 5】公義必當他
的腰帶，信實必當他脅下的帶子。主是把帶束在胸間，這說出祂的愛和力量，「帶」說出行動的
力量，「胸」說到愛情。這一位行走在燈臺中間的大祭司，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
到底（約 13﹕1)。主不僅為他們洗腳、而且給他們擦乾！我們先經歷了祂起初神聖之大愛，才會
有起初的愛心。主所要尋求的是起初的愛，我們全人都被祂所奪所迷，以至甘願一生跟隨祂、並
為祂而活，惟有耶穌最重要並願讓祂充滿我們的心！這就是起初的愛、第一個愛！保羅說到主耶
穌的愛就是如此，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
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
基督（腓 3﹕7，8）。當初以弗所教會的經歷就是如此，他們本來有行邪術的，對科學和異教非
常迷信，他們的圖書館滿了邪書。但神的道， 耶穌基督傳給他們，使他們大大轉變，平素行邪術
的，把邪書、寶藏、昂貴刊物，在公共市場都焚燒了，也有許多人把書拿來、堆積在眾人面前焚
燒，他們算計書價、便知道共合五萬塊錢(徒 19﹕19)。從前那些的東西、與耶穌相比的結果，變
得毫無價值，全都焚燒！這也就是以弗所教會起初的愛。我們在靈裏的生命永遠應是繼續不斷，
新鮮活潑的，但我們周圍充滿了致命的形式主義，宗教敬拜的虚儀，僅有理論教條的講道，許多
外表的事工等，這些代替了主自己的地位，熄滅了在聖靈裏的那 起初的愛。
(3) 祂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 就是滿有榮耀和聖潔的意思，但以理在異象中看見那「亙
古常在者，祂的衣服潔白如雪，頭髮如純淨的羊毛」(但七 9) 約翰所看見的主耶穌的形像，正如
但以理所看見的那一位神一樣，所以主耶穌就是神。頭與髮皆白，這說出祂是超越時間，而又包
括時間的，白髮的意思就是經歷、榮耀和長久，以賽亞書說到神應許洗淨人的罪，是洗的如白羊
毛，如雪(賽一 18)。我們的罪已經洗淨，像主的頭與髮一樣白。經過多年的試驗，仍有純潔的思
想和動機。詩 71﹕18 神啊，我到年老發白的時候，求你不要離棄我，等我將你的能力指示下
代，將你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箴 16﹕31 白髮是榮耀的冠冕，在公義的道上，必能得著。一切
屬乎時間，那些必朽壞的東西都毀壞了，只有屬神的仍是白的。【詩九十二 12，13，14】義人要
發旺如棕樹，生長如黎巴嫩的香柏樹。他們栽於耶和華的殿中，發旺在我們神的院裡。他們年老
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箴 4﹕18)但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
到日午。(林後 4﹕16) 外面人毀壞、裏面人卻一天新似一天。
(4)「眼目如火焰」火是試驗用的(彼前一 7)的恩典是何等大的恩典！無論甚麼經主的眼一看，好
壞立即顯明，【賽四 3~4】主以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又將耶路撒冷中
殺人的血除淨。那時，剩在錫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冊上記名的，
必稱為聖。火來搜尋，煉浄才使我們有深遠屬靈眼光和洞察力。今日我們若像祂、就能鑒別一
切。眼連於心，清心的人、必得見神(太 5﹕8)。
(5)「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光明的銅」, 銅在聖經中是預表審判。放在會幕和壇中間的洗濯盆，在曠
野掛在杆子上的那條火蛇，都是用銅作的(出卅 18；民廿一 8~9)。祂的腳不止像光明的銅，並且
2

像「在爐中鍛鍊光明的銅。所以主現在要先審判教會。【彼前四 16,17】 若為作基督徒受苦，卻
不要羞恥，倒要因這名歸榮耀給神。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若是先從我們起首，
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結局呢？腳是代表人的行動和道路，祂的一切行動都是在審判煉
淨那些得勝者。人肉體的判斷和興趣、這世界的虚榮美譽都在爐中煆煉過，我們不會去逃避所遭
遇的苦難和試煉，因知那是出於神的美意，正如主的生活行動完全在父的旨意裏一様，叫我們一
切的動機，興趣，目的…都受祂靈的管治。我們雖進入網羅、經過水火，是祂在試驗，熬煉，訓
練我們，使我們腳不至搖動，至终能達到豐富之地。詩六十六 神啊，你曾試驗我們，熬煉我們，
如熬煉銀子一樣。你使我們進入網羅，把重擔放在我們的身上。你使人坐車軋我們的頭。我們經
過水火，你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
(6)「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意即祂的聲音滿有威嚴和能力，【詩二十九 3,4】 耶和華的聲音發在
水上，榮耀的神打雷，耶和華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華的聲音大有能力，耶和華的聲音滿有威
嚴。是人所抵擋不住的。祂的「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這聲音是可畏的，是人所抵擋不住的。
主曾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聽見的人
就要活了(約五 25)。教會在今天就應當敬畏主，不違背主在她裏面的聲音，到了與主面對面的時
候，就可以坦然無懼了。祂的聲音如眾水的聲音是與全人類有關的，聲音宏亮又充滿着權能。對
於屬祂的人卻用微小且有屬靈品質的聲音，去吩咐他們遵守。祂的話轉移了整個時代，無人能站
在洪濤駭浪之前而不被沖去。 【來十二 26，27】 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今祂應許說：
『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27 這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
挪去，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
(7) 祂右手拿著七星：這七星就是七個教會的使者，有影響力之核心聖徒。星是在夜間發光、代表
教會在這黑暗世界裏發出天上之亮光，右手代表寶座的榮耀尊貴和能力。
(8) 從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這劍將用以對付教會與世人， (十九 15-21) ，以賽亞書四十九
章 2 節：祂使我的口如快刀，約十二 48：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講的
道，在末日要審判他. 這口中的劍不是別的，就是神的話，十字架活的道能刺入剖開靈與魂，希
伯來書四章 12 節：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
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路加一章 37 節：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
能力的。神活的道所帶來的信息、解開了新舊約的奥秘、顯明人最深處的動機，知道只是出於善
惡知識樹和出於屬靈生命的活話的不同。【創三 23，24】耶和華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
所自出之土。24 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燄的劍，要
把守生命樹的道路。人被趕出伊甸園後，從此與生命樹斷絶，必需經過人子口中出來的這把兩刃
的利劍，（四面轉動發火燄的劍）除去屬肉體的舊造才能重新回到生命樹。
(9)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都是正面、確定的，毫無陰影，表現出永世之義，這人子行走在眾教會
中，意即眾教會都要像祂。這人子也包括一切蒙救贖的人，他們都要以這人子為模型。聖城新耶
路撒冷稱為羔羊的妻，意即一切都是出自於羔羊，與羔羊相配相稱的。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
裏，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太 13﹕43)
【瑪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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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原文作翅
膀〕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裡的肥犢。
【太十七 2】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聖經說到主耶穌的顯
現，是用晨星和日頭為代表。晨星的顯現是對於聖徒，日頭的顯現是對於世界。晨星是在天快亮
的時候出現的，惟有儆醒的基督徒才能看見，日頭是在白晝的時候出現，是世人都能看得見的。
晨星先出，日頭後出。我們的主，當祂顯現與世人之前，要先向愛慕祂的人顯現。
主的委任(一 17~20)
主每次向人顯現都有祂的委任，以賽亞(賽六 1~5)、約伯(伯四二 5~6)、但以理(但十 8)和保羅(徒
九 1~4)，【加五 19-21】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20 拜偶像、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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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21 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兇殺二字)、醉酒、
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約三 3，5】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5 耶穌說：我
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17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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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rst and the last. 因為當約翰知道主的愛仍是與從前一樣時，懼怕就自然除
去，力量就油然而生了。祂的地位是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除非你來到基督這裏，否則你就
沒有始，也沒有終，無法認識，也不能明白。在我之外沒有別的東西，在我裏面就有一切！祂的
生命是非受造的，是自有永有者，是那絕對存活者，祂雖曾為人的罪受死過，但現今已復活。祂
有權柄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死亡」是對身體說的，「陰間」是對靈魂說的；人一死，靈魂
便進入陰間，「陰間」原文(Hades)，意即以下的世界，就是地球的中心(太十二 40；民十六 3033)，陰間分兩部分，一是未得救者所去，是極痛苦的地方，另一是得救者所去，滿了安息的地方
(路十六 19-31)。鑰匙在誰手裏表明權柄屬乎誰，這死亡和陰間的權柄本是在撒但手裏(來二 14；
太十六 18)，但自從主由死裏復活後，死亡就失去權勢，並且這死亡和陰間的鑰匙也同時交在主
手裏了。現在的事，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所記教會時代的事。「將來必成的事」是繼續在教會時
代之後，第四章至第十九章都是記將來的事。從前教會的代表是有地位，有職務的長老，現今是
將代表教會的責任交給屬靈的使者了，這使者不一定是長老或執事。他們在主面前既是用星來代
表，星能發光，就說明他們能以表明教會的屬靈光景，而星又是在主手中，說明他們是為主所
用，並有屬靈的能力。
【太十二 40】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裏頭。
【民十六 30】倘若耶和華創作一件新事，使地開口，把他們和一切屬他們的都吞下去，叫他們活
活地墜落陰間，你們就明白這些人是藐視耶和華了。
【賽四十四 6】耶和華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贖主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是首先的，我是
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
===================================================================================

啟示錄第二章

人
子乃是眾教會和萬國受審判的根據。頭三章是說到教會的情形，對她危機的深察，接下去就是聖
靈將世界萬國的每一件事，都帶到寶座前，並在耶穌基督彰顯之亮光中受審判。
在以弗所的教會（90-155）是失去起初愛心的教會，所以主是那位右手拿着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
行走的。在士每拿的教會（155-313）是在羅馬帝國逼迫教會的時代，他們是受苦的教會，主表明
祂自己是那首先的、末後的 the first and the last，死過又活的，使他們能以作殉道的見証。在別
迦摩的教會（313-590）是屬世的教會，此時皇帝康士坦丁入教，教會在世界有了地位，所以主對
他們顯為有兩刃利劍者，可以將世界剖開。在推雅推喇的教會（590---）這是羅馬天主教時代，
祭司，神父興起，拜偶像的事發生，是教會最黑暗、腐敗的時代，因此是個腐敗淫亂的教會，所
以主的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的，執行鑒察和審判。
以弗所的字義就是「放鬆」，或「可羨慕的」；士每拿的字義就是「沒藥」，是「苦」的意思；
別迦摩的字義就是「高樓」、「結婚」或「聯結」；推雅推喇的字義是「獻祭不倦」。起初是指
著時間上的第一，也是性質上的第一，路加福音十五章裏，父親把上好的袍子給浪子穿，那上好
與起初是同一個字。聖經別處經常譯作「最」、「第一」。「起初的愛」就是最上好的愛。在第
二，三章中主有七個知道，七種勸告，也有七個應許，七次呼召。
在以弗所的教會(二 1~7)，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裏，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燈臺從原處挪
去意即被主棄絕，在主面前失去見證的地位，得不著主的加油(聖靈充滿)，結果就再不能為主發
光了。這裏並非是得救的問題，而是工作與見證的問題。現在有許多教會在主看來，不過是被挪
開的燈臺而已，不過是一個世人組織的團體，為人立章程所管轄的社團而已。從前主耶穌離開耶
路撒冷的殿時，不再稱之為我父的家，【太廿三 38】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尼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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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是兩個字合成的。尼哥就是征服或在他之上，拉就是普通百姓，俗人、平信徒的意思。所以
「尼哥拉」就是征服平民，爬在平信徒之上，所以這個黨就是一批貪權，以領袖地位自居的人，
這一種居間階級的行為，乃是主所恨惡的。在那時才有行為，還沒有成為教訓，以弗所教會能恨
主所恨因而與主表同情，所以為主所稱讚。在新約的基本原則，就是所有神的兒女都是神的祭司
彼前二 9，啟一章 5，6 節。所以每一個信徒都應事奉神，教會中不應當有居間階級。
「得勝的」是單數的，教會全體雖失敗，然而個人仍可以追求得勝，得勝者多是孤單的，主若願
意，我們或可找到得勝者的同伴，但不要等到有同伴才來得勝。主在七封信所注重的，就是要人
得勝。得勝者所得的賞賜，乃是吃神樂園中的果子。
在士每拿的教會(二 8~11) 沒藥是貴重的，苦是貴重的苦，凡為主所受的苦都是貴重的。死不能拘
禁祂(徒二 24)，死過又活，就證明那個生命是耐死的。教會從神的眼睛看也是耐死的，陰間的門
是不能勝過她的，所以教會的性質就是復活。士每拿教會當時所受的苦有三：(一)患難，(二)貧
窮，和(三)毀謗。在世界貧窮的士每拿，主卻以之為富足；在世界富足的老底嘉，主卻以之為貧
窮。 【太廿三 8-12】但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夫子；你們都是弟兄。
9 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10 也不要受師尊的稱
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 leader,instructors，就是基督。11 你們中間誰為大，誰就要作你
們的用人。12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升高與降卑是在神面前來看的。由羅馬書二
章 28，29 節、約翰福音八章 39-49 節、羅馬書四章 11，12 節可知，凡一個誠心信主耶穌的，就
是真猶太人。那些自稱是猶太人的，是指着一班在猶太教中，屬肉身的猶太人。在七封書信裏，
有一條負面反對的路線。尼哥拉黨提過兩次，一次在以弗所教會，一次在別迦摩教會。猶太人也
提起兩次，一次在士每拿教會這裏，另一次在非拉鐵非教會。巴蘭的教訓是在別迦摩教會。耶洗
別的教訓是在推雅推喇教會。猶太教不僅有他們的會堂，有些猶太人組織了猶太化的教會，有他
們猶太化的道理，半律法、半恩典、半信靠、半行為。他們的制度是仿效律法，所以有祭司階
級。猶太教的四樣東西──物質的聖殿，外面的規條，居間的祭司和屬世祝福的應許。羅馬天主
教也是四樣東西，宏偉的教堂，宗教的形式（彌撒），居間的神父，屬世的祝福 。基督教也有四
樣東西，宏偉的教堂， 星期天作禮拜，居間的牧師，屬世的祝福。我們必須完全脫離猶太教的東
西。
你們必受患難十日。十日或者可以說是指羅馬帝國的十次大逼迫。豈不知不能活著，天天背起自
己的十字，為主作殉道者，即不能為主作殉道者而死。第二次死的害是聖徒復活後，那些跌倒、
不忠心的信徒在千年國度裏還要受苦，但不是永遠沉淪。所多瑪人在城裏被火燒死，可比作第二
次的死，羅得的妻子在城外變作鹽柱，可比作第二次死的害。
在別迦摩的教會(二 12~17)
別迦摩教會預表主後第四世紀至第六世紀間教會的光景。由於撒但用盡全世界最大的逼迫還是不
能把教會消滅，它就改變了攻擊教會的方法。現今世界不但不反對教會，世界上最大的羅馬帝
國，反而接受基督教作國教。教會和世界聯合起來了，就使教會墮落，教會的見證就破壞了。那
有兩刃利劍的說，利劍有兩樣用處：一是割斷教會與世界的聯合，二是審判與世界聯合的教會。
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安提意反對，帕意所有，他站
在神的一邊來反對一切。當安提帕在時，因他一人的忠心站住，全體也站住，但從他被殺後，全
體就動搖了。巴蘭是一個貪財的先知，是頭一個把恩賜賣錢的人，巴蘭的教訓是叫以色列人與外
邦人聯合。在彼得後書二章提起巴蘭離棄正路，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猶大書又提起巴蘭是在
錯謬裏，為利奔跑的，如同現在有很多人是為著錢出來事奉。巴蘭是巴勒王僱來的，自康士坦丁
皇帝入教後，就有很多神職人員是被王僱來的，所有事奉神的人，都從國庫支領薪金。巴蘭的辦
法，在神的定規中是從來沒有的，但是今天這種情形，卻變成了普遍的情形。我們若能信靠神，
就去作工，不能信靠神，就不要去作工。這段時期是羅馬帝國舉國入教的時代，一般人民對於基
督的真理既不曉得，那就必須有少數的人來包辦屬靈的事，階級制度既屬必須，這制度也就成為
一種教訓了。所以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臨到你那裏，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對得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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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許有二，隱藏的嗎哪和一塊白石。明顯的嗎哪是全以色列所共有，隱藏的嗎哪則是留到進入
迦南美地的。普通的信徒都得著基督救恩，卻只有得勝者能有分於基督那隱藏的部分。當時選舉
是用一塊白石，寫上被提名者的名字，放在甕裏。主要賜給得勝者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是
人所不認識的，這表明主選上了我們並對我們滿意。
在推雅推喇的教會(二 18~29)
羅馬天主教充滿了異端的祭祀，注意外面的行為，注重祭祀，彌撒就是他們的祭祀。那眼目如火
焰，腳像光明銅的神之子說。主在這裏是：1.眼目如火焰，能看透並辨別一切的。2.是神之子，
要使羅馬天主教知道高抬馬利亞的錯。3.並且祂的腳如銅，能行審判，眼目所定罪的，腳就要行
踐踏。羅馬天主教以為主耶穌的名號如果是神，則馬利亞就是「神的母親」，把主耶穌算為許多
代禱的中保和眾聖中之一，而在這眾聖中為首領，就是那天后馬利亞。他們認為天后馬利亞的心
是比主耶穌的心更慈愛！推雅推喇(代表羅馬天主教) 說主耶穌是馬利亞的兒子，但是主耶穌在此
說祂自己是神的兒子。羅馬天主教的教會無誤論，應當「聽教會」，是大錯特錯，只有當一個正
常的教會順服神的話語時，聖徒才有順服她的責任，否則順服教會就是背叛神。凡要引導人聽從
教會，而不聽從聖經的，都是推雅推喇的教訓。主稱讚推雅推喇的話，並不是說推雅推喇全體有
這樣的好行為，而是在他們中間少數忠心者的行為而已。至於你們推雅推喇其餘的人，就是一切
不從那教訓……的人。 這是指谷中弟兄説的，也就是推雅推喇其餘的人。耶洗別要殺以利亞，以
利亞聽了灰心，他就躲起來了。神對他說：「你在這裏作甚麼呢？」當他發怨言的時候，神說：
「我為自己曾留下七千人。」(王上十九 9-18) 。在耶洗別活在地上的時候有以利亞，在羅馬教裏
也有許多屬主的人他們忠心愛主，忠心為道，以反對一個異端的教會的心，也真是再真切沒有
了。雖然他們受苦、勤勞，雖然受人的追趕、逼迫，雖然他們所受的苦，比從前教會從羅馬帝王
手裏所受的更為厲害，雖然他們沒有看見甚麼異蹟奇事，雖然他們沒有甚麼組織和團體作他們的
後盾，雖然當日的人民和神父，發明許多的罪名加在他們身上；然而他們都忠勇進前，維持神的
見證。這些忍耐的見證人，他們有充足的熱心和膽量，也滿有屬靈的亮光，改教並非突發，他們
是在改教之前的許多先鋒。蓋恩夫人(Madame Guyon)、叨勒爾(John Tauler)、芬乃倫(Francois
Fenelon)，都是羅馬教的人，羅馬教中是有許多人認識神的。耶洗別是亞哈的妻子，是從西頓外
邦人之地娶來的，啟示錄十七章的婦人，馬太福音十三章的婦人拿麵酵來藏在三斗麵裏，和這婦
人耶洗別都是代表羅馬天主教。她自稱先知，她的講道，她的教訓是在混亂神的話，混亂神的子
民。她所注意的，不是人聽主，乃是人聽教會和教皇。耶洗別教導主的僕人行姦淫吃祭偶像之
物，教會將外邦的神帶進來了，最明顯的就是馬利亞的像。希臘有女神，印度有女神，埃及有女
神，中國有女神，全世界的宗教都有一個女神，惟獨基督教沒有，他們就把馬利亞拿了出來，這
是姦淫加上偶像。對於推雅推喇教會已無悔改的機會，就是等待神的審判。臥病在床意即一直繼
續這樣，一輩子都不改了。神對於這三等人的審判各有不同，一、就是耶洗別；二、就是那些與
她行淫的人；三、她的兒女。那些與她行淫的人，他們尚有一點悔改的機會，但是若失去這個機
會不肯悔改，他們就要受「大患難」。這個患難，自然不只是今生的，因羅馬書二章 9-16 節說：
將患難困苦，加給一切作惡的人，……就在神藉耶穌基督審判人隱祕事的日子，照著我的福音所
言。我又要殺死她的黨類(原文是兒女)，叫眾教會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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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指著神要藉敵基督和他的黨類毀滅羅馬天主教說的。在新天新地
裏，只有義居在其中，這裏要有鐵杖牧養他們，把他們從人出來的東西都打得粉碎。晨」就是中
國人所謂的啟明星，天最黑暗而又快亮的時候，它出現一時，過後太陽就出來了。主應許得勝者
要在黑暗極大的時候得著晨星，能看見主就是被提。看得見晨星的人，是在眾人都睡覺的時候，
他特別起來看見，這就是得勝者的應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之後是得勝者的呼召，但是從推
雅推喇起，這個次序就顛倒了。主對頭三個教會是呼召他們全體來聽，但在末了的四個教會裏，
因境況的改變，主卻將這呼召的話，放在應許得勝者之後，這好像說，除了得勝者之外，主並沒
有盼望別人能夠聽。這也表明前三個教會是一類，後四個教會又是一類。使徒時代以弗所的教會
過去了，受苦的時代也過去了，別迦摩這個時期也過去了，接下去的是推雅推喇。推雅推喇，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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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非拉鐵非和老底嘉，都要一直繼續到主耶穌再來。在先三個教會，都沒有提起主耶穌再來；
但是在後面四個教會，都提到主耶穌再來。
===================================================================================

