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录注释书众多，显示其困难跟复杂。

实用释经学

第四十课…

启示录：审判与希望之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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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启文学
 主前第二世纪到主后第二世纪犹太人社群、
在一个受迫害的历史背景，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学形式
 不同的海外华人、不同的历史处境，
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像乡土文学、眷村文学
天启文学的特性…
1. 根据旧约先知文学，很丰富的包含着 ─ 部分的
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很多的异象，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

这个书卷当中有很特别的文学类型…
文学

跨度比较多，包含现在上帝在历史当中做什么？
跨度比较多
包含现在上帝在历史当中做什么？
更多的关注将来神的审判跟救恩要如何实施？
 盼望上帝激烈的、彻底的，把人类历史结束，
盼望上帝激烈的 彻底的 把人类历史结束
也就是正义获胜、邪恶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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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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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启文学跟先知文学稍微不同的，

先知文学是上帝的代言人，
先知文学是上帝的代言人
把上帝所说的话用文字表达出来
 天启文学是看见异象，
天启文学是看见异象
在圣灵的灵感默示下，用准确的文字把所看见的写出来


3. 内容常常是以异象跟异梦的形式来呈现，

里面充满了神秘的象征跟语言，往往用托名外典 ─


假托别人名字 (当代有名人物) 来写，
这段时期的次经、伪经也有这类型
 约翰的启示录是以真名来写
4. 密封，而且交代要传给后世
5. 因为充满神秘象征的语言、异梦、异象，

往往需要有天使来解释
往往需要有天使来解释，
因为当事人可能自己也不明白

4. 常常以不是真实的事物来传达意象，是用象征性的语言，

比喻中讲到世上的光、世上的盐，
比喻中讲到世上的光
世上的盐
都是真实的事物
 天启文学中异象、异梦，常超越真实事物，
天启文学中异象 异梦 常超越真实事物
像中文翻译的龙，有时称作巨兽、海怪…


5. 将时间跟事件做整齐的区分，会标上数字，

譬如编了号的异象来传达上帝的审判，
第一碗、第二碗、七雷、七灾…
 中国历史中的元朝，革命份子怎样传递情报？
，
就是把信息小纸条塞在月饼里，
小纸条写的充满了代号，
只有圈内人士知道、圈外人不知道
这就很典型的天启文学的特点 ─
他们若有所指的描述，可能充满情报


二、先知文学
特别是他的末世观 ─
 末世已经开始了，可是还没有完全实现
 不是写给未来的人看，
而是写给主后第一世纪当代的教会，
 先知文学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当时在迫害中，
主要的宗旨在讨论在末世的时候，
基督与教会的得胜
 所以用先知的预言，来鼓励、劝勉当代教会
三、书信
一开始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信，
就有书信解释的原则。

四、天启文学当中有很多象征性的语言，

所建构出的图画世界 意象的解释要留意
所建构出的图画世界、意象的解释要留意…
1. 约翰的观念、意象，
来自旧约 当时天启文学的特点
来自旧约、当时天启文学的特点，
 那是否有引用古代神话？
 会用近东神话故事里通用的海怪、怪兽、巨兽…
会 近东神 故事 通 的海
兽
兽
 在引用中，转换注入新的先知文学中特殊的含意
譬如：多种颜色的马，在天启文学都会象征争战
文学
象 争战
 所沿用不只是在启示录，像约翰福音的「道」，
 原是希腊文中一个形而上、抽象、智慧的道 Logos
 赋予新的意义 ─ 讲述太初先存的道，指向耶稣基督
会沿用希罗文化的某些用语，
约翰在他的书卷里 会赋予新的意义
约翰在他的书卷里，会赋予新的意义，
在上下文中会明显看的出来。

启示录要去了解并不难，想去解释、所要应验的历史事件，
复杂度就更多了 解释启示录必须留意
复杂度就更多了，解释启示录必须留意…
一、作者约翰、带来启示的圣灵，原来的意思，

先还原当代受书人所能了解的意义
二、有没有第二层意义，就是应验性，还是要

以作者跟读者所共同了解的为基础，不可能超越这个范围
三、经文类比：不只是约翰讲述，有些独特象征性修辞，

在 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马太福音、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谈论末世论的时候都有 些类似的经文
谈论末世论的时候都有一些类似的经文
 对某些经文可以以经解经，任何解释启示录的关键 ─
 启示录本身的经文会解释
 约翰所了解其他旧约、新约的经文，
可以找出他所引用经文的来源
不是自己的揣测、而是以经解经


