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廿一章 

啟示錄 
 
目標： 
 
完成本章，你應能夠： 

 說出啟示錄的作者。 
 指出啟示錄的受書人。 
 舉出啟示錄的目的。 
 默寫啟示錄的鑰節。 
 列出啟示錄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引言 

 
作者：約翰 
 
對象：亞細亞的七個教會和普遍的信徒。  
 
目的：顯明上帝對世人的計劃。  
 
鑰節：一 19 
 
生活和事奉原則：末日時候，善必要勝過惡。上帝的計劃必定堅立和實現。 
 
主要人物：約翰、敵基督、假先知、耶穌基督。 
 

大綱 
第一部份：過去：「凡所看見的」 

 
壹、 引言：一 1－3 
 
弍、 問安：一 4－6 
 
叁、 啟示錄的主題：一 7－8 
 
肆、 作者：約翰：一 9－10 



 
伍、 約翰在異象中見到主：一 10－18 
 甲、 祂的位格：是主，是阿拉法和俄梅戛：一 8 
 乙、 祂的位置：在眾教會（燈台）中間：一 12－13 
 丙、 祂的特徵：一 13－16 
 丁、 祂的信息：一 17－20 
 

第二部份：現在：「現今的事」 
 
壹、 給眾教會的信息：二 1－三 22 
 甲、 以弗所：二 1－7 
 乙、 士每拿：二 8－11 
 丙、 別迦摩：二 12－17 
 丁、 推雅推喇：二 18－29 
 戊、 撒狄：三 1－6 
 己、 非拉鐵非：三 7－13 
 庚、 老底嘉：三 14－22 
 

第三部份：未來：「以後必成的事」 
 
壹、 末期中掌管事件：四 1－五 14 
 甲、 寶座上的上帝：四 1－11 
 乙、 書卷：五 1－5 
 丙、 羔羊：五 6－14 
 
弍、 羔羊發怒：六 1－十九 21 
 甲、 七印的審判：六 1－十一 19 
  一、 第一印：六 1－2 
  二、 第二印：六 3－4 
  三、 第三印：六 5－6 
  四、 第四印：六 7－8 
  五、 第五印：六 9－11 
  六、 第六印：六 12－17 
  七、 插段：七 1－17 

a. 在地上：上帝僕人們受印記：七 1－8 
b. 在天上：上帝僕人們歌唱：七 9－17 

  八、 第七印：八 1－十一 19。這印包含了七號： 
   a . 第一支號：八 7 



   b. 第二支號：八 8－9 
c. 第三支號：八 10－11 
d. 第四支號：八 12－13 
e. 第五支號：九 1－12 
f. 第六支號：九 13－21 
g. 插段：十 1－十一 14 
六號七號當中發生了七件事 

h. 第七支號：十一 15－19 
 
叁、 撒但在地上作王：十二 1－十三 18 
 甲、 撒但和以色列：十二 1－17 
 乙、 撒但和世界：十三 1－18 
 
肆、 七碗的審判：十四 1－十六 21 
 甲、 七碗前出現的事件：十四 1－十五 8 
 乙、 碗的審判十六 1－21 
  一、 第一碗的審判：十六 2 
  二、 第二碗的審判：十六 3 
  三、 第三碗的審判：十六 4－7 
  四、 第四碗的審判：十六 8－9 
  五、 第五碗的審判：十六 10－11 
  六、 第六碗的審判：十六 12－16 
  七、 第七碗的審判：十六 17－21 
 
伍、 世界宗教的覆滅：十七 1－18 
 甲、 歷史：十七 1－6 
 乙、 未來：十七 7－18 
 
陸、 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系統覆滅：十八－24 
 
柒、 上帝的仇敵在哈米吉多頓被擊敗：十九－21 
 甲、 天上慶祝：十九 1－10 
 乙、 在地上交戰：十九 11－21 
 
捌、 審判人類：廿 4－15 
 甲、 永生：廿 4－10 
乙、 永死：廿11－15 
 



玖、 新天新地：廿一 1－廿二 5 
 甲、 鳥瞰：廿一 1－8 
 乙、 詳述新耶路撒冷：廿一 9－廿二 5 
 
拾、 結朿前勸勉：廿二 6－21 
 

 
 
 
 
 
 
 
 
 
 
 
 
 
 
 
 
 
 
 
 
 
 
 
 
 
 
 
 
 
 
 
 



自我測驗 
 
1. 誰是啟示錄的作者？ 
 

                                                                   
 

2. 舉出啟示錄的目的。 
 

                                                                   
 

3. 誰是啟示錄的受書人？ 
 

                                                                     
 

4. 列出啟示錄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5. 默寫啟示錄的鑰節。 
 

                                                                   
（答案在手冊末章後列出） 

 
 
 
 
 
 
 
 
 
 
 
 
 
 
 
 



進深研讀 
 

1. 啟示錄宣告七樣的福氣： 
 
念這書上預言的都是有福的：一 3 
在主裡面死了的人有福了：十三 14 
警醒、看守的人有福了：十六 15 
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十九 9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廿 6 
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廿二 7 
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廿二 14 

