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 課

安息日學研經指引／學課•2019年第1季•1～3月

12月29日－1月4日 安息日下午

來自拔摩海島的福音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啟1：1－8；約 14：1－3；申 29：29；約 14：29；羅 1：7；腓 3：20；但
7：13－14。
存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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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千九百多年前，使徒約翰被流放到愛琴海中一個名叫拔摩的小島上，
上帝在那裡向他揭示啟示錄中的預言（啟1：9）。啟示錄1：3宣告，
那些念這書上預言，聽見並遵守其中教訓的人都是有福的（比照路6：
47－48）。它所指的就是那些聚集在教會中聆聽這信息的會眾。當然，
他們得蒙祝福不僅僅是因為讀到或聽到這預言，而是因為他們遵守書上
所吩咐的（參見啟22：7）。
啟示錄中的預言表達了上帝對祂子民的關懷。它向我們指出人生的短暫
與脆弱，揭示了耶穌的救恩，祂是我們的天上大君和大祭司，以及我們
要將福音廣傳的呼召。

《聖經》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彼得後書1：19），旨在指引我們今
天的生活，並賦予我們未來的盼望。在基督復臨且上帝永恆國度得以建
立之前，我們確實需要這預言的引導。
■研究本週學課，為1月5日安息日作準備。

星期日

12月30日

第1課／來自拔摩海島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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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的標題】

閱讀啟 1：1－2。本書的完整標題有
何含義？這標題告訴我們本書真正要
表達的是什麼？

啟示錄 1：1 稱此書的標題為
「耶穌基督的啟示」。啟示一
詞來自於希臘文apokalupsis
（apocalypse），意為「顯露」或
「揭開」。這末世的啟示所揭示的
正是耶穌基督，它既來自耶穌，也
是關乎耶穌。雖然這書是上帝賜給
耶穌基督的（參見啟22：16），但
它卻表明耶穌也是其內容的焦點。
啟示錄是上帝對祂子民的自我啟
示，也是對他們眷顧的一種表達。

耶穌是啟示錄的靈魂人物。這卷書
以祂為起首（啟1：5－8）並且以
祂為結束（啟22：12－16）。「讓
但以理書說話，讓啟示錄說話，說
明什麼是真理。可是不論提出哪一
方面的題目，都當高舉耶穌為一切
希望的中心，祂是『大衛的根，又
是他的後裔；是明亮的晨星』」。
─ 懷愛倫，《給傳道人的證
言》，原文第118頁。

啟示錄中的耶穌同樣也是四福音中
的耶穌。正如先前福音書中所描述

的那樣，啟示錄繼續記述耶穌以及
祂為其子民做的救贖工作。啟示錄
著重於揭示祂在世的生活及其事工
的不同面向。從本質上說，它始於
福音書的尾聲，即耶穌的復活與升
天。
與使徒書信和希伯來書一樣，啟示
錄也強調耶穌在天上的服事。它描
述了耶穌復活升天後，就在天上的
聖所中執掌王權，並擔任大祭司的
職分。若沒有啟示錄（或希伯來
書），我們對於基督在天上為其子
民做大祭司的工作這方面，瞭解就
會非常有限。不過，除了希伯來書
所呈現的真理以外，啟示錄還在耶
穌基督為我們進行服事一事上，提
供了的獨到見解。
閱讀約14：1－3。這一豐盛的應許如
何幫助我們更理解如今耶穌在天上為
我們所做的事奉？這美好的應許能為
我們帶來哪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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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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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目的】

啟示錄1：1也告訴我們，這卷書的
目的就是要展示從本書編寫之時算
起，未來要發生的事情。任何熟悉
啟示錄的人都會注意到它對未來之
事的預測─無論是那些已經實現
（至少從我們今天的眼光看）或是
尚未發生的事件（同樣是以今天的
眼光判斷）─就是本書的主要內
容。
《聖經》預言的主要目的是向我們
保證，無論未來發生什麼事，一切
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啟示錄所呈
現的也是如此：在整個世界歷史以
及令人惶恐的末世大事中，耶穌基
督始終與祂的子民同在。
因此，啟示錄的預言有兩個實際目
的：教導我們今日如何生活，然後
預備我們迎接未來。
閱讀申 29：29。這段經文如何幫助
我們明白，為何有些事上帝並未向我
們顯明？根據此節經文，那些向我們
顯明之事的目的是什麼？也就是說，
上帝為何要告訴我們這些事？參見啟
22：7。

啟示錄中對於末世的預言並非是要
滿足我們對於未來近乎偏執的好奇
心。它所揭示的未來種種，都是我
們必須要明白的。這樣做的目的是
要我們深刻瞭解未來所發生之事的
嚴肅性，以便我們能夠認識到自己
對上帝的倚靠，進而順從祂。
幾個世紀以來，與大多數末世理論
相關的是大量的無端臆測，甚至嘩
眾取寵。那些預測末日即將到來的
人個個都發了財，因為他們迫使心
裡懼怕的人們甘心奉上錢財來支持
他們的事工，畢竟，末日已近。但
每一次末日都未如預期般而至，人
們對此大失所望。正如上帝所賜給
我們的所有美善之物一樣，預言也
會被誤用，甚至被誤解。
閱讀約14：29。從這節經文中，我們
可以找出哪一項有關預言目的的重要
原則？