啟示錄第三章
在撒狄的教會（1517---）撒狄的字義就是恢復或餘數，是教會開始恢復的時候，然而靈性光景仍
不免柔弱，死沉，所以主是那有生命的七靈和有亮光的七星。撒狄的教會不單指改教時的教會，
也是改教以後的教會歷史。以弗所是右手拿著七星，撒狄是有七星，那裏卻不一定有人受祂支配
而有名無實。以弗所是從使徒時代墮落下去，撒狄是推雅推喇恢復起來。有行為沒有愛心的是以
弗所，按名是活的其實是死的是撒狄。。撒狄教會和當日以色列人從巴比倫被擄的地方回來的光
景真是相同！在撒狄的教會中，並沒有看見推雅推喇所犯的許多罪惡，這是表明撒狄是蒙神引
領，由被擄中歸回得著了拯救。神當日要以色列民注意的，是那有七眼的石頭；神現在要祂的教
會注意的，就是那有七靈的基督。教會中一切恩賜的支配，應當隨著主的命令，但是可憐，教會
已經忘記了這個，所以就隨著人意設立了許多的組織和規章。無論在甚麼地方，一有了人意的秩
序，聖靈就失去主權。更正教的各公會裏，有不少屬靈的人，他們很注重靈性生命的問題，卻認
為教會的政治問題是無關緊要的，許多宗派的問題就可以不管了，聖經卻告訴我們，信徒在生命
上要承認主是有神的七靈的，在教會的地位上要承認主是有七星的。路德起首的時候是撒狄，他
的目的完全是為著恢復。但是改教並沒有把教會改到當初的情形去，不過是叫世界的教會變作
「國家的教會」而已。更正教就有了兩種教會：一種是國立的，一種是私立的。不論是國立的或
私立的，她們都沒有回到當初的旨意裏去。撒狄從主領受了因信稱義的真理和公開的聖經，但是
他們並沒有保守並繼續他們所得的，而是使原有的逐漸在衰微，因為人的章程取代了神話語中的
能力，逐漸在包容罪惡，對現况自滿自足，寧可降低神的程度，以為自己已經完全了。撒狄常蒙
神的賜福，可是一有神的賜福，人就組織一個杯來盛神所賜的福，頭一代這個杯是滿的，第二代
只剩下半杯，到了三代五代，水沒有了，只是一個空杯。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甚麼東西都
能發明，就是神的話不能發明，我們只是在靈裏發現，神的話是要我們恆心遵守。我必臨到你那
裏如同賊一樣，意我要臨過你，但是你還不知道。。【帖前五 1-6】弟兄們，論到時候、日期，
不用寫信給你們；2 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3 人正說『平
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4 弟兄
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裏，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5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
們不是屬黑夜的，也不是屬幽暗的。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儆醒謹守。
【太廿四 40-44】那時，兩個人在田裏，取去一個，撇下一個。41 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
下一個。42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43 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
來，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44 所以你們也要豫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
時候，人子就來了。每個信徒無論他的靈性如何，都要被提，但聖經所表明的被提決非只有一
次，而是以麥子收入倉為預表，因此成熟的先後，定規收割的前後，所以才有初熟、收成和拾遺
的分別(利廿三)。信徒若被主臨過，他就要留在地上，經過大災難，因被烤熟而陸續被提 (啟十四
章)。
罪人不能因不配而沉淪，信徒也不能因不配而得賞。我們站在神前的時候，是穿上基督，因為基
督就是我們的白衣。但是當我們站在基督審判臺前，我們是穿上「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
就是聖徒所行的義」(十九 8)。這「義」是多數的。分別。信徒若被主臨過，他就要留在地上，經
過大災難，因被烤熟而陸續被提 (啟十四章)。
從生命冊上塗名，是一件可能的事，惟有得勝的聖徒才不被除名。失敗的基督徒，他們的名從生
命冊上暫行塗抹，無分於得勝者特別的賞賜，到千年國後，再又恢復了他們。所以當末次審判時
(廿 25)，他們尚是得救的。神原初的計劃是所有在生命冊上的人都能得勝，有分於千年國度的賞
賜，但人失敗的情形無法達到神的標凖，就不能被主承認。名字都記在生命冊上，但是主所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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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人，好像把他圈一圈，這個人就沒有分。這裏不是永世的永生的問題，乃是能不能同主掌權
的問題。
在非拉鐵非的教會（1727，1827---）非拉鐵非就是「弟兄相愛」的意思，是從撒狄再回到使徒正
統的教會。然而老底嘉又因驕傲而墮落，從非拉鐵非的教會滑離出去，偏離了使徒的正統。1827
年在英國杜百齡有幾位信徒脫離了宗派，站合一的立場。教會中弟兄彼此相愛，把居間階級取消
了，這個就是非拉鐵非。弟兄運動，比改教的運動還要大，所給我們的東西，是改教所沒有給我
們的。教會問題到了弟兄運動就得了解決，神的兒女的地位差不多都恢復了。在教會復興時，有
少數基督徒脫離宗派，以愛心互相聯絡，專心遵守聖經中的真理，忠心持守真道，故主顯為聖潔
真實者，為他們開了寬大工作的門。細述弟兄中間的人，至少有千名以上，都是主所重用的人。
潘湯(D. M. Panton)說：「弟兄的運動，其重要性乃是遠超過改教運動。」弟兄運動在量和豐
富上，都比改教更大，但卻遠趕不上改教出名。因改教是靠刀槍打出來的，且與政治發生關係，
弟兄運動是傳道傳出來的。在七個教會中，五個受責備，兩個沒有受責備。那未受責備的兩個是
士每拿和非拉鐵非。士每拿的困難是猶太教，非拉鐵非也有猶太教。在士每拿教會裏，主說：叫
你們被試煉；在非拉鐵非教會裏，主說：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主也只對這兩個教會說到冠冕，對士每拿說：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對非拉鐵非說：你要持
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聖經裏面只有兩個地方講到被提的應許：一個是路加福音二
十一章 36 節，一個就是啟示錄三章 10 節。【路廿一 34-36】你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
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35 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地上一
切居住的人。36 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
前。另外【太廿四 40-44】那時，兩個人在田裏，取去一個，撇下一個。41 兩個女人推磨，取去
一個，撇下一個。42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43 家主若知道幾更
天有賊來，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44 所以你們也要豫備；因為你們想
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我們要跟從主不隨便的過日子，就要學習非拉鐵非所走的路。所羅巴
伯從被擄回來以後，先知說：誰藐視這小事的日子？(亞四 10) 我們不要輕視小事的日子，就是從
巴比倫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餘民重建聖殿的日子。他們一批一批的回來建造聖殿，就正像是弟
兄運動的預表。有許多見過舊殿的老年人，現在親眼看見立這殿的根基，便大聲哭號，因為這殿
比起所羅門時的榮耀差得太多了。但是不要輕看小事的日子，因為這是恢復的日子。主對非拉鐵
非的信徒也說同樣的話：你略有一點力量。開門的意思也是被提上天。這門不只是在地上為主作
工時賜給我們的，並且也在工作完成之後作為賞賜，就是進入天上特別榮耀的門。最少有四件東
西叫基督教變成猶太教：居間的祭司，字句的規條，物質的聖殿，和屬地的應許。從前基督徒在
猶太教大組織的面前，是如何被輕看譏笑，現在非拉鐵非的信徒在猶太化的更正教各大公會面
前，也是如何被人瞧不起。全部新約只有一個人知道他自己有冠冕，就是保羅(提後四 8)，所有的
教會中也只有非拉鐵非知道自己有冠冕。「持守……免得人奪去」的意思是，不要從非拉鐵非出
來，放棄你的地位。【提後四 7，8】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
道我已經守住了。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
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二十多年後，弟兄們也分裂了。他們分裂為「閉
關」和「開放」兩派，而兩派中又有好些的分派。所以在非拉鐵非也有得勝者的呼召。當所羅門
造殿時有兩根柱子，一名雅斤(祂要建造)，一名波阿斯(裏面有能力) ，(王上七 15、21)，非拉鐵非
得勝者的身上，卻有三個名字：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和主的新名。
在老底嘉的教會（1848---）是今時代充滿人意的教會，故主顯為萬有之上的元首。老底嘉的教會
的字義就是眾人的意見，常人的風俗。當非拉鐵非墮落的時候，弟兄(adelphos)就變作眾人
(Laos)，愛心(philo)就變作意見(dicea)。從羅馬教出來的，叫更正教；從更正教出來的，叫弟兄
們；從非拉鐵非出來的，就叫老底嘉。在撒狄中，權柄操在牧師制度的手裏，到了非拉鐵非，權
柄操在聖靈的手裏。老底嘉既不是聖靈掌權，又不是牧師制度掌權，就變成常人掌權了。非拉鐵
非有愛，老底嘉有驕傲，老底嘉就是驕傲的非拉鐵非，墮落的非拉鐵非就變成老底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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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一切主耶穌都要應驗，主是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對萬事萬物的執行沒有一樣會落
空。主耶穌在世上就是為著神的工作作見證，教會既是神主要的工作，主是元首，祂也必需一一
的完成，所以祂是那為阿們的。祂是「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更好譯作「神創造的起
始」。箴言八章 22，23 節：在耶和華得著我為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從亙古，從
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歌羅西書一章 15-18 節：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一切
造物中首生的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一概都是祂造的，又是為祂造
的。祂在萬有之先，……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撒狄按名是活的，其實是死的；老底
嘉也不冷也不熱。對以弗所是「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對老底嘉是「把你吐出去」，都是愛
心的失去和冷淡，主不再用他們。主最不喜歡有口無心，頭腦裏充滿了各種深奧的道理，能説善
道卻没有實際，還自以為在服事祂，但是對主卻是不冷不熱。講義教材上網後都會编，受過訓練
的神職人員也都會講，但都是聽來溫溫的，這與羅馬教的污穢，更正教的腐敗，一様可惡。這正
應驗馬太福音第五章 13 節的話，失味的基督徒要同耶路撒冷在大患難的時候，被外邦人踐踏。
非拉鐵非的情況是有真實屬靈的豐富，老底嘉是徒有知識，缺乏生命，驕傲自大，只會誇自己的
豐富，但是主說：靈裏貧窮的人有福了，跟從主的人在主面前必需學習謙卑，沒有驕傲。我勸你
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擦你的眼
睛，使你能看見。我勸你，團體的情形雖然這樣的壞，但是個人還是有挽救的可能。向我買火煉
的金子就是經過試驗的信心，主喜歡看見祂的子民在苦難的火爐中煉盡他的渣滓，而在祂顯現的
日子發光閃耀。聖徒信主即得着因信稱義，然而以後他生活所行出的義行，才是他顯現在基督審
判臺前時的白衣。買藥膏來擦你的眼睛，就是我們明白了道理，還要有聖靈的啟示，要按這恩膏
的教訓住在主裏面。【約壹二 20，27】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或譯：都
有知識) 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
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主耶穌是因為愛，所
以才如此責備管教(來十二 6、8)。他們雖然使祂憂傷、把祂關在門外，但祂仍然疼愛他們。在這
七封信裏，主只對兩個教會說祂愛她們：一是最好的非拉鐵非(我是已經愛你了)，一是最壞的老
底嘉(凡我所疼愛的)。對非拉鐵非說，好叫他們不退落，對老底嘉說，好叫他們不灰心。看哪，
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主是
教會的元首和起頭，但是教會陷入了人意的組織，祂反而站在教會門外，這個門是單數的。失去
了主的同在，在那裏聚集的聖徒們就不能說是歸於主名的聚集了。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
開門是個人的問題。教會的門雖然開不起，個人的門也許開得來。我們不要虛望老底嘉全體復
興，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個人尚有肯悔改的。我要進到他那裏去，就使客觀的知識變成主觀的
真理。主在此將有心為祂的人從一個被定罪的教會裏分別出來。我們不要盼望教會全體都復興，
這不過是一個無根據的虛望。主以為只有個人要聽從主， 所以對各種情形不要悲觀，也不要樂
觀。「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will have dinner with them」，凡肯開門接納主的，在今生，就
能與主有親密，甜美喜樂的交通；在來世，就要在國度裏與主一同坐席。今日的試煉和引誘，不
過都是訓練來世的君王而已。教會時代到了這裏就結束了，得勝者在此有一個很高的應許，得勝
者就在這裏等候主耶穌再來，因此寶座就在這裏。【約壹五 3-8】我們遵守神的誡命，這就是愛
祂了，並且祂的誡命不是難守的。4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
們的信心。5 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嗎？6 這藉著水和血而來的，就是耶
穌基督；不是單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7 並且有聖靈作見證，因為聖靈就是真理。8 作見證的
原來有三：就是聖靈、水，與血，這三樣也都歸於一。
===================================================================================

啟示錄第四章

寶座的異象， 以後必成的事，是受造之物蒙救贖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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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上到這裏來，我要將以
後必成的事指示你。第四章是揭示在神面前日常的光景，就是天上本來的景象，而第五章則說到
主升天時的光景，如同但七：9，10 及但七：13，14。立刻在靈裏看見在天上的寶座，是審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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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座，而非施恩的寶座。看那些坐著的好像碧玉 jasper 和紅寶石 sardius，又有虹圍著寶座，好像
綠寶石（emerald 翡翠）。碧玉應譯「緑金鋼鑽」，人力無法擊碎它，它的構造是黑炭變成的，
它的光好比福音的光，將人由黑暗提出進到光明的地步。「紅寶石」是表明神的救贖，這兩樣都
是注重在顏色，一方面表明福音的光，一方面表明神藉著主耶穌所成功的救贖。有虹圍著寶座是
説明神是立約的神(創九 12-16)，也是守約的神。二十四位長老是在宇宙的天使中，作王作祭司
的，二十四是祭司的數目，他們身穿祭司的白衣，(出廿八；利六 10，十六 2)，他們有琴，詩歌
和金香爐，更證明他們是祭司。長老所唱的歌不是蒙救贖的歌，而是神創造的歌，他們只知道神
的創造，而不認識神的救贖，二十四位宇宙的長老是天使的代表。
寶座的情形(四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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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寶座是神公義、審判的寶座。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是表示神在
施行審判。七靈是指聖靈的工作及效力的全備，。【賽十一 1，2】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
生的枝子必結果實。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
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四活物代表動物界的創造，也是代表在神面前所有得救贖的活物。這些活物前後遍體都滿了眼
睛，是神給與他們何等的聰明。四活物第一個活物像獅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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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晝夜不住的說：聖哉！聖哉！聖
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按創世記，活物的創造可分為六種：1.水族，2.飛鳥，3.
家畜，4.昆蟲，5.走獸，和 6.人。但這裏四活物只記載四種：1.獅子，走獸的王(箴三十 30)。2.牛
犢，牲畜的王。3.世上的人類 (不是代表教會，因為到國度時代，認識神的知識要充滿大地，賽十
一 9)。4.鷹，飛鳥中的王。
教會在國度時代，仍有得救與得勝的分別，在新天新地裏就沒有得救與得勝的分別。地上的人類
在國度時代已信神，但沒有聖靈的浸，不能成為基督的身體，他們是單個的相信，在新天新地
時，不過恢復亞當(未犯罪前)的光景，他們要吃果子，仍有睡眠，照常婚娶生兒女，不過他們不
再有死，不再有病，不再有罪，因沒有鬼魔的引誘。
【賽十一 9-12】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
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尋求他，他安息之所
大有榮耀。11 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亞述、埃及、巴忒羅、古
實、以攔、示拿、哈馬，並眾海島所剩下的。12 他必向列國豎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趕散的人，
又從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猶大人。
這裏沒有爬蟲和魚，因爬蟲中最大的是蛇，魚在挪亞時代未受審判，到新天新地時不再有海了，
可見魚是將來才受審判，所以沒有代表。
萬物因人墮落的牽累已遠離原初的樣子，羅馬書八
章 19-22 節說牠們也切望得著神兒女自由的榮耀。當主耶穌回來，我們得榮耀，牠們也脫離敗壞
的轄制，萬物才能得著復興(徒三 21)。主在十字架上死了，效力不只及於人，也及於萬有(西一
20)。希伯來書二章 9 節「祂為人人嘗了死味」，「人人」，FOR EVERY THING，意思是主為每一
件的東西，所有的受造物嚐了死味。【徒三 20-22】主也必差遣所豫定給你們的基督耶穌降臨。
21 天必留祂，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 THE TIMES OF THE RESTORING OF ALL THINGS，就是神從創世以
來 SINCE TIME BEGAN，藉著聖先知的口所說的。22 摩西曾說：“主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們
興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們所說的，你們都要聽從。
主耶穌不只是人，祂也是一切造物中之首生的(西一 15 WHO IS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啟三 14 THE BEGINNING OF THE CREATION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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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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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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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
有的二十四位長老敬拜卻沒有說感謝，只說主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因長老無得救的經歷。二十
四位長老見活物讚美，並不嫉妒，反而應和之。
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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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譯作「萬物是按你的旨意從無有中被創造 (Because of thy will they were not and were
created)，不論神從前不創造，神後來創造了，都是照著祂自己的旨意。
===================================================================================

啟示錄第五章

是信徒蒙救贖之歌，神沒有法子救贖我們，除非我們先被了結， 因此基督是
我們的終結，基督也是我們新的開頭，基督成了我們的救贖。人必須停下自己一切的努力，必須
有一個終結，基督纔能救你。寶座的異象
誰配開書卷(五 1-4) , 獅子──羔羊(五 5-7),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的頌讚(五 8~10)
天使和受造物的頌讚(五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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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寶座的」是父神, 書卷是記載神對教會、以色列人、世界和宇宙的旨意。用七印封
嚴，可見不是拆一印就可見書中的一部分，乃是得七印都開了，始能看見全書所定規的。這書卷
裏有神在新約裏所有的計劃。這聲音要達到天上、地上和地底下，所以需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
宣傳。 「有誰配？」不是能力的問題，乃是資格的問題，誰配得將神的計劃帶進來呢？無論天
上的天使，地上的人類，或地底下的靈，都沒有配展開的。約翰因見神的計劃得不著成功所以大
哭，他在這裏與寶座的心表同情。
獅子──羔羊(五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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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
卷，揭開那七印。And one of the elders says to me, Do not weep. Behold, the lion which [is] of the
tribe of Juda, the root of David, has overcome [so as] to open the book, and its seven seals. 在神面
前，主是羔羊，但向著猶太人，祂乃是猶大支派中的獅子，是大有能力來作王的。「大衛的
根」。大衛是神所揀選，合神心意的第一個王，而主耶穌是「耶西的苗」，但不是大衛的苗，乃
是「大衛的根」。因為大衛作王是接著主耶穌的樣子作王的。神需要一得勝的王來開書卷，成就
神的計劃。【賽十一 1】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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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n horns and
seven eyes，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sent into all the earth:「羔羊站立」是升天時的
光景， 「像是被殺過的」原文是「像是才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角是表明能力，因牛羊
之角是有能力的，所以聖經有「高舉我的角」(詩八九 17)。眼是表明聰明，「七靈」在神前，乃
是作火把奉差遣到黑暗的地方去。七靈在主耶穌身上，是叫祂有能力和智慧等(賽十一 12)。七靈
也使我們更親近主，讚美主。
祂一拿起書卷，天上和地上就爆發了讚美(參第九點)，新約在羔
羊的手裏快要執行了。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的頌讚(五 8~10)
五章 8，9 節：祂既拿了書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 harp，和
盛滿了香的金爐(碗) golden bowls，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他們唱新歌 a new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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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tribe, and tongue,
and people, and nation,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及衆天使都参與着神新約的執行，天使特别在服事着眾聖徒，使他
們在祈禱，唱詩，讚美上蒙神悦納。教會歷史中不斷能有許多美妙的新詩歌及忠心的見証人， 那
日都要放在主的手中，一同獻給神。啓八：3，4。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君王，王），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and made them to our God
kings and priests; and they shall reign over the earth.
所有信徒都是作王，作祭司。我們的得救是本於主的死，也是在乎人的信；照樣，我們
在神面前所以能成為祭司和君王，乃是主的血所成功的，不過今日和將來能否在國度裏真實作祭
司和君王，則在乎我們的行為是否忠信於祂了。
天使和受造物的頌讚(五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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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 11-13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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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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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and riches, and wisdom, and strength, and honor, and glory, and blessing 我又聽見，在天
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裏，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 every creature，都說，但願頌讚、尊
貴、榮耀、權勢、blessing, and honor, and glory, and might 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
遠。所有宇宙受造之物，天使、二十四長老和四活物的讚美，四活物就說：『阿們！』眾長老也
俯伏敬拜。
【羅八 19】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20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
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入)神兒女自由的榮
耀。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
今。 ================================================================================
===

啟示錄第六章

打開七印中的六印。
第一印白馬出來，騎白馬的是指基督。基督在加冕之先已拿起弓，此時只有弓，矢已經發叫魔鬼
受傷了，所以神加冕了祂。祂兒子的福音要一直得勝，叫祂得榮耀。
第二印紅馬出來，藉刀爭戰，從地上奪去太平。【耶二十五 15，16，29，31】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對我如此說：“你從我手中接這杯忿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國的民喝。16 他們喝了就要
東倒西歪，並要發狂，因我使刀劍臨到他們中間。 29 我既從稱為我名下的城起首施行災禍，你
們能盡免刑罰嗎？你們必不能免，因為我要命刀劍臨到地上一切的居民。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
的。31 必有響聲達到地極，因為耶和華與列國相爭，凡有血氣的他必審問，至於惡人，他必交給
刀劍。這是耶和華說的。
第三印黑馬出來，「黑」是饑荒的顏色，天平是用以秤貴重之品的，今用以秤麥，可見一粒都不
能差, 一錢銀子是一人一日的工資，僅夠一人吃。饑荒的時候，油和酒更不能糟蹋，同時也可見
葡萄樹和橄欖樹是蒙神保守的。回顧近兩千年來，主來的日子愈接近，戰爭、饑荒和地震的發生
就愈緊密，規模也越過越大。
第四印灰馬出來，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 hades 也隨著牠，有權柄賜給牠們，可以用刀
劍 sword、饑荒 famine、瘟疫 disease、野獸 beasts，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陰府 hades 原文是
看不見的世界，陰府在這兒好像一畚箕，而死人則像垃圾。
灰馬（死）藉紅馬的刀，黑馬
的饑荒,加上瘟疫，野獸殺害了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第五印祭壇下呼聲，兩千年來教會受逼迫的光景。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
神的道，並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啟十二 17】龍向婦人發怒，去與她其餘的兒女爭戰，
這兒女就是那守神誡命、為耶穌作見證的。祭壇下，就是陰間的樂園，在地的中心，這些殉道者
是在陰間的樂園裏呼求伸冤。大聲喊著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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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反的禱告是求神憐憫世人，但這裏重在神要審判世人，所以這是聖
徒發出求審判的禱告。【詩九 7-10】 惟耶和華坐着為王，直到永遠；他已經為審判設擺他的寶
座。8 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正直判斷萬民。9 耶和華又要給受欺壓的人作高臺，在患難的時
候作高臺。10 耶和華啊，認識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沒有離棄尋求你的人。
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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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寶座的賜白衣即稱他們為義，宣判了他們的勝訴，這裏的
稱義與得救的稱義是不同的。所有的殉道者，將來都要進入國度作王。啟示錄二十章 4 節列出下
述三等人將與耶穌一同作王：1.「坐在寶座上的」，就是本書三章 21 節所講的得勝者。2.「為神
之道被斬的靈魂」，就是本章 9 節所說的殉道者。3.「沒有拜過獸與獸像」的則是六章 11 節所
指, 其後在大災難將要被殺的主僕和他們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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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印天象的變動和地大震動，聖經預言主再來時，天地震動一共要發生兩次，一次是在主再次
降臨以前，另一次則於降臨以後。一次要發生在大災難前，另一次則在大災難後。第一次的天地
震動是記載在約珥書二章 30，31 節，三章 16，17 節，和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11 節，是出現於主
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大災難未到之前。第二次的天地震動是記載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29，30
節明說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這是發生在大災難以後。第六印是大災難前的光景，地上的
人，他們的良心開始自責了，直覺到神的審判臨及。但惟有主的血能叫我們的良心得平安，救我
們脫離神的忿怒，寶血是遠比山洞和巖石穴更可靠！

========================================================
===========
啟示錄第七章 神有兩班屬於祂的百姓，一班是屬地的猶太人，一班是屬靈的教會。到第七
章，教會時代剛過去，神已回到舊約的地位了。1~8 節是論及屬地的猶太人中有一班蒙神保守
者。9-17 節則說到教會有部分被提到天上的情形。「風」是神審判的代表。另有一位天使（使
者），就是主耶穌，本書有幾次說到「另有一位使者」，(八 3，十 1-3，十八 1)，法老如何將印
交在約瑟的手裏，神也同樣把祂的印交付主耶穌。祂就向那得著權柄的……大聲喊著說，可見一
切要臨到地上的事都是出於神，神若不給權柄，他們就甚麼也不能作。我們神眾僕人，神回到原
先在舊約的地位，開始承認猶太人，(因教會時代並無猶太人與外邦人之別)。1-3 節論到風，八章
6-9 節論到火，風與火是最相關的。並不是但支派沒有了，乃是沒有分於受印。這些以色列人就
是將來與基督在地上一同執政的猶太人，他們曾在大災難中受過苦，(太廿五 34-40)，也是忍耐到
底的那班猶太人，太廿四 8-13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災難原文作生產之難)9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
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10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
陷害，彼此恨惡。11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12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
才漸漸冷淡了。13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將來得著聖靈降在身上的猶太人，約珥書二
章 30-32，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31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
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32 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
耶和華所說的，在錫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華所召的。他們是將
來主耶穌在地上與以色列人設立新約時， 接受新約的那些猶太人 (耶卅一章 31-34)。【羅十一
25，26】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祕，(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
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26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
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 。賽四十九 6：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
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直到地極。
【耶二十三 5-8】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 righteous
descendant，（Branch），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6 在他的日子，
猶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7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人
必不再指著那領以色列人從埃及地上來永生的耶和華起誓，8 卻要指著那領以色列家的後裔從北
方和趕他們到的各國中上來、永生的耶和華起誓。他們必住在本地
歷代得勝者被提到天上的景況(七 9~17)，包括首次被提，及由死復活者。被提是從揭第七印時起
首的。七章 9 節的這些人是得勝者，因為 1.「白衣」是應許給撒狄教會中未污穢自己衣服的得勝
者。2.「免去大試煉」是應許給非拉鐵非教會遵守忍耐之道的得勝者。3.棕樹枝總是得勝的表
記。照樣，十二章 5 節的男孩子也是得勝者，因為他們是用鐵杖管轄列國的。大患難並不是指三
年半的大災難，而是約翰福音十六章 33 節所記的大患難。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
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tribulation；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在教會時
代，猶太人若要信主是居於外邦人的地位，按外邦人的例得救的，教會裏無外邦人與猶太人之
分。身穿白衣」是神對撒狄教會的應許，沒有一個基督徒還會在神面前被定罪而滅亡(約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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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樣，也沒有一個基督徒能在基督臺前不按他的行為受審判(林後五 10)。【約五 24】我實實在在
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林後
五 10】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眾天
使的第一句話是「阿們」(11 節)。眾天使不僅為一個罪人悔改而歡喜(路十五 7)，更要因看見這些
人能得勝而到天上來，就不能不説阿們，並歡喜讚美。【路十五 7】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
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較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他們有饑渴慕義的
心，使得他們的信心能以成長，接下來的得勝是信心的得勝，約壹五 4：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
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聖經裏明說必有不經過大災難的信徒，【啟三
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路廿一 3336】33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34 你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
你們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 35 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
人。 36 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啟
示錄二章 22 節的「大患難」，是與七章 14 節的患難不同，也與啟示錄所預言三年半的大災難不
同。
【啟二 22】看哪，我要叫她病臥在牀。那些與她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們同受
大患難。徒十四章 22 節：進神的國必須經過許多艱難，是說進神國度的人在世上普遍所經歷
的。【賽六十一 10】 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的心靠 神快樂。因他以拯救為衣給我穿上，以
公義為袍給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華冠，又像新婦佩戴妝飾。
===================================================================================

