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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救恩的完成 
 

聖經書卷：啓示錄 

 

啓示錄是聖經最后一本書但卻是非常寳貴的一本，last but not the least, 可惜很多主的門徒

都忽略了這本書，因為他們覺得啓示錄有太多爭議而且不容易理解。其實，啓示錄所要表

達有関神救恩的計划的信息，是容易理解，清楚而且沒有爭議的。啓示錄是一本神啓示基

督耶穌得勝撒旦魔鬼的書信。 

 

預言(vv.1:1), 啓示(vv.1:3), 書信(vv.1:4; 2:1) 

將來必成的事 (vv.1:19)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 (2:7; 2:11; 2:17; 2:29; 3:6; 3:13; 3:22; 13:9) 

得勝的 (2:7; 2:11; 2:17; 2:26; 3:5; 3:12; 3:21) – 如何得勝？ 

 

(創3:15) 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

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得勝的羔羊 
 

基督耶穌的得勝，不是以暴力對暴力，而是以將自己獻上為祭，成了被殺的羔羊。在神無

比的智慧和奧密裏，這是神要勝過撒旦，挪去罪和死亡權勢的方法。在神永恆的救恩計畫

裏，只有被殺的羔羊配的展開最后審判撒旦的書卷！ 

 

(啓 5:1-14) 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裡外都寫著字，用七印封嚴了。 2 我又

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傳說：「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呢？」 3 在天

上、地上、地底下，沒有能展開、能觀看那書卷的。 4 因為沒有配展開、配觀看那

書卷的，我就大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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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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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

往普天下去的。 7 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裡拿了書卷。 8 他既拿了書卷，四

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

聖徒的祈禱。 9 他們唱新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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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 10 又叫他們成為

國民做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11 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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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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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

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14 四活物就說：「阿們！」眾長老也俯

伏敬拜。 

 

羔羊的得勝，也給披上羔羊的血為主道見証的聖徒帶來得勝的地位： 

 

(12:10-12) 10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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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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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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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氣憤憤地下到你們那裡去了。」 

 

(17:14) 14 「他們(十角/十王, vv.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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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羔羊的得勝，屬神的子民將見証大能的神審判敗坏世界的古蛇，就是撒但： 

 

(18:1-2) 此後，我看見另有一位有大權柄的天使從天降下，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 
2 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汙穢之靈

的巢穴[a]，並各樣汙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8-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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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地上的君王，素來與她行淫、一同奢華的，看見燒她的煙，就必為她哭泣哀號

。 10 因怕她的痛苦，就遠遠地站著說：『哀哉！哀哉！巴比倫大城，堅固的城啊，

一時之間你的刑罰就來到了！』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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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他的判斷是真實、公義的，因他判斷了那用淫行敗壞世界的大淫

婦，並且向淫婦討流僕人血的罪，給他們申冤。」 3 又說：「哈利路亞！燒淫婦的

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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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神的眾僕人哪，凡敬畏他

的，無論大小，都要讚美我們的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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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者做王了。 

 

https://classic.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Revelation+18&version=ESV;CUVMPT#fzh-CUVMPT-309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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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勝的羔羊，是“誠信真實”，是“神之道”，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19:11-16) 11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

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12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

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 13 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神之道」(ref. 

約 1:1)。 14 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 15 有利劍從

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 
16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大災難與大審判 
 

災難 = 審判 = 試煉： 

七印（chap. 5-7） 

七號（chap. 8-11）  

七雷（10:3-4）- 封住 

七碗（chap. 15-16）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20:7-15) 7 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從監牢裡被釋放， 8 出來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

就是歌革和瑪各，叫他們聚集爭戰，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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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

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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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

見之處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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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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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15 若有人名字

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裡。 

 

新天新地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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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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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耶路撒冷 = 羔羊的妻(vv.21:9-10) = 屬神的百姓(vv.21:11-12) 

(12:2-5) 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裝飾整

齊等候丈夫。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ref. 創

3:8 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 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做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

在，做他們的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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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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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 6 他又對我說：「都成了！(ref. 約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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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

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兒子。」 

生命河與生命樹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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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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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後再沒有咒詛 (ref. 創 3:14-19) 。在城裡有神和羔羊的寶

座，他的僕人都要侍奉他， 4 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5 不再

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做王，直到永永遠

遠。 

必成的事 

(22:12-17) 12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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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那些洗淨自己衣

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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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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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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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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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誡命 

(太 22:37)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38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

的。 39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 40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

綱。 

(林前13：8-12) 8 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

，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9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10 等那完

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11 我做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12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

模糊不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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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