2. 天启文学会有一些象征性的语言，
解释他的含意 有时是固定的 有些是不固定的
解释他的含意，有时是固定的、有些是不固定的…
 金灯台，上下文的解释是固定的，指教会；
龙 大龙 会解释是古蛇 是固定的
龙、大龙，会解释是古蛇，是固定的；
用象征性的东西，来指明另外一个人物
 有些不固定的象征，譬如︰
有些不固定的象征 譬如
 犹大的狮子是指向耶稣基督，
其他经文会指向撒旦 ─ 好像狮子要寻找可吞吃的
像狮子 寻
吃
 启示录提到一个角色叫做妇人，
十二章 指选民，像
选
创三15 女人的后裔，产生选民
十七章 的妇人却指向淫妇
象征性的语言当中，有不一样的意义，
根据上下文所描述的解释，
解释，
不要一律的套用。

4. 要整体来看整个的异象，
而不是用寓意解经法来强调所有的细节 ─
第一个兽是什么、第二个…
 其实有一些戏剧性的效果
其实有 些戏剧性的效果
 整体的看异象不会模糊焦点，
把各别的解释太过强化，反而模糊了
各别的解 太过
反 模糊
上帝透过异象所表达的焦点

3. 留意约翰自己对意象的解释，
所看见上帝似乎用播放动画的方式 来传递的启示跟晓谕
所看见上帝似乎用播放动画的方式，来传递的启示跟晓谕，
约翰用准确的文字把他所看见的动画给记录下来。
 一13看见像人子的那一位就是基督，

唯独他曾经死过、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
这个意象、像人子的那一位会继续出现
 一20 金灯台，指七个教会，是他的受书人
 一20 七星，指教会的七位使者

六12-13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日头变黑像毛布，

天上的星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十二90 大龙，上下文约翰自己解释就是撒旦
大龙 上下文约翰自己解释就是撒旦
 十七90 七头，女人所坐的七座山，也就是七位王

是在讲述异象中审判的生动
是在讲述异象中审判的生动，
而不要说无花果是什么？
太阳变黑像毛布是现代的什么？
就是不要迷失在细节当中。

 十七18
十七 淫妇，指大城，显然就是当代的罗马，
淫妇 指大城 显然就是当代的罗马

是一个与基督对抗、地上的属灵的权势
以他已经解释的意象，做为了解其他意象的起点。

5. 约翰跟他的读者共同拥有的就是旧约的背景，
他把旧约故事的延续跟完成 在启示录铺排出来
他把旧约故事的延续跟完成，在启示录铺排出来，
让人充份的看出上帝是历史的掌权者…
颂赞基督
旧约献祭

启一5b-6a 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

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
出十九6a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基督来临
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亚十二10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
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
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
但七13

对基督描述

但十6 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

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
但七9、13；结一24；
赛四九2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荫之下；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 将我藏在他手荫之下；

又使我成为磨亮的箭，将我藏在他箭袋之中。

 启五 把耶稣基督描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
创四九9 犹大是个小狮子；你屈下身去，
犹大是个小狮子 你屈下身去

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


称他做大卫的根
赛十一1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



他是那位被杀的羔羊，来自逾越节和献祭制度，
两个融合焦点集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启八、九第一次七支号吹响，描绘预先的和暂时的审判，

呼应 出埃及记七–十 所
所临到埃及的几个灾，
到埃及的几 灾，
是上帝介入人类历史当中审判的时候，
很熟悉的一幅一幅的图画
很熟悉的
幅 幅的图
这是约翰跟他的读者都共同了解的旧约背景，
可是现在廿一世纪的读者
可是现在廿
世纪的读者，
不见得对这个部分这么的熟悉…

五、天启文学不大会按照年代次序，

来排列、来讲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来排列
来讲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跟先知文学很类似 ─
 会超越以后的发生，这不是他要关切的
会超越 后的发生 这 是他要关切的


要关切的 ─
不论现在如何糟糕、所面对的环境如何险恶，
上帝始终掌管着历史、他所买赎的教会，
即便教会仍然会经历苦难、甚至死亡，
可是至终能够在基督里得胜

这是在启示录当中要写作的基本的宗旨，
这是在启示录当中要写作的基本的宗旨
不同的文学类型
就有不同的解释方式。
就有不同的解释方式

所预言的主题非常的明确…
1. 教会与罗马帝国必然发生冲突，其实已经开始
帝
突
2. 最初的胜利似乎是属于罗马帝国，
所以警告教会 ─苦难跟死亡是在前面
3. 提醒教会在情况变好之前，会越变越糟
4. 约翰非常关切在受苦的教会，不要投降、不要妥协，
有非常多鼓励的话 一17-20
因为上帝掌管万事，基督掌握历史的钥匙，
教会也在他的手中，
因此教会会借着死亡而得胜，跟基督一样
5. 神最后会将他的愤怒，
倾倒在那些造成苦难和死亡的人身上，
也会将永远的安息，赐给那些忠心到底的人
6. 当时的情境中，敌基督的势力就是将来要受审判的仇敌