啟示錄第八章

揭開第七印與吹四個號, 印在天上揭開的，是祕密的，吹號因是公開向地上
宣告。第七印生出七個號，第七號包括七個碗。第七印發出的七個號，是按時間次序排列的，每
一號均代表一段延長的時期，如第五號有五個月(九 5)，第六號至少有十三個月(九 15，原文無
「某」字)，以及十章 7 節僅是吹第七號的宣告：但在第七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神的奧祕就成
全了，正如神所傳給祂僕人眾先知的佳音。啓十一章 15 節則是吹了第七號，國度就來了，與羅
馬書十六章 25，26 節相吻合，也就是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祕顯明出來了。惟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
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並照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祕，堅固你們的心。這奧祕如今顯明出來，而且按
著永生神的命，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使他們信服（真道）。
完全揭開七印大約包括二千年的時間，必須第七印拆了，始能看見全書卷所寫的。印要傷害地的
四分之一，號則傷害地的三分之一。八章的吹號是宣佈神的審判，通告災難的開始，也表明時代
已變更，福音時代已停止，碗則預表怒氣。七號的災難是真實的，且是神蹟式的災難。馬太福音
二十四章 21-28 節的「大災難」，是為著猶太人。這「試煉」是從吹第一號起頭，而「大災難」
最早也只能從第五號起頭，第五號前只是 trial，不然世人要更加倍的逼迫那些屬神的以色列人
了。對非拉鐵非教會的應許是，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這該是在
吹第一號之前了，（兩次被提，死人活人都是主親自降臨）。主披雲彩是隱秘的降臨在地上，駕
雲降臨是公開的降臨在地上。八章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二刻，此時在啟示錄第
十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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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以那像火柱的兩腳踏海踏地，大聲呼喊，好像獅子吼叫，正是【帖前四 13-17】論到睡了
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14 我們若信耶穌死
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15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
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16 因為主必親自
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17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
遠同在。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
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這也是第十章的那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就是主第一次披著雲彩隱秘的降
臨，叫所有死去的聖徒復活。復活後其中得勝的被提到天上，然後再使那些活着的初熟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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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應許給非拉鐵非教會那些得勝的人，也被提到天上，啟三 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
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路廿一 33-36】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
廢去。34 你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
到你們。 35 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36 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
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林前十五 50-52】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
壞的。51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52 就在一霎
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七印揭開後天上的情景(八 3~5) 另一位天使，祂就是主耶穌，沒有一個基督徒能自己獻上禱
告，除非有香──就是基督的功績。信徒的禱告必須聯結著基督的馨香才能達到神面前。主以
「天使」的地位出現，就是表明時代改變了，祂不再是福音時代的人子了。舊約時點香必須用祭
壇上的火，而不能用凡火，祭壇是預表主的十字架，香是禱告，所以我們的禱告必須藉著主十字
架所成就的功績（救贖）才能達到神面前。禱告是不能用祭壇以外的凡火，因此沒有十字架就沒
有禱告。惟有煙會上升，若沒有主的香（主的所作），禱告就不能達到神面前。這些禱告是與第
五印祭壇下求神伸冤的禱告相合。
第一號把帶着血的火倒在地上，拿地上三分之一的樹當柴燒。舊約時，祭司將祭物一燒，旋即倒
血，所以這裏有火有血，這火一直要燒到無底坑裏去。地的青草樹木被燒了三分之一，說明天然
界的美麗先被毀壞。第二號的災也帶着火使航海界失去三分之一的商業。第一號用火，第二號也
用火，第三號落在江河和眾水的三分之一，仍是用火，因神紀念挪亞的約，不再用水來審判地，
「茵蔯」即苦的意思(耶九 13-15，廿三 14-15；哀三 15)。這一號使淡水受虧。第四位天使吹號，
日頭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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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受虧損是在第四號，地受虧損是在第一號，海受
虧損是在第二號。眾水的泉源受虧損則是在第三號。印的災是普遍的，是已經應驗，而號的災是
有所專指，是有定處的。印是如何被分作四與三，號也同樣分作四與三。前四號是災難，後三號
是災禍(九 12，十一 14)。前四號的災非專一向人的，乃是間接及人的，後三號的死則是直接臨到
人身上的。我又看見一個鷹飛在空中，並聽見他大聲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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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示錄第九章

第五號，第一禍。大災難的起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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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fth angel sounded his shofar; and I saw a star that had
fallenout of heaven onto the earth, and he was given the key to the shaft leading down to the
Abyss. 這星就是撒但自己，從天上被摔到地上，這與十二章 9 節的被摔下相合，牠是在第七印後
就已被摔下，到第五號時才被看見。無底坑是最深的坑，是魔鬼的住處，當撒但受限制時，坑是
閉著的。無底坑的鑰匙是交給撒但的，牠作了兩件事：1.叫兩個人復活。2.叫蝗蟲傷人。路加福
音八章 31 節説到這是鬼受苦的地方， 鬼就央求耶穌，不要吩咐牠們到無底坑裏去。路加福音十
章 18 節是撒但被摔下的判決，這裏是看見撒但被摔下的執行。【路十：17-19】 那七十個人歡歡
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
落，像閃電一樣。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
能害你們。在八章 12 節，天空已減少三分之一的光，九章 2 節時則全然昏暗了。它開了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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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因光體本 身的
光減少所導致，現在乃因煙遮蔽而更昏暗了。
此等蝗蟲不吃花草樹木卻去咬人，不是普通的蝗蟲，是有鬼魔附在其上的，而且這些蝗蟲還有
王。【路十 19】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
能害你們。主的十字架已判決了撒但要被摔下，而本書九章 1 節則是撒但被摔下的執行。並且吩
咐牠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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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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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但能接受命令，並且能認識誰是神所印的人，(七章 1-8 節的印在額上)。神吩咐牠們不可傷
害受印的人，卻沒有提及牠們去害誰，神只許牠們傷害，卻不可殺害。現在是死找人，將來是人
找死，人寧願找死而不悔改。蝗蟲形狀特別像戰馬，頭戴金冕，且胸中有甲作為牠們自身的保
護，可見必有人設法去抵抗蝗蟲。有無底坑的使者作牠們的王。按著希伯來話，名叫亞巴頓，希
利尼話，名叫亞玻倫，牠們的王就是敵基督。十三章 1 節說獸從海中上來，可見無底坑是在海底
下。【啟十一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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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十五 11】 陰間和滅亡（亞巴頓）尚在耶和華眼前，何況世人的心呢？亞巴頓意滅
命者。
第六號 第二禍，第六位天使吹號，我就聽見有聲音從神面前金(祭)壇的四角出來。舊約時代，惟
獨贖罪祭的血塗在祭壇的四角(利十六 18)。這聲音是神的聲音，神要根據主耶穌的工作來審判
人。神所以審判人，是因人不接受福音，不肯相信。【利十六 18】 他出來，要到耶和華面前的
(祭)壇那裡，在壇上行贖罪之禮，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祭)壇上四角的周圍.
吩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說，把那捆綁在伯拉大河的四個使者釋放了。以西結的預言，以色列
人將來的地界，必到伯拉大河，羅馬帝國盛世時，東境只到伯拉大河為止。第五號一吹敵基督就
出世，開始藉特殊的蝗蟲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而第六號一吹就要有戰爭發生。第六號告訴
我們敵基督的得勝，十六章裏的第六碗則宣判了牠的失敗。現在所釋放的四使者，藉敵基督所建
立的國度，要進到羅馬（地中海周圍各國）的邊境，凖備爭戰。以西結三十八章至三十九章起首
於第六號，到第六碗時(啟十六)則完全應驗。伯拉大河的四個使者，將來要帶領瑪各，羅施（俄
羅斯），米設（莫斯科），土巴（指位於蘇联區的一個土巴城）的兵去爭戰，並且波斯、古實等
國，就是伯拉大河鄰近的國可能也參戰。那四個使者就被釋放，他們預備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
某時 for this moment, for this day and month and year，要殺人的三分之一。同樣是三分之一被毀
壞，在第一至四號不過限於地、海、江河和天象，但在第六號，則是直接臨及人。廿個世紀以
來，前四印的災一共使四分之一的人死亡，但第六號就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殺，且是在一個短時期
內殺了這麼多的人。將來這二億騎兵，被鬼魔所附的人，要歸敵基督指揮。騎兵胸前的甲有火，
紫和黃三色，甲是為保護自己。殺人的不是騎馬的，而是馬口所出來的火、煙和硫磺，將要殺害
三分之一的人。是馬的口叫人死，馬的尾像是蛇的頭，能叫人受傷。第六印時人怕神的忿怒，第
六號時人仍不肯悔改，照様的犯罪，拜鬼魔，兇殺、邪術兇惡。鬼魔是神所造卻在其後墮落的，
偶像則是人手所造的。拜鬼魔拜偶像都是得罪神，兇殺、邪術、姦淫和偷竊是在得罪人。偶像有
三不能，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走，但沒有說牠不會說話，因啟示錄十三章 15 節的偶像會說
話。所有的罪都是從不認識神而來，羅馬書一章 24-32 節是這裏的註解。
【羅一 21-32】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祂，也不感謝祂。他們的思念變為虛
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22 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23 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
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24 所以，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裏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
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25 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
主；主乃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26 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
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27 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
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28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
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29 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或譯：陰毒)，滿心
是嫉妒、凶殺、爭競、詭詐、毒恨；30 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神的(或譯：被神所憎惡
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31 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
不憐憫人的。32 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
去行。

啟示錄第十章

插入的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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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大力的天使就是主基督，主披雲彩是隱秘的降臨在地上，
而駕雲降臨是公開的降臨在地上。八章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二刻，此時在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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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第十章，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著雲彩。主以那像火柱的兩腳踏海踏地，大聲呼
喊，好像獅子吼叫。「踏」就是以神的聖潔和公義來審判來佔領海與地。正是【帖前四 13-17】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14 我們若
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15 我們現在照主的
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已經睡
了的人是在揭開第七印後復活，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則是在第七號時被提到空中與主向遇）
16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羔羊揭開第七印後）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
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17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
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林前十五 51-53】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changed，52 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
壞的，我們也要改變。53 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變成：原文是穿)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
死的。（Look, I will tell you a secret — not all of us will die! But we will all be changed! 52 It will take
but a moment, the blink of an eye, at the final trumpet. For the trumpet will sound, and the dead will
be raised to live forever, and we too will be changed. 53 For this material which can decay must be
clothed with imperishability, this which is mortal must be clothed with immortality.）
大聲呼喊，好像獅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發聲。七雷所說的，你要封上，不可寫出來。歷
代聖徒從死裏復活，有得勝被提到天上的，（七章 9 節）； 也有大多數被留在地上，逃到曠野
的，（ 十二章 6 節）。七雷可能是因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大多數被留在地上的信徒仍未穿上白
衣，你們中間，即信徒中間，那些殺人、偷竊、作惡的事引起神的震怒。【彼前四 15，16】你們
中間卻不可有人因為殺人、偷竊、作惡、好管閒事而受苦。16 若為作基督徒受苦，卻不要羞恥，
倒要因這名歸榮耀給神。17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若是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
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結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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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誓說：不再有時日了 There will be no more delay。。主在揭
開第七印後即隱秘的降臨在地上，完成了使歷代聖徒從死裏復活這件大事，就起誓說不再耽延
了，因為接着就是七位天使將七號的災害臨到地上，又有七位天使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這世界即將進如三年半的大災難。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時期），神的奧祕就 shall be 成全了，正如神所傳給祂僕人眾
先知的佳音。on the contrary, in the days of the sound from the seventh angel when he sounds
his trumpet, the hidden plan of God will be brought to completion, the Good News as he proclaimed
it to his servants the prophets.”
神吩咐約翰吃下小書卷，你必指著多民、多國、多方、多王再說預言，這與一章 1，2 節吻合。
約翰寫啟示錄，是以揭開第七印來劃分成二段，他必需吃下小書卷，完全理解，完全消化神所給
他的啓示。
【啟一 1，2】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祂，叫祂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的眾僕人。祂就差
遺使者曉諭祂的僕人約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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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第十一章

插入的異象，將神的殿 the temple of God，和祭壇 the altar，並在殿中禮
拜的人，都量一量。量在殿中禮拜的人，是說神是如何的保護那些已被提的人，他們是以後所有
被提聖徒的榜様，也都要像他們一様被神得着。在天上的殿禮拜的人就是七章 9-17 節所說的人。
神的殿是指在天上神的殿，殿外的院子是指地上的殿，將來地上的殿要被偶像所污穢。主耶穌的
十字架是以自己為祭獻給神，當主一死，猶太人獻祭就停止了，主後七十年羅馬人就把聖殿拆毀
了，地上就沒有聖殿了。然而在在大災難時，地上又有殿，又回到舊約時代去了。在馬太福音二
十四章 15 節：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 holy place，(讀這經的人
須要會意)，When ye therefore shall see the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spoken of by Danie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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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het, stand in the holy place, (whoso readeth, let him understand:)，這「可憎的」是指著偶像說
的，聖地是聖所，這聖所在大災難時會有偶像在其中(帖後二 2-4；啟十三、十四)。
【帖後二 1-4】 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祂那裏聚集，2 我勸你們：無論有
靈、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說主的日子現在(現在或譯就)到了，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
慌。3 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
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4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
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 Temple of God 裏，自稱是神。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這兩個見證人，是摩西和以利亞。因
為十一章 6 節說能叫天不下雨，這是以利亞從前所作的；又說能叫水變血，這是摩西從前所作
的。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全地)之主面前的。棷欖樹是供油，燈臺是發
光，因此有油又有光。他們在先知撒迦利亞時代是站著(亞四 11-14)，在約翰寫啟示錄時也是站
著，現在仍是站著。他們是「受膏者」(亞四 14)，原文是「油的兒子」，意指這兩人充滿了聖
靈。【亞四 11-14】我又問天使說：這燈臺左右的兩棵橄欖樹是甚麼意思？我二次問他說：這兩
根橄欖枝在兩個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邊是甚麼意思？他對我說：你不知道這是甚麼意思嗎？我
說：主啊，我不知道。他說：這是兩個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邊。神是全地之主，神在創世記
時自承是天地的主(創十四 22)；當猶太國淪亡後，神就只作天的主(但二 18、37、44)。現在祂又
稱為地的主，因為神又回到舊約時代的地位重新承認猶太人的國了。這兩個人也許就是那賣油給
五個愚拙童女的(太廿五 1-2，8-10 上)，在大災難時稍微扶助那些受逼迫之人。這兩人反對全世界
那些跟随魔鬼的人，也反對敵基督。「若有人想要害……，都……被殺」，可見這兩個人連人心
裏的惡念都能知道。他們以武力作見證，不是傳福音，他們行神蹟是在保護自己，並扶持一些在
大災難中的猶太人及留下的基督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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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底坑上來的必是一復活者，從十七章 8 節就知道牠曾死過現在
復活了。兩個見證人的權柄能隨意殺人，但不能殺那獸，因那獸是復活的獸。大城是耶路撒冷，
按靈意看是所多瑪，罪惡之地，又是埃及，反對神的地方；按歷史看，則是主釘十字架的地方。
從各民、各族、各方、各國中，都有代表來參觀，因為這二人乃是人類的公敵，各國聞其被殺死
都來一視究竟。「三天半」是介於三天與四天之間，他們並沒有像主一樣三天不見朽壞(約二
19；徒二 30-31)，也沒有像拉撒路四天就臭了(約十一 17、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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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三天半，有生氣從神那裏進入
他們裏面，他們就站起來，看見的人甚是害怕。看見的人害怕是因：1.因為兩位先知突然間又活
起來；2.因為這兩人從前是那樣的有權柄，現在復活過來，不知將來會有何舉動。他們就駕著雲
上了天，他們的仇敵也看見了。主升天時只有祂的門徒看見，而這兩位見證人升天時連仇敵也看
見了，要叫他們的仇敵知道惟有神是主。正在那時候，地大震動，城（耶路撒冷城）就倒塌了十
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七千有名聲的人）其餘的都恐懼，歸榮耀給天上的神。
啟示錄記五次地震：1.六章 13 節 (六印後) ；2.八章 5 節 (七印後)；3.十一章 13 節；4.十一章 19
節，即大聲、閃電、聲音、雷轟、地震，最後是大雹。5 【啟十六 17-19】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
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成了！18 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自從地
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厲害的地震。19 那大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
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它。
第七號──第三禍即七碗之災將至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
遠遠。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長老，就面伏於地，敬拜神，說：『昔在、今在的主
神─―全能者啊，我們感謝你！因你執掌大權作王了。外邦發怒，你的忿怒也臨到了；審判死人
的時候也到了。你的僕人眾先知和眾聖徒，凡敬畏你名的人，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也到了。你
敗壞那些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也就到了。當時，神天上的殿開了，在祂殿中現出祂的約櫃。隨後
有閃電、聲音、雷轟、地震、大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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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號一吹，【啟十 7】但在第七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神的奧祕就成全了，正如神所傳給祂
僕人眾先知的佳音。國度已經來到，此後就不再提到二十四位長老，因他們已辭退管理宇宙之
權。第七號後第一，外邦發怒，你的忿怒也臨到了。敵基督知道自己時間不多，就更加迷惑外邦
列國發怒，聚集争戰與神為敵，而神最後烈怒的七碗也將倒下，敗壞那些敗壞世界之人，就是那
些不接受天使所傳永遠福音的山羊。第二，審判死人（七：9 復活的聖徒）的時候也到了。你的
僕人眾先知和眾聖徒，凡敬畏你名的人，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也到了，也就是【林後五 10】因
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因第七號即末次
號筒吹響後，在地上還活的聖徒都要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也就是啟十四：15 的收割
地上的莊稼。在地上的莊稼，那些還活着的聖徒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後，神天上的殿就
為他們開了，就如第一節，起來！將神的殿和祭壇，並在殿中禮拜的人都量一量，現在又有一批
聖徒被量過。
【林前十五 52】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
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帖前四 15，16】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
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16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
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17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
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啟十四 14-16】我又觀看，見有一片白雲，雲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頭上戴著金冠冕，手裏拿
著快鐮刀。15 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著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
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16 那坐在雲上的，就把鐮刀扔在地上，地上
的莊稼就被收割了。
【太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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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萬民都
要聚集在祂面前；祂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33 把綿羊安置在右
邊，山羊在左邊。【啟十四 6】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飛在空中，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
的人，就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