 
2. 研究第九章有關魔鬼的描述。 
 
3. 讀一下有史以來不信的人聚集哀求：六 15－17 
 
4. 耶穌給教會的遺言記載在第二和第三章。 
 
5. 啟示錄的作者約翰又寫了約翰福音和壹、弍、叁書。研讀他的其他靈感作品。
約翰是耶穌的一位門徒。你可在福音書中讀到他的生平。 

 
6. 讀啟示錄時，參照一下但以理書。留意下面的對照： 
 
關於以色列：但以理書三和六章，啟示錄十二章 
關於敵基督：但三 1－7；七 7、8、24、25；八 9－12、23－25；九 27；十
一 36－45；啟十三 
關於大災難：但九 24－27；啟十一 2；十二 6、14；十三 5 
但以理是封閉的書：十二 9。將來的事並沒有在當時揭示。 
啟示錄是開啟的書（啟廿二 10），寫作的目的是向人完全啟示神的計劃。 
 

7. 聖經提及上帝要賜信徒好些不同的冠冕： 
 
─不能壞的冠冕   林前九 25 
─喜樂的冠冕   帖前二 19－20 
─公義的冠冕   提後四 8 
─榮耀的冠冕   彼前五 2－4 
─生命的冠冕   啟二 10 

 



8. 研究啟示錄二至三章給七個教會的信。製作圖表，記下每個教會的資料： 
 

教會名稱：信的對象。每個教會的名字清楚列出。 
描述：每篇信息都有關於主耶穌基督的描述。 
嘉許：列出主稱讚的一些優點。 
責備：列出主責備的一些過失。 
命令：主在每篇信息都發出命令，與及針對教會的弊端提出解決方法。 

  應許：每個教會都得著應許，作為改革的動力。 
 
9. 啟示錄是聖經中舉出最多耶穌名銜的一卷書。以下是其中一些。你能找出其 
它的來嗎？ 
 
耶穌基督：一 1 
誠實作見證的：一 5 
從死裡首先復活的：一 5 
世上君王元首的：一 5 
阿拉法和俄梅戛：一 8 
首先的和末後的：一 17 
人子：一 13 
上帝之子：二 18 
拿著大衛鑰匙的：三 7 
拿著死亡和陰間鑰匙的：一 18 
猶大的獅子：五 5 
大衛的根：五 5 
被殺的羔羊：五 6 
忿怒的羔羊：六 16－17 
寶座上的羔羊：七 17 
我們的主：十一 18 
男孩子：十二 5 
萬世之王：十五 3 
誠信真實：十九 11 
上帝的道：十九 13 
萬王之王：十九 16 
萬主之主：十九 16 
初和終：廿二 13 
明亮的晨星：廿二 16 

 
10. 下面的圖表可以幫助你了解聖經中提及的最後三次決戰： 



 
參戰各方    時間   結果   經文 
俄羅斯及其聯盟  大災難前或後。 上帝介入，俄羅斯 結卅八 1－ 

    隨時發生。  大軍崩潰。   卅九 16 
 
列國對抗上帝  七年大災難後在 耶穌從天而降，  珥三 9、12 
     耶路撒冷。  擊敗強敵。   亞十四 1－4 

啟十六 13－16
啟十九 11－21 

 
撒但和上帝   千禧年後  撒但和跟隨者被  啟廿 7－10 

扔在琉璜火湖中， 
直到永遠。  

 
11. 比較世界的開始和終結： 
 
開始       終結 
（阿拉法）      （俄梅戛） 
創一至三章      啟廿至廿二章 
上帝創造天地：一 2    我又看見新天新地：廿一 1 
要有光：一 3－5     城內不用日月光照：廿一 23；廿二 5 
水的聚處稱為海：一 10   不再有海：廿一 1 
生命樹：二 8－9     生命樹：廿二 2 
有河從伊甸流出：二 10   生命水的河：廿二 1 
從樹來的死亡：二 17    叫人得生命的樹：廿二 2 
受咒詛：三 17     再沒有咒詛：廿二 3 
疼痛：三 17      再沒有疼痛：廿一 4 
趕出去，不得進入：三 24   城門總不關閉：廿一 25 
上帝與人同行：三 8    上帝與人同住：廿一 3 
死亡出現：二 17     死亡被廢：廿 14 
魔鬼引誘人：三 4－6    魔鬼不得再迷惑列國：廿 3 
魔鬼橫行無忌：三 4    魔鬼被綑綁：廿 2 
悲哀：三 17      也不再有悲哀：廿一 4 
天地形成：一 1     天地都逃避：廿 11 
上帝創造的大能：一 1    上帝毀滅的力量：廿 9 
躲避上帝：三 8     站在上帝面前：廿 12 
起初：一 1      成了：廿一 6 

 



 
結語 

 
 聖經顯明上帝的藍圖。約是這計劃的準備。福音書顯明這計劃，使徒行傳和

書信則享用這計劃。啟示錄說明上帝計劃圓滿結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