历史背景
一19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分。
约翰在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当中，
重复出现的 个词就是得胜的
重复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得胜的，
 约翰自己以及受书人这七个教会，
共同面对就是逼迫 患难
共同面对就是逼迫、患难，
可能失败也可能得胜
 约翰挑战、引导他们，要有得胜的盼望
约翰挑战 引导他们 要有得胜的盼望
他们一同在患难，
他们
同在患难，
可是一同都有一个得胜的应许和把握，
因为所跟随的耶稣基督就是
因
所跟随的耶稣 督就是 ─
透过受苦而得胜，甚至到受死的地步。

当时是有苦难，有很多关于苦难经文的描述，
这是教会当时 忍受的
这是教会当时要忍受的，
像第五印殉道者呼求、求神申冤，
上帝的答复竟然说还要再等候。
另一类的经文是描述神的愤怒 ─
上帝要将他愤怒的审判，
倾倒在加患难、逼迫给神子民的那些人身上，
倒在 患难、
神子民 那
身 ，
就是上帝的审判，包含在第六印描述审判来临了。
读的当中可以区分…
 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正在受的苦难
第
在受
难
 将来神要开启愤怒的审判
目的都是对当代教会，给他们安慰的信息

启示录的文意脉络比较复杂，仍然可按照书信的方式来整理，
 了解异象的背景跟意义、在整卷书的功用
了解异象的背景跟意义 在整卷书的功用
 异象在说什么 What？怎么说的 How？为什么这么说 Why？
一到三章介绍在世界历史舞台的三位主角

─

约翰、耶稣基督、教会
四到五章三位主角所在的舞台，
很多壮观的异象、将来的敬拜，
 衬托的主题 ─ 上帝仍然治理着世界、神是历史的掌权者
 上帝如何带下他的治理？是借着犹大的狮子、
帝如何带下他的治
是借着
狮子、
以及受苦的羔羊，他曾经被杀可是却得胜
六到七章在舞台上演的第
在舞台上演的第一幕就是七印，
幕就是七印，
后面这些标明编号的异象都有一个特点 ─
前面四个 中间两个 插入一段异象
前面四个、中间两个，插入
段异象，
然后最后的第七个

十二到廿二章 描述着审判与得胜的细节，

有这么多的灾难，可是上帝的审判也开铡了
有这么多的灾难
可是上帝的审判也开铡了
 十二章 是全书的神学关键，有两个异象 ─
对比撒旦跟基督的争战 是核心点
对比撒旦跟基督的争战，是核心点
 十三到十四章 地上的政权─ 当代的罗马，
跟教会之间的张力

六到七章七印

─ 第一幕
 一到四印，白马、红马、黑马、灰马，
到四印 白马 红马 黑马 灰马
各有不同的象征
 第五印，殉道者问：要等到几时呢？
第五印 殉道者问
等到
 第六印，在地震当中上帝的审判，
谁能站得住呢？
 插入两个异象 ─ 十四万四千个受印者、一大群人，
描述有这么多人是在患难中出来的
 第七印，神的愤怒
八到十一章七号 ─ 第二幕
 一到四号，自然界的大混乱
 五、六号，蝗虫、大争战
 插入两个见证人的死以及高升
 第七号，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

爱我们的耶稣，真的知道，
真的知道
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
但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所处的环境
但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所处的环境
没有感受到逼迫，就似没有资格去了解领会
那些奥秘在生命 在教会当中的意义！
那些奥秘在生命、在教会当中的意义！

祷告

 十五到十六章 七碗，也是前面四个、后面三个，

帮助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

讲到地上的政权如何被倾倒
 十七到廿二章 两个城的对比 ─死亡之城与神的城

唯有愿意与你一起走在十字架的路上，
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受苦，
才能够体会你又如何在现今的历史当中继续掌权。
你是透过死亡、受苦而得胜的君王，
引导我们属你的儿女跟随你的脚踪而行。

读启示录先有大的文意脉络，就不会迷失在细节，
幅 幅异象
幕 幕
，
这一幅一幅异象型的一幕一幕的画面，
具体的安慰当代的教会…
 所受的患难、逼迫，会越来越严肃、越来越严重
 基督是掌权者，也曾透过受苦、受死，而至终却得胜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