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课 4月14日至20日
耶稣与启示录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林前10：1-11，启12：1-17，19：11-15，弗1：20，启11：19，1：1018。

存心节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
他同坐一般。”（启3：21）

即便只是快速浏览新约《圣经》，都能看出一个无可推诿的事实：新约
《圣经》与旧约《圣经》是密不可分的。福音书和使徒书信反复提到旧
约《圣经》中的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引用旧约《圣经》的内容。在提到
自己的事工时，耶稣有多少次说到“经上的话”要“应验”呢？（参看
太26：54，56；可14：49；约13：18；17：12）
启示录也是如此。的确，若要完全撇开旧约《圣经》来去理解启示录是
完全不可能的，尤其是但以理书。这正是我们常常将这两本书并在一起
学习的原因。

在启示录中，旧约《圣经》参考资料的重要性之一，乃是将启示录整部
书与其共观时，它们便彻底显明了耶稣。启示录是完全关乎耶稣的：他
是谁、他为百姓所做的一切，以及有关他将在末日为我们所行之事。最
重要的是，任何对末日之事的理解，都必须聚焦于耶稣、将他置于核
心，这正是启示录这卷书的精神。本周课程将带领我们了解启示录中的
耶稣。
■研究本周学课，为4月21日安息日作准备。

星期日

4月15日

第3课／耶稣与启示录

page

19

【启示录的架构】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众多共同点之
一，乃是它们都是由两个基本架构
组成：历史和末世（末日事件）。
这两个概念与每卷书都有关联。我
们也许会把历史事件、尽管只是小
范围事件，看成是末日全球性大事
件的前兆或先例。换句话说，透过
学习旧约《圣经》历史的事件，我
们可以预示我们的时代，乃至未来
将要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个原则
不仅仅限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
请读林前10：1-11。从这些经文
中，我们如何看出以上提到的原则
呢？

正如我们上周所学，但以理书中有
些故事（但3：6， 15， 27；以及
6 ： 6 - 9 ， 21 ， 22 ）是局部性的历
史事件，但它们多少反应了启示录
描述的末日事件。透过学习这些事
件，我们至少可以从更广的角度了
解上帝的儿女末日将会面临的一些
事。然而，也许最重要的是不管我
们目前的处境为何，我们完全有信
心最终必蒙拯救。不论启示录教导
什么，它都确保忠心的人最终必将
得胜。

虽然有些例外的地方，但启示录的
历史部分是第1-11章，之后是关乎
末日的第13-22章。
请读启12：1-17。我们应当怎样看
待这一章呢？它是历史事件还是末日
事件呢？为什么？

如我们所见，这一章两者兼具。
为什么呢？因为它谈到了历史斗
争─ 撒但被逐出天上（启 12 ：
7-9）、撒但攻击婴孩耶稣（启12：
4），以及教会在随后的历史时期
遭受逼迫（启 12 ： 14 - 16 ），最后
是描述撒但攻击末日的余民（启
12：17）。
有人说我们从历史习得的教训之一就
是我们从来没有以史为鉴。意思就
是，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个时代，人类
一直都在重覆犯着相同的错误。有这
么多的历史教训摆在我们面前供我们
学习，我们如何才能避免犯同样的错
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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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4月16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耶稣的形象】

请阅读以下经文。这些章节中有耶

牺牲。“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

身、行过的事迹、如今正进行之

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林前

稣许多不同的名字，并有对他自

事，以及未来将做之事的描述。这
些经文教导我们怎样认识耶稣呢？
启1：5

启1：18

启5：8

启19：11-15

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

5：7）

他还是那位“曾死过，现在又活

了，直活到永永远远”的上帝（启

1 ： 18 ） ， 这 明 确 地 指 向 他 的 死
亡和从死里复活。“照经上所写

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

活。”（路24：46）启19：11-15
亦描述他的大能、荣耀和审判时复
临的角色。“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
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
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太

16：27）

我们该如何每天都把耶稣的生、死、
启21：6

这些只是启示录中用各种角色和职
能描述耶稣的众多经文里的一小部
分。他是羔羊，这指向他的第一次
降临，以及他为我们的罪甘愿舍己

复活和复临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以
及我们道德选择的基础呢？

星期二

4月17日

第3课／耶稣与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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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中的圣所主题】

除了这两大部分外，启示录还有另

请读启11：19。在天上的殿敞开

为架构的层面。圣所主题不限于两

个房间里的约柜出现了，这其中有何

一个架构，就是以希伯来人的圣所
大部分的任何一方，而是贯穿两
者。

在地上的圣所中，献祭活动从外院
开始，在燔祭坛处宰杀牲畜。象征
着十字架的祭牲死后，祭司会进入
圣所的第一个房间，这个部分是耶
稣升天后，在天上圣所侍奉的样

式，是以耶稣在金灯台间行走来表
示（启1：13）。

请读启4：1，2。那个敞开的门代表
什么？这个场景位于哪里呢？参看徒
2：33；5：31；弗1：20；来10：
12，13；诗110：1；启12：5。

时，约翰可以看到位于地上圣所第二
重要意义吗？（参看利16：12-14）

天上圣所中约柜的形象，无可置疑
地代表着至圣所或天上圣所的第二
个房间。在启示录中，我们不仅了
解了耶稣在圣所和至圣所里的侍

奉，还有一个重要且令人欣慰的事
实：那就是天上和地上的事件是紧
密相连的。即使在启示录所描述的
历史和末日的考验之中，我们都可
以相信“全天庭都在参与预备一

班人在主预备争战的日子可以站立
得住。天与地的联系似乎是很密切
的。”─ 怀爱伦，《今日的生

在升天后不久，基督透过这第一个
敞开的门，到了天上圣殿中的圣所
里。基督首次出现在启示录时，他
是站在天上圣所中第一个房间的金
灯台前（参看启1：10-18）。

活》，原文第307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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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4月18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启示录中的基督：第一部分】