啟示錄第十二章

天上現出大異象來，十二章 1 節至二十二章 21 節，是約翰蒙主在十：11
節指示，再次說出預言。天上現出大異象 a great wonder 來，有一個婦人身披日頭，腳踏月亮，
頭戴十二星的冠冕。這婦人表徵神子民的總合，包括恩典時代的信徒，律法時代敬畏神的以色列
人，以及列祖時代真實認識神的人。在舊約聖經中只有一個婦人是與蛇發生關係的，就是創世記
第三章的夏娃。在新約聖經中也只有一個婦人是與蛇發生關係的，就是這一個婦人，這是聖經前
後相合的地方。並且神特地在這裏說大龍就是那古蛇，就是從前的那一條蛇。神已經指清楚了，
是那一條獨一的古蛇，特別注重「那」字。所以這一個婦人就是那一個婦人。日、月和星怎樣在
創世記第一章裏，日、月和星也在這裏；蛇怎樣在創世記第三章裏，蛇也在這裏；女人的後裔怎
樣在創世記第三章裏，女人的後裔也在這裏；在創世記第三章裏提到生產之苦，這裏也提到。把
這兩處聖經合起來看，我們就能斷定說，這一個婦人就是在神永遠旨意裏所定規的那一個女人，
到了末了的時候所要碰着的情形。創世記第二章的女人則是說到神永遠的目的；以弗所書第五章
的女人是說到教會的地位和前途；啟示錄十二章的女人是顯出那女人末後的情行。(一) 身披日
頭，就是當主耶穌（日頭）照得最亮的時候，是照在她身上。神在恩典時代中，藉著這婦人將主
彰顯出來，這就是她與基督的關係。
(二) 腳踏月亮，「踏」不是踐踏，而是「伏在她腳下」。月亮的光是反照的，不是自己
的。律法時代裏面的東西都不過是預表，來反照恩典時代，聖殿，約櫃都是預表，聖所裏的香和
餅、祭司所獻的祭也都是預表，連牛羊的血也是預表。這個婦人腳踏月亮，意即律法裏面的東西
都是附屬於她，伏在她的下面，這就是她與律法時代的關係。
(三) 頭戴十二星的冠冕──列祖時代裏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藉由亞伯拉罕到十二個支
派的產生。頭戴十二星的冠冕，是說到這個婦人與列祖時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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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婦人不只與恩典時代有關，也與列祖時代和律法時代有關，不過她與恩典時代的關
係比較多；這婦人包括了所有恩典時代，列祖時代和律法時代的人。
她懷了孕，在生產的艱難中疼痛呼叫。這一個孩子與他母親的前途不同，他生下以後要被提到神
寶座那裏去，他的母親卻要逃到曠野。
天上又出現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大紅龍」即「魔鬼」或
「撒但」，「蛇」。「紅」是戰爭的顏色，「大紅龍」從起初到後來都是殺人的。【約八
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牠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
牠心裏沒有真理，牠說謊是出於自己，因牠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
【約壹五 19】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七頭」(參十七
9、12)，十角乃大王之附庸王，頭比角更大，角執行頭的定規。龍要作的事情是在敵基督的國中
率同十個小王來逼迫神的兒女。
牠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她生產之
後，要吞吃她的孩子，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寶
座那裏去了。。星辰的三分之一就是牠的使者，天上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受了龍謊言的欺騙，跟
牠一同墮落了，一同被摔下來了。男孩子並不是教會的全體，而是指歷代教會中的得勝者，他們
是從：(1) 以弗所教會中那些從墜落中悔改的得勝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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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士每拿教會中的一部分人「至死忠心」(二 10)，(3) 迦摩教會中得
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
人能認識。(4) 推雅推喇教會中的一部分人將「用鐵杖管轄列國」(二 26-27)。(5) 在撒狄教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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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是配得過的。(6) 非拉鐵非
教會中的一部分人，他們蒙保守在普世受試煉時得以免去 (三 10)。 (7) 老底嘉教會中得勝的，坐
寶座上(三 21)。
七章 16，17 節在寶座前有數不過來的被提者時，曾列出八項特點，男孩子實在就是七章那些人
中的一部分，(七章是被提的總綱，十二章是其中頭一部分人的被提)。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
一個異象，一種表號，就是有一班人包括在這一個婦人裏面，這裏的「生」是神使他們復活。所
有神的子民都有分於神永遠的計劃，但大多數沒有負起他們所該負的責任，神就不得不在他們中
間揀出一班人來，得救的多，選上的少，這一班選出來的，就是這個婦人所生的男孩子。全體就
是母親，少數的就是男孩子。另外加拉太書四章 26 節：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
們的母。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將來的新耶路撒冷，是神在永世裏所要得著的那一個女人。那一
個女人在創造裏就是夏娃，在恩典時代就是基督的身體，但今日的教會中有婦人和男孩子的不
同。這個男孩子就是教會中得勝的部分，男孩子也包括主耶穌，因為主耶穌是第一位得勝者，所
有的得勝者都包括在主耶穌裏面。
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裏有神給她預備的地方，使她被養活 1260 天。男孩子一出生，她就失去
了天上的地位，她現在不過是在地上的曠野，耶路撒冷。荒野就是荒涼無人居住之地，這次神養
活她也必須像從前神在曠野養活以色列百姓一樣。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去爭
戰。龍也同牠的使者去爭戰。爭戰的原因是要決定到底誰配住在天上，是男孩子呢？還是龍？男
孩子現在要得龍在天上的地位，所以要爭戰。兩個「就」字，婦人就逃到曠野，天上就有了爭
戰，都是因為男孩子的被提。天使長米迦勒，這個名字意「誰是像神的？」這一句問話是太好
了。撒但的打算就是要像神，且用像神來引誘人。但米迦勒的這一個問題，搖動了撒但的權柄─
─你要像神，但你不夠！在約伯時代，龍能到神面前來，到基督時代還能，但當男孩子被提後，
龍就再也不能了。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牠
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從不同的名稱可看出撒但的本性：龍──殘忍，古蛇──欺騙，魔鬼─
─誘惑，撒但──敵對。魔鬼從天上帶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被摔下來，又開了無底坑(九 1)，至此，
世界真是何等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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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
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神寶座權柄是完全的，在撒但未被摔下
時，神的旨意在空中是不通行的，到第七印接開時天上就有了爭戰，之後不久撒但就被摔下來，
到第五號時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它，使它開了無底坑。第七印後神差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
道一千二百六十天，吹第七號後，神的國度就臨到地上，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了。弟兄勝過牠是
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勝過撒但的控告有三點要訣：
一是靠主的寶血，二是自己見證的道，（活出神的話）三是至死也不愛惜性命。撒但對基督徒主
要的工作就是控告，但是神的話赐給我們信心，能宣告神的話，使撒但潰退！神兒子耶穌的血，
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壹一 7)。血是稱義的唯一根基(羅五 9)，只有血能給我們一個無虧的良心。
主為我們作大祭司和中保(來二 17-18，七 20-28)。「中保」即「受委任作辯護者」，我們如果知
道血的價值，明白主時刻在為我們辯護，就不曉得在地上要增加多少平安快樂的信徒！
【約壹一 5-7】 神就是光，在祂亳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我們若說
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裏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
中，就彼此相交，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羅五 8,9】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現在我們
既靠著祂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祂免去神的忿怒。
【約壹四 9，10】 神差祂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祂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祂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來二 16-18】 祂並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所以，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相同，
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a merciful and faithful high priest，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
祭。祂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可十一 22-26】 耶穌回答說：『你們當信服神。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你
挪開此地投在海裏。”他若心裏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 所以我告訴你們，
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若想起有
人得罪你們，就當饒恕他，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 你們若不饒恕人，你們在
天上的父，也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得勝者在爭戰中的態度是，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自己的性命。這裏的「性命」是指肉體的生
命，也是指魂生命，魂天然的能力。教會的失敗就是在於人把他天然、未經過十字架對付的能力
帶到教會裏來。而得勝者的態度卻是承認自己不能作甚麼，不敢憑著自己動，天天戰兢的依靠
主。【林前二 2-4】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
架。我在你們那裏，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
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撒但看透了人的墯落，【伯二 4,5】 撒但回答耶和華說：人以皮代
皮，情願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傷他的骨頭和他的肉，他必當面棄掉你。得勝者的
態度卻是向主說：主阿！我為著你，沒有一樣是不能捨棄的，甚至於我的性命。
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快樂吧！只是地與海有禍了，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就
氣忿忿的下到你們那裏去了。這時是在第七印後，在十三章 1 節有一個獸要從海裏出來即敵基
督；十三章 11 節有一個獸從地裏出來即假先知；九章 1 節則說有一個星從天上摔下來即是龍。
這三者都到地上來，所以地與海有禍了。龍見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婦人，於是
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叫她能飛到曠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她在那裏被養活
nourished 一載二載半載 a time, and times, and half a time，蛇就在婦人身後，從口中吐出水來，
像河一樣，要將婦人沖去，地卻幫助婦人，開口吞了從龍口吐出來的水。歷代在七印後復活，卻
没有得勝的勝徒，既無法被提到天上神的寳座那裏，神就叫她能飛到曠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
蛇，在那裏受到保護且被養活 nourished 一載二載半載，直到吹第七號，才一同被提到空中與主
向遇。龍向婦人發怒，去與她其餘的兒女爭戰，這兒女就是那守神誡命，為耶穌作見證的。那時
龍就站在海邊的沙上。這其餘的兒女中有猶太人，也有遺下的基督徒，在【啟十三 7】又任憑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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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也把權柄賜給牠，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制伏各族、各民、各
方、各國的人保括猶太人，和留在地上的基督徒。

啟示錄第十三章

三而一的撒但， 從海中上來的獸，敵基督從外邦人的世界中出來。有
四個大獸從海中上來，形狀各有不同，….見第四獸甚是可怕，極其強壯，大有力量，有大鐵牙，
吞喫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踏，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頭有十角（但七：3），海是指著外
邦人，地則是指著猶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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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比角大，七頭十角必是指七個皇帝十個小王，
七頭是先後繼承的
王，十角是同時並存的王。按歷史記法，十二章 3 節時十角（十王）就是但以理七章的十角。十
三章 1 節的十角是當敵基督來後才得著冠冕與權柄，也就是十七章 13 節的十王，要和獸同得權
柄，將冠冕加給獸。羅馬帝國一共 13 位該撒，5 位在使徒約翰前，都被篡殺不得善終，十七章
10 節所說的「傾倒」，是「不得善終」的意思。第 6 位多米田是在使徒約翰時代作皇帝的也被
殺，將來的第七位也要被殺。這七位不得善終的王，在約翰之前已有五位王：1.猶留(Julius
Caesar)，2.提庇留(Tiberius)，3.克立古拉(Catigula)，「革老丟(Claudius)，和 5.尼羅(Nero)都是以神
自許，命令人們拜他們像拜神一樣的，他們的結局不是自殺就是被篡殺的。
多米田
(Domitian)則是第六位，在約翰時還在，他也以神自命，並且被人殺死。第七位就是那「一位還
沒有到」的。聖經沒有告訴我們第七位王會在第六位王後多久才出現，只說到這第七位王在地上
不過暫時存留(十七 10)，後來要被殺死(十七 10，十三 3、14)，他也就是但九：27 的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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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 throne，和大權
柄都給了牠。敵基督所代表的獸擁有但七章中四獸的各樣壞處，是外邦人能力的集大成。獸擁有
自己的國度，獸（敵基督）是一個人。龍冒充神，獸冒充基督，假先知冒充聖靈。當保羅還未被
迫離開帖撒羅尼迦之前，曾經教導過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信徒們有關主再來時所將發生的事，現在
不過是重新提說，他們才剛信主幾週，至多一二個月，保羅就幫助他們對此有正確的瞭解。【帖
後二 1】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祂那裏聚集，2 我勸你們：無論有靈、有言
語、有冒我名的書信，說主的日子現在(現在或譯就)到了，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慌。3 人不拘
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
沉淪之子，顯露出來。4 他是抵擋主，高垾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
在神的殿裏，自稱是神。5 我還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嗎？

啟示錄第十四章

收割莊稼 , 初熟的果子。 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鍚安山，同祂又有十四
萬四千人，都有祂的名和祂父的名，寫在額上，錫安山是指天上的耶路撒冷。我又聽見從天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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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有聲音就
是十四萬四千人的聲音，如琴音之好聽，如雷聲之威嚴，如眾水之熱鬧。他們在寶座前，並在四
活物和眾長老前唱歌，彷彿是新歌，除了從地上買來的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
雖然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從地上買來的，都是蒙主救贖的，但他們是先被買回家的，惟獨這些人會
唱新歌。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他們原是童身 virgins:。羔羊無論往那裏去，他們都跟隨祂。他們
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童身不能照字面解釋，因為若是按照字面，則得
勝者必須是弟兄，並且他們從未結過婚才有資格。這裏的意思是，他們始終持守著向基督所存純
一清潔的心。【林後十一 2，3】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
個丈夫，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3 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
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出二十三章: 19 節，地裡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
和華你神的殿，初熟的果子不好放在田裏，一熟了就得放在神殿裏。十四萬四千人既是初熟的果
子，就不當放在田裏(世界)，必須放在天上的錫安山，就是新耶路撒冷。【太十三 37，38】祂回
答說：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稗子，就是那惡者之
子。從人間買來的』意指他們都是人，不是天使，並且都是主的信徒；『初熟的果子』是同一季
果子中最先成熟的，也是品質最好的，表示他們這一班人與大多數的信徒不同，他們乃是因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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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得勝的資格而最先被提升天的，至於大多術的信徒，將被撇下留在地上，受大災難的管教，最
後也終於成熟被提(參 15~16 節)。這批初熟果子有十四萬四千人，是屬在大災難前第一班被提的
人，他們達到了如此高的得勝標準。但在第一班被提的人中還有其它的幾班人，如七章 9 節，身
穿白衣，手拿棕樹枝的；十二章 5 節的男孩子等。第一班被提的人應是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
候，即第一號之前就被提。
第一位天使，我又看見另一位天使飛在空中，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國
各族各方各民。永遠的福音與恩典的福音不同，永遠的福音不過是叫人敬拜那創造者，不當拜獸
像，没有傳羔羊的救贖，没有叫人敬拜羔羊。永遠的福音只傳神的審判，不傳神的恩典；只叫人
將榮耀歸於神，而不是叫人感謝神。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34-40 節的綿羊知道要善待主的小弟兄，
就是因這裏的天使宣傳的結果。 住在地上的人是在各國各族各方各民中之一班最愛世界，且與地
最有關係的人。將來敵基督帝國的勢力影響到各國各族各方各民，在或不在其版圖內住的人都受
到影響，而將來的大災難也必以其版圖為中心，延伸至全地。
第二位天使，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著說：叫萬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倫大城（羅馬天主教）傾倒
了。十七章奧祕的巴比倫，是預表宗教的羅馬，十八章的巴比倫則是指著實質，政治，經濟的巴
比倫。第二位天使是通告人類，羅馬教的傾倒失敗，由此可知底下的大收割必在羅馬教失敗後。
【啟十七 1，2】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
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亂的酒。邪淫大
怒之酒是羅馬教强加之於人的逼迫，給那些不忠於主的人邪淫之酒，給那些忠於主的人大怒的
酒。
第三位天使，又有第三位天使，接著他們大聲說：若有人拜獸和獸像，在額上或手上受了印記，
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忿怒的杯中純一不雜，他要在聖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與硫
磺之中受痛苦。神大怒之酒的刑罰是，(1)在羔羊面前受苦，是說到他們無蒙恩之望，(2)在聖天使
面前受苦，是天使把他們放在硫磺火湖裏。聖徒的忍耐就在此，他們是守神誡命和耶穌真道的。
守神誡命特別指著第一誡：「不可有別神」和第二誡：「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說的。真道即信
仰，此時是信徒忍耐的時候。這節與十三章 10 節相合，因那時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
【啟十三 10】 擄掠人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死的人有福了，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
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從今以後是指拜獸像的事出現以後，
那些遭獸逼迫而為主殉道的基督徒，他們有福了。這裏不說神的七靈而說聖靈，是因聖靈是與教
會發生關係，七靈是與神的審判發生直接關係的。基督的工作是先我們而到神前使我們蒙悅納，
我們的工作是隨我們而到神前，使我們得著神的賞賜。
莊稼就被收割，我又觀看，見有一片白雲，雲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頭上戴著金冠冕，手裏拿著
快鐮刀。一片白雲與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 16，17 節相合。人子是對教會說的。頭戴金冠冕，表
明主已得榮耀。鐮刀要利，收割要快，在【太十三 37】祂回答說：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 主
是作一位撒種的人，但當第二次再來時是作一收成的人。【帖前四 16，17】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
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
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
在。
又有一位天使，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著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
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那坐在雲上的，就把鐮刀扔在地上，地上的
莊稼就被收割了。伸出你的鐮刀，在天使手裏的鐮刀是奧祕的鐮刀。收割的麥子是指基督徒，當
主來接我們，我們就要被提，我們是「站在人子面前」。那坐在雲上的就是主耶穌基督。伸出你
的鐮刀來收割，『伸出』按原文是『差遣』，意即差遣天使收割。【路廿一 36】 你們要時時儆
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馬太福音十三章 39 節是
說差天使來收割，【太十三 37-43】 祂回答說：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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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就是天國之子；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
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將稗子薅出來，用火焚燒；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
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從祂國裏挑出來, 丟在火爐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太三 12】 祂
手裏拿著簸箕，要揚淨祂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主說到把麥子放在倉
裏，則是預表大體的信徒是被提到空中，因倉是造在田和家之間，田是指世界，家是指天上，所
以收割到倉中乃基督徒被提到天(寶座)與世界之間，就是空中了。熟透了可譯作烤透了；不熟的
麥子不能收割，同樣生命不成熟的基督徒也不能被提。初熟的果子是早熟的，早脫離世界的，愛
世界的基督徒受了世界的烤才能不愛世界。
又有一位天使，地上葡萄的收取，十四章 17 節的收割葡萄就是十六章 16 節的哈米吉多頓之戰。
又有一位天使從天上的殿中出來，他也拿著快鐮刀。又有一位天使從祭壇中出來，是有權柄管火
的，向拿著快鐮刀的大聲喊著說，伸出快鐮刀來收取地上葡萄的果子，因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
就把鐮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那酒醡踹在城外，就有血從酒
醡裏流出來，高到馬的嚼環，遠有六百里。葡萄指外邦的壞人，指敵基督和牠的跟從者，參照
【啟十九 17，18】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日頭中，向天空所飛的鳥大聲喊著說：『你們聚集來赴
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與將軍的肉，壯士與馬和騎馬者的肉，並一切自主的為奴的，以及大小
人民的肉。在舊約也有說到葡萄是壞的意思，【申三十二 32】 他們的葡萄樹是所多瑪的葡萄
樹，蛾摩拉田園所生的；他們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掛都是苦的。14-16 節是說到麥子的結局，1720 節則說到稗子的結局。基督徒被提後，神跟著就差遣天使來收取稗子。把鐮刀扔在地上，好像
把根都挖走了，可見收取麥子和收取葡萄是不一樣的。約珥書三章 13 節及以賽亞書六十三章 1-6
節都說到「踹酒醡」，是神震怒的的審判。【珥三 12，13】 萬民都當興起，上到約沙法谷；因
為我必坐在那裏，審判四圍的列國。開鐮吧！因為莊稼熟了；踐踏吧！因為酒醡滿了。酒池盈
溢；他們的罪惡甚大。這段聖經同啟十九：14，15 也是說到主耶穌最後降臨地上的情形。【啟十
九 14，15】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祂。15 有利劍從祂口中出
來，可以擊殺列國。祂必用鐵杖轄管(rule)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城外」所指必是耶路
撒冷城外。那一次的爭戰是在米吉多，【啟十六 16】 那三個鬼魔便叫眾王聚集在一處，希伯來
話叫作『哈米吉多頓』。按以賽亞書六十三章 1 節說是從波斯拉起頭，而另一頭在米吉多，兩地
之間剛好有六百里。(哈米吉多頓之戰是敵基督出來逼迫猶太人，猶太人逃至橄欖山，正當無路可
逃時，主的腳踏在橄欖山，山便分裂為二(亞十四 4-5)，猶太人得以逃脫，主即將敵基督和牠的跟
隨者消滅，(十九 17-21)。) 【亞十四 4，5】 那日，祂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
這山必從中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們要從我山
的谷中逃跑，因為山谷必延到亞薩。你們逃跑，必如猶大王烏西雅年間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樣。耶
和華──我的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神的國度不能用傳福音帶進來，乃是流血帶進來
的 (賽卅四 1-8 說到在波斯拉流血的景況)，教會惟有等待主再來才能把國度帶進來。【賽三十四
1-8】 列國啊，要近前來聽！眾民哪，要側耳而聽！地和其上所充滿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
的，都應當聽！因為耶和華向萬國發忿恨，向他們的全軍發烈怒，將他們滅盡，交出他們受殺
戮。被殺的必然拋棄，屍首臭氣上騰，諸山被他們的血融化。天上的萬象都要消沒，天被卷起，
好像書卷；其上的萬象要殘敗，像葡萄樹的葉子殘敗，又像無花果樹的葉子殘敗一樣。因為我的
刀在天上已經喝足。這刀必臨到以東和我所咒詛的民，要施行審判。耶和華的刀滿了血，用脂油
和羊羔、公山羊的血，並公綿羊腰子的脂油滋潤的。因為耶和華在波斯拉有獻祭的事，在以東地
大行殺戮。野牛、牛犢和公牛要一同下來。他們的地喝醉了血，他們的塵土因脂油肥潤。因耶和
華有報仇之日，為錫安的爭辯有報應之年。這事以後國度即到，以色列人於收割莊稼，收取葡萄
之後就有住棚節，住棚節即預表千年國度。

啟示錄第十五章

傾倒七碗，末了的七災。十五章至十六章並非在十四章 17-20 節之後，
因十四章 17-20 節是與十九章 15 節相合的。我又看見在天上有異象 sign，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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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掌管末了的七災，因為神的大怒在這七災中發盡了。我看見彷彿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攙雜，又
看見那些勝了獸和獸的像，並牠名字數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著神的琴。在四章 6 節在天上
神寶座那裏的玻璃海，未說到其上有人和火。這些站在玻璃海上的人，是經過大災難，他們勝過
了獸、獸像和獸的名字數目，因而被提到天上的寶座去。他們是在吹第七號前，最晚一批的得勝
者。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說：主神全能者阿！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世（國）之王
阿！你的道途義哉！誠哉！ 他們在敵基督的勢力下，沒有拜獸像，没有違背了摩西的律法，也是
因羔羊賜給他們能力，就得以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神的性情是聖，神作事的法則是義。此
後我看見在天上那存法櫃的殿開了。摩西造的帳幕是照著天上的樣式造的(來八 5)，然而當聖殿建
成後，帳幕便廢去了，照樣到永世，當羔羊自己為殿時，這天上帳幕的殿也要過去。那掌管七災
的七位天使從殿中出來，穿著潔白光明的細麻衣，胸間束著金帶，四活物中有一個把盛滿了活到
永永遠遠之神大怒的七個金碗給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榮耀和能力，殿中充滿了煙；於是沒有人
能以進殿，直等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災完畢了。就是說此時無一人能進神的殿去代禱，此時已沒
有挽回神怒氣的可能了。【哀三 42-44】我們犯罪背逆，你並不赦免。你自被怒氣遮蔽，追趕我
們，你施行殺戮，並不顧惜。你以黑雲遮蔽自己，以致禱告不得透入。

啟示錄第十六章

傾倒七碗，我聽見有大聲音從殿中出來，向那七位天使說：你們去，把盛
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一至六碗是重覆一至六號的災，但碗的災比號的災更厲害。因第七號包
括七個碗，所以第七號的災是最劇烈的。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惡而且毒的瘡
evil and grievous sore，生在那些有獸印記、拜獸像的人身上。那些有獸印記與拜獸像的人，他們
身上的瘡與拉撒路所生的瘡一樣，至死都未好。出埃及記的十災中有一災是生瘡，約伯也生這
瘡，希西家也有一次生瘡，非利士人也有一次生瘡。神有時是用瘡審判人(申廿八 15、27)，他們
有獸印記，所以神也給他們惡瘡作印記。「惡」表示它一直加上去。在第一號不過是地上的青草
樹木受傷，第一碗則是地上的人直接受傷。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裏，海就變成血，好像死人的
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這第二碗的災比第二號的災更重，範圍更大，血變成死人的血(發青的，
此災一降，航海必受大阻，漁業必全停頓(詩一○五 29；賽五十 2)。【詩一百零五 29】他叫埃及
的水變為血，叫他們的魚死了。 【賽五十 2】我來的時候，為何無人等候呢？我呼喚的時候，為
何無人答應呢？我的膀臂豈是縮短、不能救贖嗎？我豈無拯救之力嗎？看哪，我一斥責，海就幹
了，我使江河變為曠野，其中的魚因無水腥臭，乾渴而死。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與眾水的泉源裏，水就變成血了。在第三號不過是三分之一的水變苦，
不好吃，現在全部變成血不能吃了。神之所以給他們血喝，是因他們逼迫基督徒與神的先知。我
聽見掌管眾水的天使說，昔在今在 who art and wast 的聖者阿！你這樣判斷(審判)是公義的。有一
專管水的天使，稱主為「昔在今在的聖者」，此與十一章 17 節用語相同；然而一章 8 節與四章 8
節則說到「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多了「以後永在」之語，可見主的再來必在十一章 17
節之後。【啟一 8】 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I
am the Alpha and the Omega, saith [the] Lord God, he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the
Almighty. 【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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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four living creatures, each one of
them having respectively six wings; round and within they are full of eyes; and they cease not day and
night saying, Holy, holy, holy, Lord God Almighty, who was, and who is, and who is to come.
【啟十一 17】 說：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們感謝你！因你執掌大權作王了。saying,
We give thee thanks, Lord God Almighty, [He] who is, and who was, that thou hast taken thy great
power and hast reigned.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頭上，叫日頭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熱所烤，就褻瀆那有權掌管這些災的神
之名，並不悔改將榮耀歸給神。在第四號不過是天象變黑，此時是太陽的熱力烤人(路廿一 25)；
按科學家的算法，熱度應該是越過越減少的，但神把它倒過來，以賽亞書二十四章 6 節那裏的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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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大概是用日頭的熱烤人(參賽四二 25；申卅二 24；瑪四 1)。人記得自己所受的苦，卻不思想
受苦的原因，他們總不注意十四章 6,7 節第一位天使所傳永遠的福音。
【路廿一 20-25】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場的日子近了。那時，在猶太
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裏的，應當出來；在鄉下的，不要進城。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
所寫的都得應驗。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
怒臨到這百姓。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
期滿了。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慌慌不定。
【賽二十四 3-6】 地必全然空虛，盡都荒涼。因為這話是耶和華說的。地上悲哀衰殘，世界敗落
衰殘，地上居高位的人也敗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穢，因為他們犯了律法，廢了律例，背了永
約。所以地被咒詛吞滅，住在其上的顯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燒，剩下的人稀少。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獸的座位上，獸的國就黑暗了。人因疼痛（烦惱；悲痛）distress 就咬自己
的舌頭，人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瘡，就褻瀆天上的神，並不悔改所行的。這與第五號從無底坑出
來的使者發生關係。疼痛是因第一碗的瘡及第四碗的日頭火烤。他們有了以前各碗的災，此時又
加上黑暗。這災直接攻撃在獸的座位上，獸的國就黑暗了。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
great river Euphrates，河水就乾了，要給那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眾王豫備道路。伯拉大河是神應許
以色列人的地界，從埃及河到伯拉大河為止(創十五 18)，在羅馬帝國盛時也以伯拉大河為界。將
來會有幾大聯盟，一在西方，以地中海為中心，以古羅馬帝國的版圖為境界(英、法、非洲北邊、
西班牙、葡萄牙、羅馬尼亞、捷克、希臘、一直到印度、波斯境界)；另一在東方，以俄羅斯為
主，有波斯人、古實人、阿摩利亞人等，也許中、日、阿富汗等也在內。將有三個聯盟要興起；
(一)西方的聯盟──即古羅馬帝國的復興；(二)以西結三十八章 1-6 節的北方聯盟；和(三)啟示錄
十六章 12 節的東方聯盟。
本來伯拉大河的河面寬廣，河流頂急，渡過不易，但第六碗一
倒，河水變乾，就易過去。【結三十八 1-6】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你要面向瑪各地的
歌革，就是羅施、米設、土巴的王發預言攻擊他，說主耶和華如此說：羅施、米設、土巴的王歌
革啊，我與你為敵。我必用鉤子鉤住你的腮頰，調轉你，將你和你的軍兵、馬匹、馬兵帶出來，
都披掛整齊，成了大隊，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劍。波斯人、古實人和弗人（又作“利比亞
人”），各拿盾牌，頭上戴盔，歌篾人和他的軍隊，北方極處的陀迦瑪族和他的軍隊，這許多國
的民都同著你。
我又看見三個污穢的靈，好像青蛙，從龍口獸口並假先知的口中出來。他們本是鬼魔的靈，施行
奇事，出去到普天下眾王那裏，叫他們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爭戰。污穢的靈，青蛙是在欺骗，
叫眾王聚集爭戰，最後主要降臨滅掉他們。看哪！我來像賊一樣。那儆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
而行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這是在大戰之前，還有話要對基督徒說，「我來像賊」是主對教會
宣告的話。這話也許是對十四章 14-16 節那一班將被收割的人說的，或是對收割後遺下的基督徒
說的。那三個鬼魔便叫眾王聚集在一處，希伯來話叫作哈米吉多頓。米吉多是地方的名字，
「哈」是山的意思，「哈米吉多」就是指米吉多的山，亦即舊約所說的耶斯列地方。關於哈米吉
多頓大戰是如何進行和結束的預言，詳見於啟示錄十九章 11-21 節，和撒迦利亞書十四章。第七
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成了。空中是撒但掌權之地，此時撒
但仍有勢力，所以給牠最後的刑罰。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自從有人以來，沒有這樣
大這樣厲害的地震。那大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盛
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她。那大城是指耶路撒冷，列國原文是外邦。(十四章 8 節，巴比倫大城傾倒
了，就是十七章 15-19 節所描述的那淫婦 the whore，發生在哈米吉多頓戰爭之前)。 而神也想起
「巴比倫大城」是指著實際的，政治經濟的巴比倫說的，她的傾覆是在哈米吉多頓爭戰之後，這
與十八章下半章相合)。十四章 8 節（那淫婦）與十六章 19 節（政治經濟的的巴比倫）是將巴比
倫提綱一說，十七章至十八章是將巴比倫仔細解說。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又有大雹
子從天落在人身上，每一個約重一他連得。為這雹子的災極大，人就褻瀆神。希臘一他連得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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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制 56 磅，猶太人的一他連得等於英制 114 磅。人因地震紛紛出到外面，然而天上又打下冰雹
來。這次地震的厲害，千年國度時，海島、山都仍有(詩七二 3、10，九七 1)。

啟示錄第十七章

奧祕大巴比倫，羅馬教皇國的歷史。古代的巴別是拜偶像，是和神相反
的，她越過越大，到尼布甲尼撒時達到極盛的時代。那時神因著以色列百姓的背逆，將他們交給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一日尼布甲尼撒作了一個夢，經過但以理的解夢，原來他就是巴比倫極盛
期的金頭。後來瑪代和波斯(是銀臂所預表的) 把巴比倫滅了，這城就荒廢了。此後希臘(銅腹)滅
了瑪代、波斯，而羅馬(鐵腿)又滅了希臘。巴比倫是頭一個帝國，羅馬帝國則是最後的一個，都
是拜偶像最厲害，又是苦待猶太人的。前三國皆已過去了，惟獨羅馬國及她十個腳指頭的影響力
一直延續到現在。
羅馬是政治和宗教的中心，也是一個大城。教會初期，在羅馬的基督徒最多，但羅馬又
是最恨惡基督徒的。直至主後第四世紀康士坦丁入了基督教，接受其為國教，他並獎勵人民入
教；就在此時，政治中心由羅馬遷至康士坦丁堡，到 395 年狄奥多西時，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羅
馬帝國。在 313 年羅馬的康士坦丁皇帝頒佈米蘭詔書後，基督教就開始服從羅馬帝國管理。476
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到 490 年教皇制開始，才使得羅馬的基督教由教皇來管理。590 年，教皇
GREGORY 正式成立羅馬教皇國，基督教和羅馬帝國成為一體了。720 年，當教皇利奧 (Leo)，在康
士坦丁召開會議，結果判定拜偶像是不合法的，這遭致西羅馬帝國的反對，自此基督教分裂為東
羅馬教(希臘正教)與西羅馬教(即今日的羅馬天主教)。東羅馬教越過越衰微，西羅馬教反之越為發
達。後來因羅馬教掌權，忠心愛主的信徒很多被殺。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
罰指給你看. 十七章 1 節是在十六章倒七碗後的事。二十一章 9 節也是七碗中一位天使指示新婦
給約翰看，與本節遙遙相對，淫婦未受審判前，神就不能將羔羊的妻指示給人看。 「眾水」指多
民、多國和多方(十七 15)，這淫婦是坐在多民、多人、多國和多方之上， 因為羅馬國的勢力遍及
全世界。羅馬教的人常自稱為所有教會的母親和管家。神何以說她是妓女呢？因為她和世界往來
調和。她把與聖徒的交通公開擴充到與世人交通。她所得著的是世俗的快樂與世界的榮耀，她變
成了失味的鹽。妓女乃指未經婚姻的手續而行淫的，淫婦則指已結了婚而行淫，神說她是妓女，
可見神從來不承認羅馬教與基督發生過關係(許多没有得救的)，羅馬教沒有為基督保守她的貞
潔。她是一個「大」妓女，如果她走窄路，遵守馬太福音五至七章就不可能大，就只會在地上成
為一個「小群」的見證。這個「大」正是主在馬太福音十三章 32 節所預言的，芥菜種竟長大成
為樹，但在創世記一章 12 節卻說蔬菜和果樹各從其類。「大妓女」是真大，羅馬教皇是比皇帝
還大，皇帝只能管人身體，教皇卻管人靈魂，連皇帝的靈魂也被教皇所管，這不是教會在地上所
當有的情形。地上的君王與她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亂的酒。羅馬教使教會和政治聯
合，為要討地上君王的歡喜，把聖經的原則都賤賣了，只要他們肯受洗就給他們施洗。 他們把教
會和國家弄成一樣大小，把基督教變成羅馬國教，生為羅馬人就可以是一基督徒。 羅馬教犯淫
亂，最大的就是藉著教皇和君王的力量把教會強加於百姓，在歐洲及世界其他許多國家都是如
此，其結果只是造出一些有名無實的基督徒而已。
她和君王行淫是因當時許多君王直接聽命於羅馬教皇國；使地上的人喝她淫亂的酒，是
指地上的人間接的接受了她異端的道理，叫地上的人失去自主，變作糊塗。羅馬教的道理並不教
訓人當有聖潔的生活，那些教友只要出一點錢到神父面前認罪，他們的罪就可得著赦免，好讓信
徒仍享受世界的福樂。淫亂的酒迷醉了世人，因多數的世人沒有宗教就不能過日子，而羅馬教最
迎合世界人的口味，用許多宗教的儀式給人以情感的安慰，期許人將來有許多屬世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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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可解釋為世界的曠野，亦可解釋為羅馬城的近郊早已被稱為「大
理石曠野。「女人騎在獸上」就是羅馬教和羅馬帝國聯合起來，羅馬教利用羅馬帝國，不知作出
多少壞事！例如縣官得罪了神父，教皇就下令不許在該地禮拜堂舉行彌撒，激動百姓反對縣官，
若有甚麼辣手事，羅馬教就躲在後面不出面，讓羅馬帝國出面當壞人。獸的勢力有多大，她的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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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有多大，因她是騎在獸上。獸是紅色，龍也是紅色，可見這獸是出於龍，也是像龍一
樣。 褻瀆的名號與褻瀆的話有別。褻瀆的名號是把稱呼神的名稱來自稱。羅馬皇帝都是以神自
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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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色在羅馬帝國是權貴的象徵，好像清朝以黃色象徵權貴。羅馬帝國元
老院議員胸前必有一條紫色寬帶，武士胸前也有一條紫色窄片，皇帝則穿紫色皇袍(好像中國皇帝
登基)。女人穿著紫色是指她得著世上的榮耀。 路十六 19 節的財主也是穿紫色袍， 有一個財主，
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
紫色不是正色，乃是藍色和紅色調和而成
的。藍色是屬天的，紅色是屬地的(創廿五 30「以東」是紅色意思，是屬地的)。紫色是把天和地
混合起來。
羅馬教也頂注重紅色，紅是教皇和主教的特色，主教中有資格被選為教皇的，稱為紅衣
主教，他們的衣、帽、襪和馬車都是紅的，教皇則連裏衣及器具都是紅的，每當教皇出來的時
候，是把紅的地毯一路舖過去，百姓則用紅色的結彩來歡迎。金子、寶石、珍珠都是預表神的真
理。但羅馬教卻把這些都鑲配在外表，難得有人有這麼多的金子、寶石、珍珠，像羅馬那樣。教
皇有一顆金鋼鑽，值幾百萬英鎊，叫作 Krugger Diamond，但在神看來都只是有名無實的宗教。
手拿金杯，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這女人頭上無冠冕，因她騎在朱紅色的獸上，手中無
杖卻拿着金杯，徒有屬神的外表，杯中盡是盛滿了可憎之物，可憎之物就是偶像。羅馬教皇國有
一金制紀念牌，上面刻著一個女人手拿金杯，杯底下寫著「坐在宇宙之上」。可見羅馬教皇國承
認這女人是指羅馬教。在她額上有名寫著說：奧祕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應作妓女)和一
切可憎之物的母。既是一個奧祕，這奧祕又寫在額上(是人可見的，叫人能看出這奧祕的意
思)。 神只承認耶路撒冷是祂治理全地的中心(政治的)，也是人敬拜神的中心(宗教的)。羅馬教的
錯誤在於她宣告，設立羅馬來代替耶路撒冷，以致羅馬成了政治與宗教的中心。她把耶路撒冷在
千年國度的地位挪到今天來。「世上的妓女」雖然不就是「大妓女」，但她們多是直接，間接受
其影响，從羅馬教而出。這些小妓女以後也跟着墯落，成為各種國立的，私立的，偏離正道
的， 異端的教會。安立甘會是英國的國教，(在英國以外則稱聖公會)，是在 1534 年由英皇亨利
八世開始，為娶伊利莎白后妃與教皇鬧翻而在英國設立。管理安立甘會的總監督長必須由英國皇
帝設立，控告監督長也必須呈到皇帝那裏去，教會若要規定某一種的儀式，必須由議院通過，教
會始能執行。 不只國教(教會制度均模仿或承襲羅馬教)是個小妓女，凡一切與世界聯合的教會
(行為敗壞像羅馬教的)也是一個小妓女(比方所謂「教友」，並非以重生得救為標準，只要他肯捐
錢就可以作教友。又如領聖餐，不問其得救否，只看是否已收他作教友而定。此外如經過嬰兒洗
禮的也變成教友；青年會的契友也算作教友等，這些都是妓女的行為。「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可憎之物」在舊約都是指偶像說的(申七 25-26)。羅馬教是出名拜偶像的，她拜瑪利亞、天使、
使徒和聖徒等，她之所以與康士坦丁分開，就是因她要拜偶像。
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我看見她，就大大的希奇。這女人
從前所作的，將來還要再作，並且要作得更厲害，更兇。要注意！這女人沒有「流」聖徒的血和
「流」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這裏只說她「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可見
她並非親手殺人，就如同未得救前的保羅因司提反受害而歡喜。羅馬教從不親手殺人，都是藉著
羅馬帝國的權勢去殺人。發動的是她， 而直接迫害基督徒的是羅馬帝國。
羅馬教中出名
的聖阿奎納斯(St. Thomas Aquinas) 說：如果有一個人相信了異端，經第二次勸誡後，就得把她交
給屬世的官員來毀滅他。其後羅馬教廷公開承認他的話乃是直接受聖靈默示的。【1895 年教皇宣
佈：如果暗殺一個更正教徒，就能贖他暗殺一個羅馬教徒的罪。另一位教皇更頒一律令：一切奉
神甫命令去殺人的，都不算殺人罪。】 聖徒在此也包括猶太人，猶太人曾受羅馬教許多的迫
害。一切為耶穌作見證的人，也必如此受迫害。約翰所以希奇，是因逼迫基督徒的，竟公開自稱
是信基督的，以信基督自命的人竟迫害基督徒！自 1540 年，羅馬耶穌會 (Jesuit) 設立以來，在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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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一個地方就殺死更正信徒 190 萬人以上。信徒死在羅馬教底下的人，超過死在羅馬帝國底下的
人。參考佛克斯(Fox) 所著的《殉道者》(Martyrs) 這本書。
天使對我說，你為甚麼希奇呢？我要將這女人和馱著她的那七頭十角獸的奧祕告訴你。1-7 節是
約翰看見的異象，8 節起則是天使解說異象，要將七頭十角獸的奧祕告訴約翰。你所看見的獸，
先前有，如今沒有；將要從無底坑裏上來，又要歸於沉淪。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
生命冊上的，見先前有，如今沒有，以後（將要）再有的獸就必希奇。天使告訴約翰所看見的獸
有四段歷史：(1)先前在，(2)如今不在，(3)將要從無底坑上來，(4)又要歸於沉淪。 本書的獸是
指敵基督，指的是一個人，他先前有，可見牠是在約翰之先曾經在世界生活過的一個人。羅馬帝
國一共 13 位該撒，5 位在使徒約翰前，都被篡殺不得善終，十七章 10 節所說的「傾倒」，是
「不得善終」的意思。第 6 位多米田是在使徒約翰時代作皇帝的也被殺，將來的第七位也要被
殺。這七位不得善終的王，在約翰之前已有五位王：1.猶留(Julius Caesar 55-44BC)，2.提庇留
(Tiberius14-37)，3.克立古拉(Catigula37-41)，革老丟(Claudius41-54)，和 5.尼羅(Nero54-68) 都是以
神自許，命令人們拜他們像拜神一樣的，他們的結局不是自殺就是被篡殺的。 多米田
(Domitian81-96)則是第六位，在約翰寫啓示録時還在，他也以神自命，並且被人殺死。第七位就
是那「一位還沒有到」的。聖經沒有告訴我們第七位王會在第六位王後多久才出現，只說到這第
七位王在地上不過暫時存留(十七 10)，後來要被殺死(十七 10，十三 3、14)，他也就是但九：27
的他。
如今沒有，就是當約翰寫啓示録時，牠已經死了，不在世界。「沒有」的意思在創世記
四十二章 36-38 節是指死了。【創四十二 36】 他們的父親雅各對他們說：你們使我喪失我的兒
子；約瑟沒有了，西緬也沒有了，你們又要將便雅憫帶去；這些事都歸到我身上了。將來要從無
底坑上來，可見牠現在不在世上，而在無底坑裏。牠「將要從無底坑上來」，是說牠將來要復
活。又要歸於沉淪，是指牠雖會復活來到世上，但不能永久在世上，不能永遠掌權，牠的結局是
下火湖。
【啟十九 20】 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
獸同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 牠先前在，如今不在，將來還要
在，是假冒神的「昔在、今在、以後永在」。人們「見先前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的獸，就必
希奇」的結果是來拜獸(見十三 12)。惟獨神所揀選的人，才能蒙神保守脫離試探，就是名字記在
生命冊上的人，才能被神保守不拜獸。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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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七章 8,9 節最可表明這雙重作頭
的例子：亞蘭的首城是大馬色，大馬色的首領是利汛，首城與首領的原文均是「頭」，所以頭，
一面指京城說，一面又是指人說的。十三章 18 節也有同樣的話，不過在那裏「智慧的心」所知
道的，是獸的「數目」；【啟十三 18】 在這裏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因為
這是人的數目，它的數目是 666。這裏智慧的心所知道的是獸的七頭，這七頭是指七座山，也是
七位王。但以理二章的大人像，是説到這世上帝國發展的外觀，具有金，银，銅，鐡的性質 ；但
以理七章的四獸，是説到這世上帝國在本質上充滿了撒但的罪性。七頭就是七座山，山是地的
頭，山代表它的勢力是恒常的，山頭如龍頭，掌權的意思。世上帝國在歷史的進展中，是有七個
山頭代表七個主要的權勢， 分别是巴比倫帝國（608-538BC），瑪代波斯帝國（539-331BC），希
腊帝國（331-30BC），羅馬帝國（30BC-476，1453AD），羅馬教皇國（590-1517-），大英帝國
（1533，1588-1945），美國（1945---）。歷史中無論是那個頭當政，都是整個大人像的代表。在
約翰寫啓示録的時代，羅馬明顯是七個山頭之一，羅馬當時被稱為『七山之城』，因羅馬正是座
於七山之上。自約翰以後五百年來，羅馬詩人都異口同聲稱羅馬是「七山之城」。羅馬帝國的金
稗刻看一個女人坐在七山之上。再者，羅馬皇帝 Vespasian（69-79）時代的錢幣，上端印着建在
七山之上的羅馬城，下面則是兩個被狼所養育的人(Romulus' Remus)，前面有泰伯河。
七

29

山之名如下：1.Aventine、2.Esquiline、3.Coelian、4.Capitoline、5.Palatine、6.Quirinal、
7.Viminal。
七頭又是七位王，因敵基督來到地上時是一個人，他就是撒但藉該撒尼羅的靈魂從無底
坑上來，附在將來要短暫出現，又被殺死的第七位王的身上的那位。敵基督來時，全世界必都已
經預備好，當敵基督一上臺，就能在三年半之內作出許多事，因為第七位王早已預備好了。獸的
歷史有四段，(1)先前在 that was，(2)如今不在 is not，(3)是是第八位，從七位之一出來，is an
eighth, and is of the seven (4)將來歸於沉淪。比較著讀第 11 節與第 8 節的第一、二和四段完全相
合，其第三段自然也相呼應，是第八位，和那七位同列 (從七位之一出來)；從無底坑裏上來。
【啟十七 8】你所看見的獸，先前有，如今沒有，將要從無底坑裏上來，又要歸於沉淪。凡住在
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見先前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的獸，就必希奇。
【啟十七 11】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獸，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並且歸於沉淪。
將來敵基督在地上的地位是作王的地位，第七位是作敵基督的先鋒，第八位是藉第七位的身體還
魂。「八」是復活的數目，但牠的復活與主的復活不同，主是自己復活，牠是藉屍還魂的復
活。
主在世上，猶太人揀選活的該撒，不要活的基督。就是基督復活後，人還是不接受。
將來敵基督是一位復活的該撒，則人們將又要揀選這復活的該撒，而棄絕復活的基督。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們還沒有得國。但他們一時之間，要和獸同得權柄與王一樣。
但角與頭的分別是， (一) 角比較小，角是生在頭上，頭是指整個的羅馬帝國所代表的世上第四
大帝國，角不過是其分封，附庸的王。(二)頭是一時只有一個，是繼承為王的；角是同時可有十
角，是同時作王掌權的。(三) 在最後三年半未到之前，七頭中只有一位還沒有出現，跟随敵基督
的十角是都還沒有出現,「他們還沒有得國」，是指在約翰時代還沒有得國。這十位要與第八位同
時得權柄。獸既是一個「人」，所以十角（王）也必是「人」。這跟随敵基督的十角（王）與地
上的君王是不同的，地上的君王，在這十角（王）未來之先已在地上，來到以後地上的君王也仍
在。地上的君王始終與大妓女有聯絡，但十角（王）從未與大妓女聯絡過，並且大妓女最後是被
十角（王）滅掉的(16 節)。
他們同心合意，將自己的能力權柄給那獸。他們指這十角（王），十角所以把能力權柄給獸是
因：1.見獸從死復活，是一超然的人。2.見邪靈驚人的工作。基督死而復活後，聖靈就降臨建立
了教會。敵基督從死復活後，那邪靈也模仿之，叫十王把能力權柄交給獸。他們與羔羊爭戰，羔
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必得
勝，十九章 11-21 節是細說十七章 14 節的爭戰。雖然有許多人是跟隨羔羊的，但得勝的是羔羊自
己，是祂口中出來的利劍勝過仇敵，並將牠踹在腳下，而非靠著跟隨者。羔羊能勝過仇敵，不僅
靠著能力，更是靠著權柄。祂得勝，是因祂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同著羔羊的有三種人：(1)
蒙召的，(2)被選的，和(3)有忠心的，這三等人與大妓女是對峙的。跟著羔羊的，必須是蒙召的。
蒙召是神憑著自己的定規來召我們。本來揀選都是在蒙召之先，但這裏的被選是在蒙召之後，可
見這是在信徒中的揀選。主說蒙召的人多，被選的人少，就是這裏的次序。【詩八十九 19】 當
時，你在異象中曉諭你的聖民，說：“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舉那從民中所
揀選的。以色列人已經是蒙揀選的，而由以色列人中又揀選出大衛來，可見得救的是一班(蒙召的
都得救)，得勝的又是一班(合神心意的人)。跟著羔羊的人，不只是蒙召被選，並且是忠心的。
「忠心」就是不顧自己，惟獨體貼王心意的。
天使又對我說，你所看見那淫婦坐的眾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國、多方。妓女是奧祕，是表
號，是不按字面解的。我們若以基督為滿足，就不會坐在眾水上，把聖徒的交通弄成公開與世界
交通，就是坐在眾水之上了。女人坐在三個地方：
(一)坐在獸上(3 節)。就是說她與被魔鬼
控制的羅馬帝國聯合。(二)坐在七山上(9 節)，是說羅馬教皇國曾是一座大山。以羅馬城為她政治
為中心，權傾一時。(三)坐在眾水上(15 節)。是說她的勢力達於全世界。為甚麼有時稱她作「妓
女」，又時又稱她作「女人」呢？女人是指她就是羅馬教皇國，妓女則指她和基督之間的關係。
說到政治方面的關係，她是個女人；說到宗教方面的關係，她是個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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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看見的那十角與獸，必恨這淫婦，使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將她燒盡。十角與獸
是恨這妓女，淫婦，是因這妓女在名稱上還是屬乎基督的，而獸就是敵基督。十角與獸是但七章
第四獸的終極表現。敵基督就是該撒尼羅從死裏復活，他從前在世時是最逼迫基督徒的，他復活
了，豈容他敵基督的國變為屬基督的，所以他的當務之急，就是除滅那大妓女。但以理七章告訴
我們，四個大獸是來到地上作王，也各有它們自己的國度。 他恨大妓女也是因妓女的行為太惡
劣。世人的良心雖未蒙神光照，但他們也看不慣羅馬教行為。如餅經神甫祝福過就真變成主的身
體，聖經惟神甫能讀，犯了罪要向神父告解，異端裁判所把異教徒遞送官刑，濫售赦罪卷，各種
淫亂污檅，同性戀，此外還有許多卑鄙和詭詐的作法，外教人都看不過。敵基督是她的大仇敵，
對付她的法子是
1.使她冷落。「冷落」可譯作「荒涼」；可能教皇所住的梵諦岡要變為荒涼
之所。
2.使她赤身。按字面解，大約使她在物質上損失；按靈意解，大約是揭露她的祕
密。 3.吃她的肉。按字面講，就是吃她的肉；按靈意講，也許是殺死她們的大人物，或是殺死
那些羅馬教徒。4.用火將她燒盡。按字面解就夠了。 地上的君王和她是好朋友，但見她遭難，不
過為她悲哀歎息，並不出來幫助她(十八 9-10)。在消滅羅馬教的事上，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合意遵
行它的旨意，把自己的國給那獸，直等到神的話都應驗了。
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The woman whom you saw is the great city that
rules over the kings of the earth. 羅馬教皇國（590-1517---）在當時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