从架构到内容，启示录整体上有一
个目的，那就是启示耶稣基督。

这正是这本书的开篇语为“耶稣
基督的启示”（希腊文：Apocalypsis
Iesou Christou）的原因。这通常被理
解为1“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
或者2“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
（启 1 ： 2 ）启示录通篇都是“启
示”的事实，恰好驳斥了认为启示
录难以理解的人们。如果上帝不打
算让读启示录的人理解个中意义的
话，他为何把这卷书放在《圣经》
里呢？
请读启示录1：1-8。这些经文教导
我们怎样认识耶稣呢？

在启示录中，基督被介绍为“世上
君王的元首”（启1：5），并在这
卷书的最后被描述为“万王之王”
（启 19 ： 16 ）。此处的大好消息
乃是在地上各样的混乱和恐慌充斥
时，我们确实相信我们慈爱的上帝
和救主有最终的支配权。
《圣经》在启示录 1 ： 5 向我们明

确地指出基督为救赎主。“他爱
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
恶”，这话指向他在十字架上的赎
罪牺牲。他不只使我们称义，还使
我们成圣（林前6：11）。我们可
以从这种经文中得到救恩的保证，
因为它向我们指出：洗去我们罪恶
的乃是耶稣。我们当然不能依靠自
己得救。
请读启1：7。这节经文教导我们怎
样认识耶稣呢？

整个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乃是基督将
“驾云”复临的应许。耶稣会再
来；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将亲眼目睹
的事件，这是一个要彻底终结世界
上的痛苦、混乱和毁灭，并引领人
进入永恒中所有应许的大事件。
启1：8教导我们怎样认识耶稣呢？
在这节经文里，可以找到我们面对考
验时，带给我们安慰的希望吗？

星期四

4月19日

第3课／耶稣与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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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中的基督：第二部分】

请读启1：10-18。耶稣在此如何形
容他自己呢？

在上述的章节中，耶稣显现在天上
圣所的第一个房间。他这个角色的
启示是如此伟大，以致约翰恐惧地
扑倒在他脚前。永远带来安慰的耶
稣吩咐他不要惧怕，并指出他是
阿拉法和俄梅戛，首先的和末后
的；这些都指明他是永活永在的上
帝。他随后提到了他的死亡和复
活，以及复活所带来的盼望。耶稣
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换句
话说，耶稣在此把他在马大的弟弟
死亡时说的话告诉约翰，这也是约
翰的记录，“复活在我，生命也在
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
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约11：25，26）
耶稣先后透过马大和约翰向我们指
出复活的盼望─基督徒信仰的顶
点。如果没有这个希望，世上还有
别的什么指望呢？
请读启22：7，12，13。这些经文
又如何启示了耶稣呢？

“基督耶稣是阿拉法和俄梅戛，是
旧约《圣经》的创世纪和新约《圣
经》的启示录。两者都在基督里会
合。亚当和上帝借着第二个亚当的
顺从得以和好。第二个亚当实现
了胜过撒但的试探以及救赎亚当可
耻的失败和堕落。”─怀爱伦注
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
释》，第6卷，第1092面。是的，
耶稣是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在起初
创造了我们，而且他最后将会重造
我们。

正如它不只教导我们历史还有末日
的事件，启示录从头到尾都是耶稣
基督的启示（希腊文为：Apocalypsis
Iesou Christou）。此外，无论我们学
习什么末日大事件，耶稣基督都必
须是一切的中心。
我们能用哪些方法，让耶稣时刻作为
我们生活的中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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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4月20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进修资料

“启示录中说明了上帝深奥的事。
其灵感的篇章之所以命名〈启示

录〉，适足以反驳那认其为封闭之
书的说法。所谓‘启示’乃是开启

时，我们就可以得到有关耶稣的完
美表述，以及他对我们这群自称为
他门徒之人所代表的意义。
讨论问题

的指示。主曾亲自向他的仆人启示

1 整本新约《圣经》中，有很多引

将这些奥秘公开，以供众人的研

对我们而言有何意义呢？在《圣经》

约翰时代之人的，也是写给那些生

话语应有的认真态度上，它给予了我

中所叙述的事一部分已成过去，一

在个人生活和教会中有任何贬低《圣

本书所记载的奥秘，而且他也计划

用旧约《圣经》的地方，这一事实

究。其中的真理是写给那些生存在

应成为我们信仰核心，以及看待上帝

存在世界历史末日之人的。这预言

们什么教导呢？我们应如何谨慎自己

部分正在演进；一部分使人看到黑

经》权威的想法或行为呢？

暗权势与天上君王之间的大争斗，

2 请浏览启示录并尽可能多收集明

胜利与喜乐。”─怀爱伦，《使

上朗读这些经文。它们怎样展现了我

一部分则显示赎民在新天地所有的
徒行述》，原文第584面。

确提及耶稣的其他经文，并在课堂
们主上帝的属性、工作、能力和品格

我们本周所学的启示录的开头和结

呢？你从这些经文所展现的得到了什

都是关乎耶稣的。透过所有源自旧

3 在万物皆有死亡的世界，我们怎

启示录教导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耶

慰呢？

尾的经文，证明了启示录的内容

约《圣经》参考资料的历史事件，
稣。更多关于耶稣的经文，请参考
启3：14；5：5，6；7：14；19：

11-16。在我们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

么安慰呢？

样从死人复活的应许中得到希望和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