啟示錄第十八章

。十七章和十八章應合為一章，不分作兩章，十七章主要説到宗教的巴比
倫，十八章主要是説到政治的巴比倫，即這世界及其上的政權傾倒了。十七章是記載住在地上的
人及君王。十八章 1-3 節是承先啟後的，說到三件事：一, 列國 all the nations 被她邪淫大怒的酒
傾倒了， (在十七章 2 節說到，地上的君王與她行淫，住在地上的人 they that dwell on the earth
喝醉了她淫亂的酒。二, 地上的君王與她行淫，十七和十八章都有記載(十七 2，十八 9)。 三，地
上的客商因她奢華太過而發了財，只有在十八 3,11,15 記載地上的客商。此後，我看見另有一位
大有權柄的天使從天降下，地就因祂的榮耀發光，祂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
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並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這一位就是基督自
己，除此以外，無人能有此大權柄，也無人能使地因祂的榮耀發光。這時，藉著獸與十角，神已
毀滅了宗教的大巴比倫（羅馬教）(十七 16)，現在神自己要來滅政治，經濟的大巴比倫，所以作
如此大宣告。這件事在舊約已預言過(見賽十三 21，其中「野山羊」於七十士譯本作「鬼魔」，
另見賽卅四 13、15。【賽十三 1-22】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巴比倫。2 應當在淨光的山
豎立大旗，向群眾揚聲招手，使他們進入貴胄的門。3 我吩咐我所挑出來的人，我招呼我的勇
士，就是那矜誇高傲之輩，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4 山間有多人的聲音，好像是大國人民。有
許多國的民聚集哄嚷的聲音，這是萬軍之耶和華點齊軍隊，預備打仗。5 他們從遠方來，從天邊
來，就是耶和華並他惱恨的兵器，要毀滅這全地。6 你們要哀號，因為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這
日來到，好像毀滅從全能者來到。7 所以人手都必軟弱；人心都必消化。8 他們必驚惶悲痛，愁
苦必將他們抓住。他們疼痛，好像產難的婦人一樣，彼此驚奇相看，臉如火焰。9 耶和華的日子
臨到，必有殘忍、忿恨、烈怒，使這地荒涼，從其中除滅罪人。10 天上的眾星群宿都不發光，日
頭一出，就變黑暗，月亮也不放光。11 我必因邪惡刑罰世界，因罪孽刑罰惡人，使驕傲人的狂妄
止息，制伏強暴人的狂傲。12 我必使人比精金還少，使人比俄斐純金更少。13 我萬軍之耶和華
在忿恨中發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動，使地搖撼，離其本位。14 人必像被追趕的鹿，像無人收聚
的羊，各歸回本族，各逃到本土。15 凡被仇敵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殺。
16 他們的嬰孩，必在他們眼前摔碎；他們的房屋，必被搶奪；他們的妻子，必被玷污。17 我必
激動瑪代人來攻擊他們。瑪代人不注重銀子，也不喜愛金子。18 他們必用弓擊碎少年人，不憐憫
婦人所生的，眼也不顧惜孩子。19 巴比倫素來為列國的榮耀，為迦勒底人所矜誇的華美，必像
神所傾覆的所多瑪、蛾摩拉一樣。20 其內必永無人煙，世世代代無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裡
支搭帳棚，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臥在那裡。21 只有曠野的走獸臥在那裡，咆哮的獸滿了房屋；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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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住在那裡，野山羊在那裡跳舞。22 豺狼必在她宮中呼號，野狗必在他華美殿內吼叫。巴比倫受
罰的時候臨近，她的日子必不長久。
因為列國都被她邪淫大怒的酒傾（醉）倒了；地上的君王與她行淫，地上的客商因她奢華太過就
發了財。列國都被羅馬宗教之邪淫大怒的酒（醉）倒了， 地上的君王與她行淫 (十七 2，十八
9) ， 這說明羅馬教皇國使地上的君王接受了她的宗教，甚至聽命於她。 地上的客商因她奢華太
過就發了財 (十八 15) ， 這特別指與羅馬的政治和商業一體。這裏的商業所以發達，是因為這些
商人要滿足人的奢華，奢華促進更大的利益，所以在神看來就不是可稱許的行業，在新天新地
裏，大概再無商業。列國包括一切的君王，人民，政治實體，宗教，工商業都一起傾倒了。
我又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我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 her 出來，免得與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
災殃。她所受的災殃就是在啟十六 17-21 所描述的。【啟十六 17-21】第七位天使把碗 bowl 倒在
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成了 It is done!”！18 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
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厲害的地震。19 那大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
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它。20 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
也不見了。21 又有大雹子從天落在人身上，每一個約重一他連得(一他連得約有九十斤)。為這雹
子的災極大，人就褻瀆神。十七章告訴我們，那額上寫著奧祕大巴比倫的就是那大妓女，她過去
的歷史，她的結局就是將來敵基督要出來將她毁滅。十八章則告訴我們，政治，商業的大巴比倫
要傾倒。從那城出來，這命令是給那些真正屬於主的人。因她的罪惡滔天，她的不義，神已經想
起來了，她怎樣待人，也要怎樣待她，按她所行的加倍報應她。用她調酒的杯，加倍的調給她
喝。人所犯的每一件罪，神都會記得且立刻有刑罰。【羅二 5-10】 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
為自己積蓄忿怒，以致神震怒，顯祂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祂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凡恆心
行善，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的，就以永生報應他們；惟有結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
不義的，就以忿怒、惱恨報應他們。將患難、困苦加給一切作惡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
人；卻將榮耀、尊貴、平安加給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她怎樣榮耀自己，怎樣奢華，也當叫她照樣痛苦悲哀；因她心裏說：我坐了皇后的位，並不是寡
婦，決不至於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內，她的災殃要一齊來到，就是死亡、悲哀、饑荒。她又要被
火燒盡了，因為審判她的主神大有能力。。 教會在地上本不應榮耀自己，而是榮耀基督，但羅
馬教適行其反，且還奢華。地上的君王；販賣這些貨物，藉著她發了財的客商；船主、和坐船往
各處去的，並眾水手，連所有靠海為業的，都無力幫助女人，並三次說 哀哉！哀哉！
這貨物就是金、銀、寶石、珍珠、細麻布、紫色料、綢子、朱紅色料、各樣香水 all those things
made of scented wood,、各樣象牙的器皿、各樣極寶貴的木頭和銅、鐵、漢白玉 marble 的器皿、
並肉桂、荳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細麵、麥子、牛、羊、車、馬、和奴僕、人口。第
一是金子，末了是靈魂，共有七種貨物。你所介愛的果子，一切的珍饈美味，和華美的物件
dainty and sumptuous，也從你中間毀滅，決不能再見了，一時之間……歸於無有了。
天哪！眾聖徒、眾使徒、眾先知啊！你們都要因她歡喜，因為神已經在她身上伸了你們的冤。有
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好像大磨石，扔在海裏說：巴比倫大城，也必這樣猛力的被扔下
去，決不能再見了。神滅巴比倫應是十六章 19 節，神記起大巴比倫來，正是在大地震發生之
時，用地震滅的。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必有火，又有大雹子，所以地上的君王、客商
等，遠見燒滅的煙，但不能進前援救。彈琴、作樂、吹笛、吹號的聲音，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
見，各行手藝人在你中間決不能再遇見，推磨的聲音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燈光在你中間決不
能再照耀，你的客商原來是地上的尊貴人，萬國也被你的邪術迷惑了。先知和聖徒，並地上一切
被殺之人的血，都在這城裏看見了。「不再」用了六次，神審判巴比倫有三個原因(罪)：(一) 地
上的客商都是地上的尊貴人，專講究奢華。(二) 萬國被她的邪術迷惑了，引誘人一同背
叛。 (三) 一切被殺之人的血──殺害眾聖徒和眾先知，都在這城裏看見了。
今世商業的
錯誤，並不是均衡供需，而是用奢華來誘惑人，許多邪惡的交易，還有邪術，交鬼的事，流人的
血也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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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第十九章

天上的讚美(十九 1~6), 這是接着第十八章巴比倫的滅亡。此後，我聽見好
像群眾在天上大聲說，哈利路亞，救恩、榮耀、權能，都屬乎我們的神。祂的判斷是真實公義
的，true and righteous [are] his judgments 因祂判斷那用淫行敗壞世界的大淫婦，並且向淫婦討流
僕人血的罪，給他們伸冤。群眾包括歷代所有得救的人，祂的審判真實公義，在十五章 3 節譯為
義哉！誠哉！那二十四位長老與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寶座的神，說：阿們、哈利路亞。這是聖
經末了一次提到二十四長老和四活物。天上的群眾先說阿利路亞，然後二十四長老與四活物與他
們和聲：阿們！阿利路亞。天上的群眾既說到救恩、榮耀和權能，可見教會是包括在內，但二十
四長老卻不是代表教會，此後不再提二十四長老，是因他們此時退職了。
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神的眾僕人哪，凡敬畏祂的，無論大小，都要讚美我們的神。在啟示錄
裏，常有「天上有聲音說」、「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都是天上的宣告。神說話的時刻，和地
方，皆是神所特別注重的。此時大淫婦已經受了審判，另一面眼看著羔羊婚娶的時候就要到了，
所以寶座上宣告說：要讚美神。 此處是最末一次提到「寶座」(與白色大寶座有別)。「寶座」是
在神的殿裏的，現在只有殿，沒有城。在新天新地時，只有城沒有殿，所以此後不再提寶座了。
「聲音」自然是主耶穌的聲音，因五章 6 節說羔羊是「在寶座……之中的」。神的眾僕人，祂的
教會；敬畏祂的，是猶太人及外邦人中一切敬畏神的，都要讚美我們的神。【來二 11，12】 因
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所以，祂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說：我要將
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頌揚你。平常主就一直是在會中帶领我們讚美神。我聽見好像
群眾的聲音、眾水的聲音、大雷的聲音，說哈利路亞。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寶座
上有聲音宣告說：當讚美神，於是宇宙就發出許多的和聲，因有一件特別的事要發生，就是主我
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群眾聲，眾水聲，是一直繼續着，大雷聲是何等威嚴的聲音。作王了
原文是已經作了王，因主全能者是一直作王的，不過現在才顯出來。
羔羊的婚娶與婚筵，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祂，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
備好了。我們讚美是因為神掌權了，更是因為神在第一個永世裏所定規的, 已經得著了，新婦預
備好了。不管今天信主的人是有多麽的軟弱，神定規要得著的新婦此時已預備好了，基督就把聖
潔沒有瑕疵的教會獻給自己，這一天终於來到了。新婦是指教會中的一班特別的得勝者，他們是
如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1-13 節說的教會中五個聰明童女，是有資格赴筵席的，五個愚拙童女就不能
赴婚筵。他們與保羅書信所說的新婦不同，保羅書信是看教會全體是基督的新婦，都是屬乎基督
的，新婦不但是穿上基督，也應是穿著自己的義。啟示錄是將教會分開來看，是注重教會在神面
前該要負責，是被分作得救與得勝的兩班人。在保羅書信裏，教會得蒙悅納是靠著基督；在啟示
錄，教會得蒙悅納是靠自己所行的義。
這裏羔羊的新婦乃是得勝的信徒合成的，是男孩子的原則，男孩子所作的，是代替教會
全體作的。教會全體要等到新天新地才是新婦，要到那一天才預備好。然而早一千年，得勝者即
已先預備好，這就算作全體預備好了，所以能宣告說：妻子已經預備好了。
神現在是在
聖殿裏，群眾讚美的聲音也在聖殿裏。到千年國度時，得勝者在城裏是作王，聖殿要漸漸失去其
地位。在聖殿中是作祭司 (那時還有罪，所以仍有祭司) 。但是在新天新地時，聖殿就要被取消
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蒙恩得穿表明是得着獎賞，衣服是
白色的，bright [and] pure 這與十七章 4 節大妓女所穿相反，那女人穿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十
九章 14 節，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新婦也預備好了，特別是指著妻
子的衣服說的。基督徒有兩件衣服：一件是主耶穌作我們的衣服；一件是光明潔白的細麻衣。當
我們到神面前的時候，是主耶穌作我們的衣服，主耶穌是我們的義，我們穿上祂到神面前去，這
是我們每一個聖徒到神面前去所共有的衣服，不是赤身露體。另一面，【林後五 10】因為我們眾
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當我們在基督臺前顯露出
來時，必需要穿上光明潔白的細麻衣，就是聖徒自己所行的義，這一個「義」是眾義，是一件一
件的義。我們得救之後，就開始要有一件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來作我們的妝飾。【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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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5-7】 你迎接那歡喜行義、紀念你道的人，你曾發怒，我們仍犯罪。這景況已久，我們還能
得救嗎？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我們都像葉子漸漸枯乾，我們的罪孽
好像風把我們吹去，並且無人求告你的名，無人奮力抓住你；原來你掩面不顧我們，使我們因罪
孽消化。詩篇第四十五篇裏，也可以看出基督徒是有兩件衣服的。第 13 節：王女在宮裏，極其
榮華；她的衣服是金的。(用金線繡的，用金子打成的) 。第 14 節說：她要穿繡的衣服被引到王
前。(原文沒有「錦」字。) 13 節的衣服和 14 節的衣服不同，13 節是金的，14 節的是繡的。啟示
錄第十九章所說的細麻衣，乃是繡的，不是金的。主耶穌是金的，是完全出乎神的義的那一件衣
服，在我們得救的時候，已經給我們穿上了，與我們的行為一點關係都沒有，是祂作好了給我們
的。另外，從我們得救之日起，我們一直在繡一件衣服，這就是聖徒所行的義，是主耶穌藉聖靈
每天在我們身上作的，是要一針一針繡出來的，要把基督組織在我們身上 ，所以是與我們的行為
發生關係的。像馬利亞用香膏抹主、約亞拿等婦女們供給主的需用(太廿六 6-13；路八 3)都是
義。
【太廿六 6-13】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裏，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香膏來，趁
耶穌坐席的時候，澆在祂的頭上。門徒看見，就很不喜悅，說：『何用這樣的枉費呢？這香膏可
以賣許多錢，賙濟窮人。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就說：『為甚麼難為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作
的，是一件美事。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她將這香膏澆在我身上，是為
我安葬作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行的，
作個記念。【路八 3】約亞拿，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並蘇撒拿，和好些別的婦女，都是用自
己的財物供給耶穌和門徒。又如把一杯涼水給小子裏的一個喝也是義。我們向著主有一種愛的表
示，有一個愛的行為，這就是義。啟示錄第七章告訴我們，白衣是在血裏洗了才是白的，我們信
主後還是行了許多過犯，要在血裏洗乾淨，才能變白。我們沒有甚麼可誇口的，從裏到外，在最
好的存心裏也攙雜了污穢，越認識自己，就越知道自己是無善足稱。白的顏色很容易變作淡的，
平常的。但是這件衣服，不只是白的，並且是發亮的。夏娃沒有犯罪以前，是渾渾噩噩的，僅是
白的，但不能說她是有光彩的，也不能説是聖潔的。神所要求於我們的，不只是白的，並且是積
極發亮的。所以我們不應當怕艱苦，不應當只愛慕平坦的道路，神能使艱苦的日子，叫我們發
亮。
在聖經裏，羊毛是指主耶穌的工作，細麻是指聖靈的工作。以賽亞書五十三章 7 節說主
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可見羊毛是有救贖的性質的。但細麻是植物沒有血, 沒有救贖的性
質，是人因著聖靈在他裏面的工作而產生的。神不只要聖徒有神的義，並且要他們活出神的眾
義，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光明潔白的細麻衣是是神所給的，因著恩典而來的，是聖
靈在人裏面工作的結果，不是人憑著自己的天然造出來的。基督徒今日有得救與得勝的分别，只
有得勝的信徒才被請赴羔羊之婚筵，被請的人是有福的，在千年國度中會得着奬賞，然而在新天
新地裏，則得救與得勝者都有分。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
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新天新地的新城就是羔羊的新婦，他們得預先享受這城的所有榮耀美
麗。 「這是神真實的話」，在二十一章 5 節和二十二章 6 節共兩次如此說，為要我們特別注意
上面所說的。【啟廿一 5】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
是可信的，是真實的。【啟廿二 6】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
靈的神，差遣祂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僕人。或者有人以為被提是一件小事，但只有
赴羔羊婚筵的人，才與國度有分。沒被邀請的，就無分於國度，婚筵必定是得勝的信徒才能進
去。這與啟示錄三章 20 節的應許頗為相合，因那裏說到坐席，這裏也說到坐席，主對老底家的
呼召是個人的。【啟三 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
裏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羔羊的婚筵，是指在國度的那一段時期，與主在一起享受一種
別人所沒有享受的特別的交通。但願神使我們能夠為著神的旨意，為着祂的國度，祂的教會，謙
卑的尋求作一個滿足神心意的人，尋求作一個供給别人生命的人，作一個得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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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
你要敬拜神，因為預言中的靈意（預言的靈），乃是為耶穌作見證。預言的靈，就是哥林多前書
十四章 32 節所說的先知的靈，是為耶穌作見證，For the spirit of prophecy is the testimony of
Jesus。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不見一人只見耶稣，得勝者是惟有耶稣。
哈米吉多頓戰爭，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祂審判、爭戰，
都按著公義。羔羊婚娶已過去，現在主帶著衆得勝者降臨到地上來了，這名字「誠信真實」亦可
譯作「忠心誠實」。在第一章主是誠實作見證的，重在與教會的關係；在這裏則是主再來時的名
字，說出祂與世界的關係。【啟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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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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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去)罪惡。
祂的眼睛如火焰，祂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祂自己沒有人知道。這裏的「冠
冕」是一層一層的，沒有頂的，所以能戴許多冠冕。主這一個寫著的名字是一特別的名字，主應
許別迦摩教會的得勝者，可以獲得一個無人能知的名(二 17)，所以主所得之特別名，必也是神所
賜的。【啟二 1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
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
祂穿著濺了血的衣服；祂的名稱為神之道。這衣服上的血並非在天上濺的，是到地上爭戰時被濺
的血，反映出哈米吉多頓之戰的景況，此與以賽亞書六十三章 1-6 節相合。【賽六十三 1-6】 這
從以東的波斯拉來，穿紅衣服、裝扮華美、能力廣大、大步行走的是誰呢？就是我，是憑公義說
話，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裝扮為何有紅色？你的衣服為何像踹酒醡的呢？我獨自踹酒醡，眾民
中無一人與我同在。我發怒將他們踹下，發烈怒將他們踐踏；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並且污染
了我一切的衣裳。因為報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贖我民之年已經來到。我仰望，見無人幫助；我詫
異，沒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將我扶持。我發怒，踹下眾民；發
烈怒，使他們沉醉，又將他們的血倒在地上。他的名稱為神之道。”神的道藉他發表，神首先叫
他說話，並且一直叫他說話，神最後的話也在他裏面。這些話語開頭是生命，末了的話還是生
命，開頭和終結都是生命。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祂。這些跟
隨羔羊的，就是十七章 14 節的蒙召被選有忠心者。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
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必得勝。這裏同主降臨
的人，就是被請赴羔羊婚筵的人。主說：直到我在神的國裏，喝新的那日子。(可十四 25)，可見
筵席是在國度裏吃的。新耶路撒冷在國度時是羔羊的新婦，在新天新地時，則是妻子。然而在二
十一章 9 節時，她仍保有新婦的地位。【啟廿一 9】 那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
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要將新婦 the bride，就是羔羊的妻 the Lamb's wife，指給
你看。
有利劍從祂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祂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有利劍
從祂口中出來，就是從祂口中所出的話。鐵杖轄管，在二章 27 節及十二章 5 節也說過(本書共說
三次)。在這裏是國度的起頭，祂要打破一切反對的權勢。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這與十四章 1720 節，以賽亞書十三章 1-6 節相合。在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
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日頭中，向天空所飛的鳥，大聲喊著說：你們聚集來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
君王與將軍的肉，壯士與馬和騎馬者的肉，並一切自主的、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羔羊的
婚筵 the wedding feast of the Lamb!’（ the supper of the marriage of the Lamb） 是為著被請的
人，而 17 節，神的大筵席 great supper of God,是為著空中的飛鳥。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
並他們的眾軍 armies 都聚集，要與騎白馬的並祂的軍兵 His army 爭戰。那獸被擒拿 was taken，
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 wrought the signs，迷惑 deceived 受獸印記 mark of the beast，和拜獸
(像)worship his image 之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擒拿。牠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
裏。本節講到獸和假先知的結局。假先知曾行三件事：1.在獸面前行奇事。2.迷惑受獸印記的
人。3.迷惑拜獸像的人。
活活的與十三章 11-18 節相合，因他們都是死而復活的，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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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體不能死兩次，所以被活活的下入地獄。
歸納 (一)11-16 節是講到怎樣爭戰得
勝。
(二)17，18 節是講到飛鳥怎樣吃那些戰敗者的肉。 (三)19，20 節是講到獸和假先
知的結局。其餘的被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劍殺了。飛鳥都吃飽了他們的肉。這是跟隨獸者的結
局。忠心跟主的基督徒，比平常的信徒先一千年享榮耀。照樣，這些忠心跟從敵基督的人，也比
平常人先一千年受刑罰。

啟示錄第二十章

把撒但捆綁一千年,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裏拿著無底坑的鑰
匙，和一條大鍊子。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牠捆綁一千年。九章及十
二章告訴我們，撒但在空中的爭戰中被米迦勒同他的使者擊潰，因而被摔到地上，無底坑的鑰匙
交給了撒但，牠作了兩件事：1.叫兩個人復活。2.叫蝗蟲傷人。二十章這裏是撒但被摔到無底
坑，因主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神是以權柄得勝，而神的話滿帶權柄。扔在無底坑裏，將無底
坑關閉，用印封上，使牠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牠。無底坑是
邪靈惡鬼在被扔進火湖裏永遠受痛苦以前，暫時拘禁牠們的地方。將龍關在無底坑裏一千年，以
後又釋放出來，表明了(1) 撒但永遠不會悔改；(2)神要暫時使用牠，以暴露人類未顯明的罪惡，
及其叛逆的本性；(3)凡在千年國度時期，尚未完全清理的罪孽，都要一舉清除。
千年國度
我又看見幾個（許多）寶座 thrones，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
些因給耶穌作見證 the testimony of Jesus，並為神之道 the word of God 被斬者的靈魂，和那些沒
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 lived and reigned，
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寶座是複數，都復活了是都活著，有三等人與主一同作王：(一) 得勝
者，就是已坐在寶座上的，他們已經承受國度為業了 (但七 10、18、22 )。得權柄來審判就是得
國。(二) 歷代的殉道者，這是開第五印時，祭壇底下的靈魂，猶其是二千年來為主作見證而殉道
者。(三) 大災難中的殉道者，就是在大災難中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牠印
記的人。這些人並非到二十章 4 節時才復活，大多數在第七印時就已復活了，這裏是追述復活的
事，約翰在此時看見他們是活著的。這些活著與主一同作王的聖徒，也包括有活著被提的，他們
是被包括在十四章，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的那批得勝者中。
列王記上十七章 22 節，
列王記下十三章 21 節，及本書一章 18 節，均是說從死裏復活。
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
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
一千年。頭一次的復活，是上好的，傑出的復活，就是復活了並與主一同作王一千年，是一個賞
賜，是享受榮耀，受報答的時候。【路十四 12-14】 耶穌又對請祂的人說：『你擺設午飯，或晚
飯，不要請你的朋友、弟兄、親屬和富足的鄰舍，恐怕他們也請你，你就得了報答。你擺設筵
席，倒要請那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為他們沒有甚麼可報答你；到
義人復活的時候，你要得著報答。【路二十 33-36】 這樣，當復活的時候，她是那一個的妻子
呢？因為他們七個人都娶過她。耶穌說：『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惟有算為配得那世界，與從
死裏復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為他們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樣；既是復活的人，就為神的兒
子。【腓三 10，11】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 Out-resurrection" from among the dead，（上好的傑出的復活）。這是
頭一次的復活，廣義的指所有信徒的復活，雖然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參林前十五 23)，但
都算在這頭一次的復活裏面，而所有死去的世人在一千年之後才要復活受審判，則被稱作第二次
的復活。【林前十五 22，23】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23 但各
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祂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 頭一
次的復活， 狹義的指『上好的、特殊的、超越的、傑出的』復活(腓三 11)，只有那些從各國、各
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的（啟七 9）；男孩子，是
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裏去了（啟十二 5）；初熟的果子 (十四 4)；
他們是歷代的得勝者，是最先復活的，也是得賞賜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到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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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完了，其餘的死人指所有死去的世人，他們在千年國度時期，仍然被拘留在陰間裏，等候末
日在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所有死去的信徒，當主再來的時候，雖然都有分於頭一次的復活，但
都要經過基督台前的審判（林後五 10)，得勝的受賞作王，失敗的受罰。千年國度不僅是得救與
不得救的分界，也是得勝與不得勝的分野，得救的都要復活，不得救的還沒有復活，得勝的作
王，不得勝的被治理。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有福了也是快樂的意思，聖潔了，原文是分別出來歸於
神，他們是聖別歸神的一群人。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第二次的死就是火湖，在火湖
裏永遠受痛苦。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意指他們決不會沉淪，這是第一種有福。他們必作神和基督
的祭司，他們可以來親近神，事奉神，這是第二種有福。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是第三種
有福。並非所有的信徒都能有分這三種福氣，因我們的神是公義的，且是賞罰分明的。所有的信
徒雖決不至於「第二次的死」，但仍有可能「受第二次死的害」，失敗的信徒雖然不會被扔在火
湖裏，但有可能像從火裏經過一樣的受虧損，(林前三 15)。今天我們若與基督一同受苦，並且能
忍耐，將來就要與基督一同作王(參羅八 17；提後二 12)。若在頭一次的復活無分的，可見還得經
過第二次死的苦，有的基督徒將來要受管教和懲治(太十八 34-35)，帖前四章 5,6 節也說到待弟兄
不好的要受報應。在路加十二章 4,5 節勸誡信徒要懼怕主，祂有權柄把人丟在地獄裏，可見地獄
也能威脅某一等的基督徒。並且所有不住在主裏(葡萄樹上)的枝子，是要受刑罰的(約十五 6)。
【羅八 17】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也
必和祂一同得榮耀。【提後二 12】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祂一同作王；我們若不認祂，祂也必不
認我們。【太十八 23,24,28,32,34,35】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才算的時候，有人帶
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28 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兩銀子，便揪著他，掐住
他的喉嚨，說：“你把所欠的還我。32 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34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35 你們各人，
若不從心裏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帖前四 5,6】 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神的外邦人。不要一個人在這些事上越分，欺負
他的弟兄；因為這一類的事，主必報應，正如我預先對你們說過，又切切囑咐你們的。not in the
passion of lust, even as the Gentiles who know not God; 6 that no man [b]transgress, and wrong his
brother in the matter: because the Lord is an avenger in all these things, as also we [c]forewarned you
and testified.【路十二 4】 我的朋友，我對你們說，那殺身體以後，不能再作甚麼的，不要怕他
們。我要指示你們當怕的是誰；當怕那殺了以後，又有權柄丟在地獄裏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正
要怕祂。【約十五 6】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
聖經明說人得救了是永不滅亡的，何以在這裏又說基督徒還會受第二次死的害呢？以下的經文容
易叫人誤會，例如【約八 51，52】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不見死。猶
太人對祂說：現在我們知道你是鬼附著的。亞伯拉罕死了，眾先知也死了；你還說人若遵守我的
道，就永遠不嘗死味。永不見死，原文是不永遠見死；永遠不嘗死味，原文是不永遠嘗死味。
【約十 28】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永不滅亡，原文
是不永遠滅亡。【約十一 25，26】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26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必永遠不死，原文是必不永遠
死。
亞倫要有發芽杖才能作祭司，發芽的杖表明復活。藉著復活，表明誰是神所
揀選的祭司。以色列人剛出埃及時都是祭司(出十九 6)，後來因著拜金牛犢而失敗了，神才揀選亞
倫家為祭司。得勝者在此作基督的祭司，因這時還需要為人禱告。他們作祭司是親近神，作王則
是管理地。惟獨受過苦的人，才能與主同一刻作王，共享榮耀。
千年國度之後， 撒但末次的背叛
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裏被釋放，出來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就是哥革和瑪各，叫他們
聚集爭戰，他們人數多如海沙。舊約的先知所見的事，大都只到千年國度為止，對千年國度以後
的事不太清楚，啓示録則較為詳細地說明千年國度末期及以後的事。千年國的百姓，怎麼會在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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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的末期，還會如此容易受迷惑？我們要知道千年國時，地上有兩等人：1.猶太人。在以賽亞
書六十章 21 節告訴我們，他們「都是義人」。2.好的外邦人。就是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34-40,46
節所述，在災難中善待神選民的外邦人，也就是綿羊所代表的。他們將進入國度，而作惡的外邦
人已被殺(十九 21)。雖然千年國時有這兩等百姓，但猶太人的地位要比外邦人高得多。
這些
作百姓的還是人，仍有肉身，且繼續生男育女。內中頭一代的外邦人應是得救的，但他們所生的
兒女，不一定都是得救的，以賽亞書六十五章 20 節提到死，可見此時還有罪。【賽六十五 1720】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紀念，也不再追想。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
樂，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為人所樂。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
樂。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音。其中必沒有數日夭亡的嬰孩，也沒有壽數不滿的
老者；因為百歲死的仍算孩童，有百歲死的罪人算被咒詛。
撒迦利亞書十四章 17 節也說
到千年國時還有人不肯敬拜主的，主與基督徒要用鐵杖管轄萬國，可見是用武力來征服人，誰不
服就把誰打碎。因此當撒但出現時，這一班人，最易受牠的迷惑了。【亞十四 17】地上萬族中，
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的，必無雨降在他們的地上。 「聖徒的營」是基
督徒的住所，「蒙愛的城」是地上猶太人住的城，他們都是居最高的地位，所以有不少人，因受
嫉妒的試探而起來攻打聖徒的營和蒙愛的城。
以西結書三十八章中所說歌革和瑪各的戰
爭，是千年國前的事，並且一是人名，一是地名。而啟示錄二十章 8 節的歌革和瑪各的戰爭是千
年國結束時才爆發，並且兩個若不都是人名就都是地名。【結三十八 1-6】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
說：人子啊，你要面向瑪各地的歌革，就是羅施、米設、土巴的王發預言攻擊他，說主耶和華如
此說：羅施、米設、土巴的王歌革啊，我與你為敵。我必用鉤子鉤住你的腮頰，調轉你，將你和
你的軍兵、馬匹、馬兵帶出來，都披掛整齊，成了大隊，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劍。波斯人、古實
人和弗人（又作“利比亞人”），各拿盾牌，頭上戴盔，歌篾人和他的軍隊，北方極處的陀迦瑪
族和他的軍隊，這許多國的民都同著你。「瑪各」首見於創世記十章 2 節，【創十 2】雅弗的兒
子是歌篾、瑪各、瑪代、雅完、土巴、米設、提拉；歌革第一次出現在民數記二十四章 7 節，這
裏的亞甲在七十士譯本就是歌革。歌革和瑪各按阿拉伯人的記載，其領土從俄羅斯、蒙古，直到
德國東境。他們兇悍是遊牧為生，所以有人說他們是蒙古人，就是韃靼族人，他們的祖宗本來就
是恨猶太人的。【民二十四 7】 水要從他的桶裡流出；種子要撒在多水之處。他的王必超過亞
甲；他的國必要振興。
他們上來遍滿了全地，圍住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就有火從天降下，燒滅了他們。地是指猶太
地說的。他們的人數夠佈滿全猶太地。聖徒的營，就是聖徒所住的地方。十九章 14 節引述過
「天上的眾軍」，可見是神的眾軍到地上暫住，所以把住處稱為營。紮營是不會久長的，可見千
年國度還是要過去的。
撒但永遠的滅亡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
到永永遠遠。假冒三而一神的，先後都被扔在火湖裏了。新天新地時仍有晝夜，啟示錄二十一章
23 節只說城裏不用日、月的光照，並沒有說新天新地裏沒有日和月，並且生命樹是按月結果子
的。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祂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無地自
容)。白色的大寶座與四章，五章的寶座不同，因這是審判的大寶座，是對全人類，全面性的按公
義審判天下。白顏色是特別表明主的清潔，公義，例如主耶穌的頭髮是白色的，所騎的馬也是白
色的。坐在白色的大寶座上的就是主，約翰福音五章 22 節，使徒行傳十章 42 節和十七章 31
節，羅馬書二章 6 節，彼得前書四章 5 節，以及提摩太後書四章 1 節，都説到主是審判的主。
【約五 22】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徒十 42】 祂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
明祂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主。【徒十七 31】因為祂已經定了日子，要藉着祂所設
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祂從死裏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羅二 6】祂必照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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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報應各人。【彼前四 4,5】他們在這些事上，見你們不與他們同奔那放蕩無度的路，就以為
怪，毀謗你們。他們必在那將要審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賬。【提後四 1】我在神面前，並在將
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著祂的顯現和祂的國度囑咐你。
天地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可見主已把舊的天地廢去了，因舊的天地裏，還可見罪的痕跡。這
就是彼得後書三章 7，10，12 節所預言的。可能當神降火燒那些人的同時，也把舊的天地燒去
了。【彼後三 7-13】 但現在的天地還是憑著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
用火焚燒。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應
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躭延，其實不是躭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
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
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切切仰
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但我們照祂的應許，
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
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死了的人就是本章 5 節，其餘的死人
還沒有復活，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死了的人都站在寶座前，他們既是站著，可見他們是復活
的。死了的人，主要是指一切不信而死的人；包括在千年國度期間信而死的人，因在國度裏還有
死亡；在還不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就死了的嬰孩；許多在有生之年從未聽過福音的人。這些案卷
對各人的情形都有記載，公義的神必會有合情合理的，公義的審判。 這裏不只有展開的案卷 (案
卷是複數，所記的是行為)，並且還有一卷展開的生命冊(生命冊上有名的，就是得救的)，這告訴
我們，有的人名字會在生命冊裏。 主耶穌明明說：在末後復活的日子，有人要得救。【約五
28，29】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裏的，都要聽見祂的聲音，就出來；行
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 死亡和
陰間交出死人，是把人的靈魂交出來。海交出死人，無底坑與海相連，海是污鬼的住處(參太八
31~32；十二 43)，故所交出的死者是指史前時代各種活物中近似現代人的一種活物，當時因魔鬼
背叛神，這類活物也跟隨了魔鬼，後經神用洪水審判全地，無底坑就成了關那些背叛的活物的地
方，而地就變成空虛混沌，淵面黑暗。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and death and hades were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 This is the second death, [even] the lake of fire.
死亡，乃是最後的仇敵，【林前十五
54-56】這必朽壞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
就應驗了。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死啊！你的毒鈎在哪裏？死的毒 就是罪，罪的權勢就
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And if any one was not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he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 在白色大寶座的審判前，最重要的是，名字有否寫在生命
冊上。許多人不能得救，竟然不是因他們没有過好行為，（固然大多數是因他們的犯罪墯落，剛
硬不願悔改）而是因在生命冊上找不着他們的名字。

啟示錄第二十一章

新天新地與新耶路撒冷的來到，卻沒有說到新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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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的天地和海都過去了，以賽亞書六十五章說到，神要造新天新地，也說到千年國度的
情形。彼得後書三章 10 節說到，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賽六十五 17，18】看哪，我造新天
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紀念，也不再追想， 18 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因我造耶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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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為人所樂。。【彼後三 10-14】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
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11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
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12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
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13 但我們照祂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14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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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de，妝飾整齊，等候丈
夫。
從前神在地上只有聖殿，沒有聖城，神是住在聖殿裏，現在新耶路撒冷從天而降，神是
以聖城代替聖殿，全城的人都是祭司。在千年國度時，新耶路撒冷仍是懸在空中，因那時地上還
有舊的耶路撒冷。千年國度之前羔羊婚筵開始時，新婦 bride 就已自己預備好了，現在新耶路撒
冷從天降下，新婦 bride 仍是妝飾整齊，到永世裏她就是羔羊的妻子 wife 了。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神
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祂要與人同住，從此再沒有猶太人、外邦人之分，現在全體都
是神所救贖，變化，磨成神兒子形像的人了。神的帳幕在人間，神和人永遠同住了，為著達成這
個目標，神在歷史中曾有好多過程：(1)叫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間造會幕。(2) 歷次在耶路撒冷建
造、修造聖殿；(3)主耶穌道成肉身(參約一 14)；(4)產生並建造祂的教會。他們要作祂的百姓
people，他們從今以後要歸向神，喜愛神，聽神的話。神要作他們的神，神要照自己所定規的看
顧，施恩與他們。 【耶二十四 5-7】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被擄去的猶大人，就是我打發
離開這地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顧他們如這好無花果，使他們得好處。我要眷顧他們，使
他們得好處，領他們歸回這地。我也要建立他們，必不拆毀；栽植他們，並不拔出。我要賜他們
認識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 神，因為他們要一心歸向
我。
【結十一 16-18】所以你當說：‘耶和華如此說：我雖將以色列全家遠遠遷移到列國中，
將他們分散在列邦內，我還要在他們所到的列邦，暫作他們的聖所。’你當說：‘主耶和華如此
說：我必從萬民中招聚你們，從分散的列國內聚集你們，又要將以色列地賜給你們。’他們必到
那裡，也必從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厭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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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擦去他們的眼淚，就是除去人流淚的原因，如死亡、悲哀、疼痛等，這些都是因罪而來，所以
除去這些，就是不再有罪的痕跡了。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寫在
本書裏，為要加重吩咐，就可見這一段是特別要緊的。
祂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
那口渴的人喝。不但寫上，還宣告成了，凡是本書所說的必定都要成就，神必定要把天地恢復到
它起初被造時的光景(伯卅八 7)，因祂是「阿拉法」，是「俄梅戛」，所以必定都要成功。【伯三
十八 4-7】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裡呢？你若有聰明，只管說吧！你若曉得就說，是誰定
地的尺度？是誰把準繩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處？地的角石是誰安放的？那時，晨星一同
歌唱，神的眾子也都歡呼。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
本書二至三章是說到在教會時代的得勝者，這裏是進入新天新地時，終極得勝的結果。約壹五 4
提到：勝過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約翰在異象中先是看見，神的帳幕在人間，並與地
上那麼多的人同住。雖然凡住在新地的人，普遍都是神的百姓，people，但得勝的和一般的百姓
是有不同的。得勝的是那些聽見所傳福音後而口渴 (渴慕) 的人；他們不但是住在新城裏的人，還
是住在神家裏的人，與神是是親密的，是神的兒子；亦是神的僕人；並且還作王。
基督
徒地位的分別，只限於千年國度時，在新天新地裏就同等了。
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
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得救與沉淪之人的對比：膽怯的，是明知信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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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救，但因怕人的逼迫而不敢承認；不信的，就是不肯相信主的；可憎的，淫亂污穢，交鬼
的；拜偶像的，是指拜金、銀或銅等所鑄的像，拜天象的；行邪術的，是指與鬼魔發生關係的
人。在新天新地裏沒有海，但有火湖。
新耶路撒冷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要將新婦
bride，就是羔羊的妻 wife.，指給你看。And there came one of the seven angels which had had the
seven bowls full of the seven last plagues, and spoke with me, saying, Come here, I will shew thee the
bride, the Lamb's wife.
現在，羔羊的妻的名字寫出來了，約翰所看見羔羊的妻，就是聖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
冷在新天新地裏是一個實在的新城，那時有許多人要來到神面前。新耶路撒冷城是歷代教會的盼
望，第七號吹完，國度一到，奧祕都成了，新耶路撒冷城更是奧祕的顯明，主明說「在我父的家
裏，有許多住處」(約十四 2)。永世並不只是屬靈的，新天新地所有的都是實質的，如同所羅門建
殿時，使用的金銀都是照着新耶路撒冷的様式，蒙神的指示。這時人已得著了一個屬靈的，復活
的身體，也必須有一個實質的城給他們居住，而且將有許多人要進城，城門白晝總不關門，新耶
路撒冷城的形式、尺寸及建造的材料都告訴了我們。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將新
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約翰看，這羔羊的妻就是新耶路撒冷。 加拉太書四章 26 節説: 那在上的耶
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們的母。 希伯來書十一章 10 節說：亞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
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希伯來書十二章 22 節說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和千萬的天使，23 節說到名錄
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這是指著教會)，和審判眾人的神，並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 (這是
指舊約時期的聖徒)。在這裏可列出五類來：(1)神，(2)天使，(3)舊約的聖徒，(4)新約的教會，(5)
天上的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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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節是與十七章 3 節遙遙相對， 那裏是天使帶約翰到曠野，他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
的獸上。我們如果要看見聖城耶路撒冷的異象，就必須被神帶到高大的山上去。住在平原的人，
看不見新耶路撒冷，看不見神最終所要得着羔羊的妻。新耶路撒冷也是一種寓意，藉以表明神在
創世以前所要得著的那一個團體，有那些特點，屬靈的情形是如何。這一個城是由神那裏從天降
下來的，不是從地上來的，不只注意那個團體的前途，要到甚麼地方去，並且注意那個團體的來
源，是從那裏來的，就是以弗所書五章所說，獻給基督的那一個榮耀的教會。
新耶路撒冷的特點是聖潔，基督徒不該注意「大」，而是要注意「聖潔」，注意大的是
巴比倫的原則，注意聖潔的是新耶路撒冷的原則。只有神是聖潔的，所以出乎神的才是聖潔的。
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來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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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榮耀在城中得著彰顯，水晶是透明的，明如水晶形容一點攙雜都沒有，好像碧玉原
是用來形容神自己，約翰看見一位坐在寶座上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四 3)，碧玉就是人站在寶座
那裏所認識的神。我們今天在世上對神的認識，是「模糊不清」的，但在那個城裏，我們就能看
見神自己，明如水晶。【林前十三 12】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如同猜謎)；到那
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城的門和根基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十二表徵永世的完全，歷代所有蒙救贖，有資格進城的人。高大的牆
表徵分別的界限，聖別是明顯的，見證是剛强的。門上有十二位天使，天使不是在城中作王，乃
是在這裏看守新城的門，【來一 14】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嗎？門上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東邊，北邊，南邊，西邊各有三門。地上四方及以色
列十二個支派，是代表所有蒙救贖的人， 他們來自各方，各國，各民，各族，舊約和新約的聖
徒。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新耶路撒冷城是被建造在衆使徒（舊約和
新約的）的根基上，弗二：20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從主所得的一切啟示，所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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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原則，是新城的根基。十二個門，街道卻是單數的，既有十二門，就應當有十二條路，怎能
說只有一條街道呢？因為祂自己就是道路，今天也只有一條路，就是十架的窄路。以色列是代表
神的律法，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約四 22)。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珍珠是海中蚌類受傷而
產生的，珍珠的意思就是從死裏出來的生命，代表主耶穌基督藉著祂非贖罪的死所釋放出來的生
命。海象徵被撒但所敗壞的世界，我們信主後，聯合於主耶穌的死傷而成為祂教會的見証。珍珠
的用處是作門，意思就是我們基督徒的起點就是從死裏復活， 以後要得着祂更豊盛的生命。
15-17 節： 對我說話的拿著金葦子當尺，要量那城，和城門城牆。城是四方的，長寬一
樣。天使用葦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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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的全高是四千里，英制的 1500 英哩，而城牆本身的高度
是 144 肘。城牆有十二根基，大約是一層比一層小一點，好像埃及金字塔的樣子。因此十二層是
看得見的。對我說話的拿著金葦子當尺，要量那城，和城門城牆。城牆一面是包括，在裏面的都
是分別為聖的；一面也是拒絕屬肉體的，一切出於巴比倫的都要拒絕。新耶路撒冷是有分別，有
界限的，沒有分別，就失去了基督徒的價值，一切出於神的還都應當保持。造城牆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撒但最恨惡的是牆，當尼希米回耶路撒冷築城牆的時候，參巴拉和多比雅等就來盡力阻
擋。尼希米是一面拿著兵器，一面在那裏建築。所以要求神教我們如何拿著屬靈的兵器和那天空
屬靈氣的爭戰，持守分別的原則。創世記神所立的是一個園子，園子沒有牆，沒有看守好，所以
蛇能進來，但是神末了所得著的城，是有高大的牆，祂自己也住在聖城裏面。這個城是用金葦子
當尺來量，是能用神的標準來量的，代表一切都是出於神的。
城是四方的……長寬高都是一樣，只有聖殿裏的至聖所是長寬高一樣的(王上六 20)，在新天新地
中，新耶路撒冷成了神的至聖所。按著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人的尺寸和天使的尺寸一
樣，當復活的時候，人要和天使一樣(路廿 36)。【路二十 34-36】 耶穌說：『這世界的人，有娶
有嫁；惟有算為配得那世界，與從死裏復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為他們不能再死，和天使一
樣，既是復活的人，就為神的兒子。在這城裏的一切都是復活的，任何出於人的，一經過十字架
就完了；一切出於神的，都是死所摸不著的。
18-2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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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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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門是一顆珍珠。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
精金的城和碧玉的牆，城牆的根基是用十二種寶石修飾的，有十二種顏色：依次是：(1)
綠色、(2)藍色、(3)綠色、(4)綠色、(5)紅色、(6)紅色、(7)黃色、(8)海青色、(9)黃色、(10)金青
色、(11)紫色和(12)紫色。
這十二種顏色配合起來一同彰顯神的荣耀。精金的城，就是一
切都是出於神，如同明淨的玻璃，沒有一點攙雜，因凡是屬肉體的，出於天然的就是渣滓，神所
要的就是精金。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寶石和金子有一個基本的分別：金子是一種元
素，但寶石是好幾種元素的化合物。金子是直接從神造的，寶石是好幾種元素在地裏經過了壓力
和高溫熔和而成；寶石所代表的新造，是經過聖靈長時期在人身上的工作所産生出來的。神所賜
給我們的生命是金子，神在我們裏面所煉製的結果是各樣的寶石，有的寶石是瑪瑙，有的是璧
璽，翡翠，都是經過火，把某種礦物鎔在裏面，所以就成功某種的寶石。我們得救那一天從神那
裏得著了神的生命，此後聖靈一天過一天在我們裏面作工，藉著環境和試煉使神的性情在我們裏
面産生出來，使我們結出聖靈的果子來。聖靈的果子有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等， 叫我們能榮耀神。經過某一種的難處，遭遇某一種的痛苦，把我們造就成
像黃璧璽，像綠瑪瑙，像紅寶石，或者是像紫晶。我們在神的面前，所共有的是金子，但是我們
在神面前作寶石，就有各種的樣子。一個基督徒在走主的路上，多受對付，多學功課，這一個就
變作他的特點，這一個特點在新耶路撒冷裏要永遠成為寶石，新耶路撒冷是充滿了這些寶石。
林前三章 12 節告訴我們，屬靈的工作是用金、銀、寶石來建造，不應當用草、木、禾秸
來建造。創世記第二章，伊甸園裏面有金子、寶石和珍珠，卻沒有銀子。新耶路撒冷城裏面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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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寶石和珍珠，也沒有銀子。金子、寶石和珍珠這三樣東西，是從永世到永世，在伊甸園裏面
有，在新耶路撒冷裏面也有。銀子是代表救贖，神知道人犯罪後，需要主的救贖，但是這不是祂
永遠計劃中的東西。新耶路撒冷和伊甸園一樣，都沒有銀子，這就是說，在將來的永世裏，要達
到一個地步，神把罪的歷史塗抹了，一點罪的痕跡都沒有。今天我們不能輕視銀子，如果有人以
為今天用不著銀子，那就錯了。到了新耶路撒冷，神把我們帶到一個地步是牢靠了，我們裏面有
一個生命是出於基督的，與罪無干的，不會犯罪墮落的。那日人不再需要救贖，罪的歷史都要過
去，就像基督的自己用不著救贖一様，所以在永世裏是不需要銀子的。今天我們雖然有罪，但是
有祂兒子耶穌的血洗淨了我們的罪，神更把祂兒子的生命分給我們，叫我們要靠著這生命而活。
救贖不是神的目的，而是為着要解決墮落的問題，國度也是為著解決人的墮落。因為有墮落才有
救贖，才有國度，這些不過是補救，並非神的目的。神造人不是要人墮落，神造人是為著祂的榮
耀。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街道是交通的地方，到了那日，行在其上的人就永遠
不會把腳弄髒，我們一切的生活都是聖潔的。如今洗過澡的人還應當洗腳(約十三 10)，才能維持
和神的交通。只要我們在這世上行走，就免不了沾染塵土，與神的交通免不了出事情。好像明透
的玻璃，將來在神面前的一切所行都是透明的，充滿了屬天的智慧。既然這樣，我們今天就要學
習作一個敬畏神的人，不要裝作我們自己所不是的人。
22 節：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舊約時只有聖殿是聖潔的，聖殿以外的地都不算是聖潔的；當主在世時，地上還有物質
的聖殿；在教會時代，天上有殿，地上没有物質的殿；千年國度時，天上有殿，地上也有殿。到
新天新地時，因沒有罪，用不著獻祭，所以新耶路撒冷城內不需有殿，整個新城都是聖潔的。從
前人是藉著聖殿與神交通，在教會時代，幔子已經裂開了，我們都能進到神面前去，用心靈和誠
實敬拜祂。那日凡住在城內的人，都可直接，面對面的與神交通，神和羔羊作了新城的中心，就
未見城內有殿了。
23 節： 那城內人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And the city has no
need of the sun nor of the moon, that they should shine for it; for the glory of God has enlightened it,
and the lamp thereof [is] the Lamb.
神和羔羊為城的殿，城内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當然就用不著日月光
照，但並没有說新天新地裏沒有日月的光照。舊約預表的圖畫是，聖殿的外院是用日月的光來照
亮，聖所是用燈臺的光來照亮，但是至聖所沒有窗，日月的光照不進去，也沒有燈，乃是有神的
榮耀在裏面光照。新耶路撒冷整個城就是至聖所，也就用不著日月的光照，只有神的榮耀光照。
神的榮耀作光，是藉著羔羊作燈發出來的，可見在新耶路撒冷，羔羊仍作一種轉折的工作。沒有
一個人能直接認識神，人要認識神，必須藉著羔羊，到永世裏還是這樣。我們若不藉著燈，就看
不見光，照樣，若不藉著基督，就看不見神。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裏，我們在基督裏才能看
見祂。另外在千年國度時，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樣 (賽三十 26)
2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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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nations shall
walk by its light; and the kings of the earth bring their glory to it. 住在城裏的人，包括舊約和新約
中，所有信主並靠主寶血得救的人，都有復活的身體，但住在新地的，就是列國的人，仍有血肉
的身體。此時不再有種族、地區及猶太人的分別，只統稱為列國的人。這一等人，就是千年國度
後，那些仍活著且未受撒但迷惑的人。住在城裏的人是「兒子」(廿一 7)，是「作王」的(廿二
5)；住在新地的人則是作百姓的(廿一 3)。地上的君王，是在永世裏管理列國的人，他們是列國中
較大的人，但他們與在城裏作王的是大有分別，我們的主是萬王之王，我們則是這些地上君王的
諸王。神在列祖時代、律法時代和恩典時代所得著的人，到了那一天，他們是合成一個新婦獻給
基督；至於那些到國度時代末了還活著而沒有受撒但迷惑的人，他們要過渡到新地去作百姓，成
為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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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説到帳幕的安排：帳幕在中間，東邊有三個支派，西邊有三個支派，南邊有三個
支派，北邊有三個支派各自住在那裏。新耶路撒冷也像神的帳幕一樣，東西南北各有三個門，共
有十二個門，會幕四周怎樣住有十二個支派，照樣也有列國住在新耶路撒冷的四周。列國要在城
的光裏行走，千年國度時，地上的耶路撒冷成為全世界的首都，每隔幾年，列國的人都要到耶路
撒冷來敬拜。在永世，列國的人也要旅行到新耶路撒冷，而他們的旅行是藉著城的光所指引。馬
太福音二章 9 節所提東方的博士是靠星的引導找著耶穌。這城本身用不著世上的光，但列國的民
則依靠城的光。 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創世記三十一章 1 節的「榮耀」就是本
地所出產的最美好的土產而言。【創卅一 1】 雅各聽見拉班的兒子們有話說：雅各把我們父親所
有的都奪了去，並藉著我們父親的，得了這一切的榮耀（財）。在新地上，地上的君王要將他們
本地所出產的美好東西，當貢物歸與神和聖城。
25 節： 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裏原沒有黑夜。And its gates shall not be shut at all by day, for
night shall not be there. 。「晝夜」或「黑夜」(七 15，十四 11，廿 10，廿一 15，廿二 5)，一共
提到五次，所以新天新地裏，必然仍有白晝和黑夜，地上的君王可以在他們的白晝來新城裏旅
行，不過新城裏是沒有黑夜的，新城裏的人因有復活的身體，是可以晝夜事奉神。新城外卻是
【啟十四 11】他受痛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那些拜獸和獸像，受牠名之印記的，晝夜不
得安寧。【啟二十 10】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
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26 節： 他們必將列國的帶耀尊貴歸與那城。And they shall bring the glory and the honor of the
nations to it. 他們是那些君王們，當列國的君王將榮耀歸與那城時，列國的人是滿了和諧。
27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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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othing common, nor that maketh an abomination and a lie, shall at all enter into it;
but those only who [are]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of the Lamb. 凡不潔淨的，也可譯作「凡平常的
或下賤的」，就是沒有價值的東西。行可憎的指拜偶像的，行虛謊之事的指行邪術之人，也是與
撒但相連的。這不是說那時還有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而是反應出這城於今日對比下，是何等的
清潔、莊嚴和尊貴。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新天新地裏住有兩等人，一等是我們這些靠主血
得救而住在新城裏的人；另一等是從千年國度過來的活人，就是在地上作居民的人。我們的名字
寫在生命冊上，是長久住在城裏；住在地上的居民，名字也寫在生命冊上，但他們不是住在城
裏，只能在城中出入。
將來新天新地，時在地上作居民的人，居民飲食起居的情形，要
像沒犯罪前的亞當、夏娃一樣，他們還有血肉的身體，只是在永世裏沒有犯罪了。這光景有以下
經文可供參考：
(一) 主說「復活的時候，人也不娶也不嫁」 (太廿二 30)，惟獨有復活身
體的人，才沒有婚姻的事，但在新地的居民，沒有復活的身體，所以仍有婚姻的
事。
(二) 新天新地是回到亞當沒有犯罪以先的光景，所以住在新地的居民要生養眾多，
飲食起居一如亞當時。(三) 十誡的第二條就是 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出
廿 6)。人如不會傳到千代以上，那麼神何必如此說呢？從亞當到主耶穌還不過 76 代 (路三 23-38
將神自己算在內，就有 77 代) 。 從亞當到耶穌共四千年之久，才不過 76 代，從主耶穌到現在，
照科學算法，平均 30 年算一代，也不過 70-80 代。在新天新地時，住在地上的人，仍必有生養的
事，不過不再有死亡而已。

啟示錄第二十二章

聖城的榮耀與最後的警告 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樹(廿二 1~2)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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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的伊甸園有四條河，而新城只流歸為一條明亮如水晶的生命水河。這道生命水的
河比伊甸園的四條河更美好，使人得著生命，喜樂，特別使神歡喜。 【詩四十六 1-4】神是我們
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其中
的水雖砰訇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我們也不害怕。有一道河，這河的分汊，使神的城歡喜。
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所。在不同時代的寶座： (一) 福音時代，主與父神同坐寶座(三 21
下)。【啟三 21】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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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坐一般。 (二) 千年國度，神坐在天上的寶座，主耶穌在地上也有寶座(三 21
上) 。
(三) 白色大寶座時的審判。子是坐在父的寶座上(廿 11)。
(四) 新天新地，惟
有一個寶座，就是「神和羔羊的寶座」(廿二 1)，不再分父、子了，基督與父神一同掌
權。
在永世裏，主的名字永遠稱為「羔羊」，為要叫人記得世界上曾有罪，人今天所以能吃
生命樹的果子，喝生命河的水，是因主曾到世上作贖罪的羔羊。
2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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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箴言許多處經節中的生命樹是一種表號，但在這裏是實在的生命樹，生命樹的意義，
天使並沒有解釋，因為箴言都已有清楚的啓示了。【箴三 14-18】因為得智慧勝過得銀子，其利
益強如精金，比珍珠（或作“紅寶石”）寶貴，你一切所喜愛的，都不足與比較。她右手有長
壽，左手有富貴。她的道是安樂，她的路全是平安。她與持守她的作生命樹，持定她的俱各有
福。【箴十一 30】義人所結的果子就是生命樹，有智慧的必能得人。【箴十三 10-12】驕傲只啟
爭競，聽勸言的，卻有智慧。不勞而得之財必然消耗；勤勞積蓄的必見加增。所盼望的遲延未
得，令人心憂，所願意的臨到，卻是生命樹。【箴十五 1-4】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
觸動怒氣。智慧人的舌善發知識；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華的眼目無處不在，惡人善人，他
都鑒察。溫良的舌是生命樹，乖謬的嘴使人心碎。
【啟二 7】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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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樹是長在神的樂園中，
而城裏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可見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樂園。創世記二章 8 節的樂園是人的
樂園，而這裏的樂園是神的樂園，可見神是把人帶領到更美好的境地。生命樹在原文是單數，三
一神就是這一棵樹，長在河的兩邊（樹也能一根數幹，伸到河的兩邊）。
結十二樣果
子，每月都結果子，在永世裏每一個月都是有生命的。白晝有十二小時，黑夜也有十二小時，一
年則有十二月，十二這數目就是永遠的完全。在永世裏我們是一直認識基督，一直接受主的生
命，沒有間斷，沒有退後，我們要學習認識主的各方面，結出各樣的果子。 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
萬民，二十一章 4 節說沒有疼痛、沒有死亡，可見就沒有疾病了，但是這裏沒有說軟弱沒有
了 (看太八 17，疾病與軟弱是有分別的)。【太八 17】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祂代替我
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軟弱是因為住在新地的人，仍是有血肉之體，仍然會有軟弱，他們
能一直活到永遠，是因生命樹的葉子一直醫治他們的軟弱，使他們不致疲倦。
果子是代表生命，葉子是樹的衣裳，是代表外面的行為。主耶穌所以咒詛那棵無花果
樹，因牠只有葉子，沒有果子，只有外面的行為，沒有生命。新天新地時，列國的人，沒有罪，
沒有死亡，沒有痛苦，沒有咒詛，也沒有鬼魔了。這一班人，萬民，一直活在地上，有聖城在中
間。主耶穌的葉子醫治他們，使他們能活出主的行為，萬民能和平的同處下去了。我們所得著的
是生命樹的果子，他們所得著的是生命樹的葉子。 街道，生命水河和生命樹，都是連在一起
的，在新耶路撒冷裏，甚麼地方有街道，有行動，甚麼地方就有聖靈生命的水河，甚麼地方有生
命水河，甚麼地方就有生命樹。那裏有活動，那裏就必定有生命水河和生命樹。我們所有的舉
動，都得是包括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樹的才可以，是根據於生命樹，不是分別善惡樹。要有生命流
出來，那才是我們的街道，那才是我們的道路，如果不是主耶穌的生命在我們裏面舉動，我們就
不能走，如果沒有聖靈生命的河水流出來，我們就不能動。我們憑著自己的智慧所作的，出於分
別善惡樹的，再好的結局也是死亡。所有屬乎神的工作，都是根據於生命樹，結局於生命水的
河。創世記二章 9 節的樂園中有生命樹，在新天新地時，新城裏有生命樹，但列國的人吃不吃生
命樹，能不能叫地上的居民也得永生就不得而知了。
3 節：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祂的僕人都要事奉祂。
「再沒有咒詛」，始於創世記三章之罪與咒詛的歷史都已結束，在新天新地時不再有
罪，魔鬼也沒有了，每個人良心裏都知道，只有神是善的。 世界的咒詛也是因天使犯罪而來，但
在永世裏，不再有天使掌權了，乃是我們來掌權。 挪亞曾因醉酒而帶下了對部分人類的咒詛，但
在新天新地裏，只有生命樹，不再會有醉酒。創世記第三章時，伊甸園有天起涼風，神只在園中
行走，現在神的寶座在新耶路撒冷裏面了，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一共提過七次。 祂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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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一章 1 節所提的祂的眾僕人，包括了舊約時代的眾先知、眾聖徒、和新約時代中得救的
人。【啟一 1】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祂，叫祂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的眾僕人。祂就差
遺使者曉諭祂的僕人約翰。祂的僕人都要作祭司事奉祂。二十章 6 節說得勝者在千年國度時，是
作祭司與君王，但在永世，所有得救的人都能事奉神。
4 節：也要見祂的面；祂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
能夠常見神，是一特別的權利。沉淪的人
是永遠離開主的面和祂權能的榮光(帖後一 9)，舊約時，就是摩西也只能見神的背。在千年國度，
惟獨得勝者能見神的面(來十二 14)，但在新城裏，所有得救的人都要見神的面，與神親近。【帖
後一 8，9】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離
開主的面和祂權能的榮光。【來十二 14】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
能見主。 祂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在千年國度時，惟獨那十四萬四千人的額上有名字(十四
1)。但這時，所有得救的人額上都寫有祂的名字。【啟十四 1】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
同祂又有十四萬四千人，都有祂的名和祂父的名寫在額上。真實的事奉主，就是與神交通，單單
事奉還不夠，還必須有交通，他們要事奉祂，他們也要見祂的面。看見了神，認識祂的心意，就
能夠作工，否則就常因自己的愚昧而在那裏後悔，或自滿自足在那裏驕傲。祂的名字必寫在他們
的額上，這是真實的見證，誰都知道他們這些人是屬乎神的。
5 節：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此時，天然的光和人為的光都用不著了，因為主神親自要光照他們。在千年國度時，惟獨得勝者
能作王，並且只作一千年；現在是所有得救的人都作王，並且是直到永永遠遠。在創世的時候，
神的目的就是要人管理地，現在人掌權了，且要掌權直到永世，神當初的目的達到了。神要敗壞
撒但，現在撒但也已經扔在火湖裏了。神一面要人像祂自己，另一面神定規人的工作是掌權，我
們已經看見了一個精金的、榮耀的、華美的新婦，各種各樣的珍珠，寶石都在她身上，沒有一樣
是缺少的。她真的沒有玷污，沒有皺紋，沒有瑕疵，是完全聖潔，是無可指摘的了！她真的穿上
榮耀，完全像祂自己了！以弗所書第五章所說的榮耀的教會，就此實現了。從創世以來，神的計
劃，祂的工作可以受打岔，但是不能被停止，到這裏有一班人使神達到了祂的目的了！他們要掌
權，直到永永遠遠！
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是在先前的天地過去以後(廿一 1)。新耶路撒冷不能降在
舊地上，約翰是先看見新天新地，後看見耶路撒冷，且一切都更新了。新城既與火湖是對峙的，
【啟廿一 7，8】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惟有膽怯的、不信
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
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這裏所指的人是在千年國度後，受了審判，才下火湖的。千年國
度時，人是血肉之體，還沒有預備好能以進入新城。在千年國度裏，地上只主耶穌的寶座，沒有
提到「神和羔羊的寶座」，神和羔羊的寶座，是在新城的中央。 二十一章 9 節至二十二章 5 節都
是敘述新耶路撒冷， 二十二章 6-21 節不是預言的本身，是書後的跋。
最後的警告（廿二 6-21） 天使的信息 （廿二 6-11）
6 節：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祂的使者，將那
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僕人。And he said to me, These words [are] faithful and true; and [the] Lord
God of the spirits of the prophets has sent his angel to shew to his bondmen the things which must
soon come to pass. 這些提到新耶路撒冷的話，是真實可信的。在本書中，天使有兩次說到：「這
話是真實可信的」，另一次是【啟廿一 5】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
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眾先知之靈的主神，意思是「作眾先知之靈的神」，這裏
的「靈」也是多數的，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12 節中，「屬靈的」(多數的靈)，凡用多數的靈，就是
造就教會的恩賜，即屬靈的恩賜，【林前十四 12】你們也是如此，既是切慕（諸靈）屬靈的恩
賜，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Thus *ye* also, since ye are desirous of spirits, seek that ye may
abound for the edification of the assembly 。【林前十四 32】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And
spirits of prophets are subject to prophets. 先知之靈包括舊約和新約所有作先知所得之靈，先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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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的，靈也是多數的。從本節起雖是書後的話，但卻完全回到本書的第一章，指示祂衆僕人，
再強調我們這些僕人，需要有眾先知被感之靈的感動，才會真懂啓示録的那些必要快成的事。
7 節：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And behold, I come quickly. Blessed [is] he
who keeps the words of the prophecy of this book. 主耶穌親自說話了，「我必快來」。本章一連說
了三次(7、12 和 20)，目的就是要引起我們的注意。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本書是給人遵
守的，是人可以實行的。第一章 3 節說到讀、聽和遵守是一件事。
8 節：這些事是我約翰所聽見所看見的，我既聽見看見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腳前俯伏要拜他。
And I, John, [was] he who heard and saw these things. And when I heard and saw, I fell down to do
homage before the feet of the angel who shewed me these things.
約翰鄭重其事的作見證說，啟示錄書上所記的一切事，都是他被聖靈感動，親眼看見，親
耳聽見的，現在他就把主藉著天使向他所指示的做了總結， 但他拜天使是愚昧的，這是約翰所作
第二次相同的糊塗事(參十九 10)，並且不加隱瞞的記錄下來。今天在教會中，有許多崇拜屬靈偉
人的現象，對所崇拜的人感激不已，把他們的教訓當作聖言；而被崇拜的人竟也歡然接受，進而
營造一個專屬自己的小王國(地盤)。任何對人的崇拜，乃是一種藐視神的行為，將人高抬以致僭
越神的地位，非常得罪神。連使徒約翰也會一再犯同樣糊塗錯事，可見任何一個聖徒，無論他是
多麼的屬靈，也有可能會犯錯。【啟十九 9】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
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並
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啟二十 1】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裏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鍊子。約翰才不過要
俯伏去拜，還未發出敬拜或讚美的話，天使就已禁止，可見對神以外的，用俯伏來表示敬拜的態
度，是基督徒所不可行的。
9 節：他對我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和你的弟兄眾先知，並那些守這書上言語的人，同是作僕
人的，你要敬拜神。 主禁止人在神以外有所敬拜。主曾在舊約顯現為天使，在本書中也曾有
過，但在千年國度後，主不再顯現作天使了。
10 節：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And he says to me, Seal not the
words of the prophecy of this book. The time is near.
在但以理書八章 26 節和十二章 9 節卻
說到要封住異象，所說二千三百日的異象是真的，但你要將這異象封住，因為關乎後來許多的日
子。啟示錄則是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神的僕人都當明白這書上的預言。在馬太福音十三章，
主耶穌只叫那些跟隨祂的人知道天國的奧祕，對眾人講話是用比喻，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
聽不見，也不明白。啟示錄卻是一本向我們開放的書，但我們必需認識祂，作僕人服事祂，因日
期近了。
【太十三 10,11,13-17】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對眾人講話，為甚麼用比喻呢？耶穌回答說：因
為天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
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豫言，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
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
聽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但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因為看見了；你們的耳朵
也是有福的，因為聽見了。我實在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義人，要看你們所看的，卻沒有
看見；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見。
11 節：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污穢的，叫他仍舊污穢；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聖潔的，叫他
仍舊聖潔。Let him that does unrighteously do unrighteously still; and let the filthy make himself
filthy still; and let him that is righteous practise righteousness still; and he that is holy, let him be
sanctified still. 日期近了，在這短時期內，如果現在不改變，就不再有機會了。
12 節：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Behold, I come quickly, and my
reward with me, to render to every one as his work shall be.
「看哪！我必快來」與本章 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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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賞罰與報應是按著人的行為，有没有遵
守這書上預言。結果是為義的，聖潔的，還是污穢的讓他仍舊污穢，因主快來了！
13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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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the
Alpha and the Omega, [the] first and [the] las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這話在啟示錄中說過好幾
次 (一 8、17，二 8，廿一 6，廿二 13) 。主所以重複不斷地說，就是為給我們看見，舊約的耶和
華即是新約的耶穌。神外面的作法在列祖時代、律法時代，和恩典時代雖有不同，但神自己還是
那一位，從起初到末了，只有這一位神。
14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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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sed [are]
they that wash their robes, that they may have right to the tree of life, and that they should go in by
the gates into the city. 「洗淨衣服」，就是常常讓主耶穌血的功效臨到他們身上(七 14)。
15 節：城外有那些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拜偶像的、並一切喜好說謊言編造虛謊
的。Without [are] the dogs, and the sorcerers, and the fornicators, and the murderers, and the
idolaters, and every one that loves and makes a lie.
那些沉淪的人在新城以外，這城外的地方就
是火湖。新天新地將如何代替往昔的天地，新耶路撒冷照樣要代替往昔的耶路撒冷。火湖在新天
新地將是今日洋海的代替，因此火湖在城外，正好與舊耶路撒冷的陀斐特相對，「湖」是指限定
的地方。【王下二十三 10】又污穢欣嫩子谷的陀斐特，不許人在那裡使兒女經火獻給摩洛；【賽
三十 33】原來陀斐特又深又寬，早已為王預備好了，其中堆的是火與許多木柴。耶和華的氣如一
股硫磺火，使他著起來。 「犬類」是一個表號，指那些拒絶福音的愚昧人，不潔浄的罪人。
【太七 6】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牠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
們。【彼後二 22】俗語說得真不錯：狗所吐的，牠轉過來又吃；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裏去輥。這話
在他們身上正合式。【箴二十六 11】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轉過來吃它所吐
的。 「行邪術的」就是交鬼的人。神把掃羅交給仇敵，叫他死，是因他交鬼。神恨惡交鬼的
人，祂不要我們向死人求問事。
16 節：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眾教會將這些事向你們證明。我是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我是
明亮的晨星。I* Jesus have sent mine angel to testify these things to you in the assemblies. *I* am
the root and offspring of David, the bright [and] morning star. 啟示錄是為著衆教會的，為著祂衆僕
人的，所以主差遣祂的天使來作見證。我是大衛的根，大衛是神所揀選，合祂心意的頭一位王。
又是他的後裔，所羅門是大衛的兒子，又是和平的君。大衛和所羅門都是預表，主耶穌在千年國
度時是來作王的，祂是一位和平的君。這兩句話可以答覆馬太福音二十二章 45 節所記的問題：
大衛既稱祂為主，祂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我是明亮的晨星，晨星是在天亮前末後一段黑暗時
出現的，祂作那一班儆醒信徒的晨星，叫他們能被提。（這段最黑暗的黑夜，是大災難的時期，
日出則是國度的時代。）
17 節：聖靈和新婦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
喝。And the Spirit and the bride say, Come. And let him that hears say, Come. And let him that is
athirst come; he that will, let him take [the] water of life freely. 此時的『新婦』不是指將來新耶路
撒冷的新婦，而是指現在正在建造中的教會，她是基督的新婦，【弗五 32】這是極大的奧秘，但
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在十九章 7 節中説到的新婦，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 bride 也自
己預備好了，並不是指全教會，而是指信徒中的得勝者。一直到新天新地出現，新耶路撒冷從天
而降，新婦（指全體信徒，亦即教會）才完全妝飾整齊。
聖靈和新婦都說來，這是聖靈和教會的禱告，第 16 節耶穌差遣使者為眾教會將這些事向你們證
明後，17 節就是教會中那些聽見的人，口渴的人，願意的人的一個回應。聽見不但是聽見，也是
聽懂的意思，在一章 3 節，十三章 9 節，及在二、三章中曾多次提到，這些聽見的人，是指個人
說的。【啟一 3】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
了。口渴的人也當來，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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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不單是聖靈和教會對信徒的盼望和邀請，也同時是對世人的邀請，來就近這位快要再來的主
耶穌。世人來取生命的水喝，信的人得著永生，並因基督得著滿足。【太十一 28】凡勞苦擔重擔
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任何來取生命水喝的人，自然也會顧到罪人的靈
魂，會一方面求主快來，另一方面關切罪人得救。
18，19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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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estify to every one who hears the words of the prophecy of this book, If any one shall
add to these things, God shall add to him the plagues which are written in this book. 19 And if any one
take from the words of the book of this prophecy, God shall take away his part from the tree of life,
and out of the holy city, which are written in this book.
，沒有人能在這書上加減一字一句，
這個警告是相當嚴重，不止不能進聖城，並且要刪去他生命樹和聖城的分，他就永無得勝的可能
了。
20 節：證明這事的說：是的，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He that testifies these
things says, Yea, I come quickly. Amen; come, Lord Jesus.
主耶穌自己來見證，先前 7 節說：
看哪，我必快來！此刻再說：是的，我必快來。主耶穌阿！我願你來，這是約翰的禱告。我們不
是看一個信徒，傳道人，外面有多少成就，有多少學問，聖經知識，有多少理想報負，而是要看
人的心，要不要主再來？能不能像一個等候祂來的人，對祂說：主耶穌阿！我願你來。聖經最末
了的禱告，就是「主耶穌阿，我願你來 Amen; come, Lord Jesus.」，這一個禱告總有一天要應
驗，這也是二千年來，許多忠心的信徒的禱告。
21 節：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all
the saints. 這是主藉約翰的禱告和祝福。若無主耶穌的恩惠，沒有罪人能得救，聖徒也不能為
主站住。主耶穌的恩惠賜眾聖徒能力，叫我們能得勝，被提，更用大能不但領我們進入國度，還
要進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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