星期二

1月1日

第1課／來自拔摩海島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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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的象徵性語言】

閱讀啟13：1；但 7：1－3和結 1：
1－14。上述所有異象的共同之處是
什麼？

啟示錄1：1進一步指出：「祂藉祂
的一位天使傳送，用表號指示祂的
僕人約翰（編注：按英文直譯）」
這裡我們看到一個在本書中非常重
要的詞─Signified（用表號），
這詞是由希臘文semainō翻譯過來
的，意為「透過象徵符號表示」。
該詞在舊約希臘譯本（七十士譯
本）中也出現過，情景是但以理像
尼布甲尼撒王解釋說，上帝以那由
金、銀、銅、鐵做成的像為表號，
要將「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
（但2：45）。約翰也藉著這個詞
告訴我們，他在啟示錄中所記載的
場景和事件是以象徵性的方式在異
象中呈現。約翰在聖靈的引導下將
他在異象中所見到一切源源本本地
記錄下來（啟1：2）。
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啟示錄中
所預言的不能按照其字面意思來解
釋。一般在我們閱讀《聖經》時，
都會預設從字面含義去理解（除非
經文凸顯其象徵意義）。但當我們

讀啟示錄時─除非經文指向字面
意義─都需要解讀其象徵意義。
雖然所預言的場景和事件本身是真
實的，但通常會以象徵性的語言表
述。
牢記啟示錄象徵性語言的特徵可以
使我們不至於扭曲預言的信息。當
我們試圖弄清楚本書中各樣符號的
含義時，必須注意切勿將自身想像
的理解，或這些符號在我們當今
文化下的含義強加於經文之上。相
反，想要理解啟示錄中的符號含
義，就必須求諸於《聖經》，並其
中出現的各樣表號。
事實上，為了解開啟示錄中符號的
意義，我們必須牢記大部分的符號
都出自於舊約《聖經》。上帝借用
過去的語言描述未來，是希望我們
明白，將來祂對人類的救贖就如同
從前祂拯救以色列人一樣。過去祂
為自己的子民所成就的，將來也必
為他們做到。所以要想解讀啟示錄
中的符號和形象，就必須先從舊約
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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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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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格】

啟示錄以問候作為開場白，這一點
與保羅書信相似。此書表面上是
以信件的形式寄給約翰時代位於
小亞細亞的七個教會（參見啟1：
11）。但啟示錄並非專為他們而
著，而是為歷史上各個世代的基督
徒而寫。
閱讀啟 1：4－5 和羅 1：7。這兩處
的問候有何相似之處？發出問候的人
是誰？

兩處經文都表達了一種書信體的問
候：「恩惠、平安歸於你們。」這
句話包含了希臘問候語charis （恩
惠）和希伯來問候語shalom（平
安、幸福）。從這幾段經文我們可
以看到，恩惠與平安的賜予者是神
性的三個位格。 天父上帝是「昔
在、今在、以後永在的」那一位
（參見啟1：8；4：8）。耶和華是
祂的名，「我是自有永有的」（出
3：14）則指出上帝是永恆存在
的。聖靈被稱為「七靈」（比照啟
4：5和啟5：6）。七是代表完美的
數字。「七靈」表示聖靈活躍於所
有七教會中。這一形象表示聖靈的
無所不在，以及在整個歷史過程中

祂在上帝子民中間不斷動工，幫助
其完成他們的呼召。
耶穌基督有三個頭銜：「那誠實作
見證的，從死裡首先復活，為世上
君王元首的。」（啟1：5）這一稱
呼涵蓋了祂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復
活以及在天上掌權。接著約翰表明
耶穌所成就的事：祂「愛我們，用
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又使我
們成為國民，作祂父上帝的祭司」
（啟1：5－ 6）。
祂「愛我們」在希臘文中的表述是
基督永不停歇的愛，它包含了過
去、現在和將來。那位愛我們的神
用自己的血將我們從罪惡中釋放。
在希臘文中，「釋放」是指一個過
去已經完成的動作：「當耶穌死在
十字架上時，祂為人類的罪提供了
完美無瑕的贖價。」

弗 2：6和腓3：20 描述了被贖之民被
接升天，與耶穌一同坐在天上的情
景。這究竟是何含義？試問當我們仍
在這個被罪咒詛的世界上時，如何能
夠享受在基督裡「作王作祭司」（啟
1：6）的榮耀地位？這件事會為我們
的生活帶來什麼影響？

星期四

1月3 日

第1課／來自拔摩海島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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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的主旨】

啟示錄序言的結論點明了整本書的
真正焦點：耶穌在權能與榮耀中復
臨。在本書的總結中，也三次重申
基督將要復臨的應許（啟22：7，
12， 20）。
閱讀啟1：7－8。該處經文的措辭
實則來自於幾處預言性經文：但7：
13－14；亞12：10；太 24：30。這
些經文如何向我們傳達耶穌再來的確
定性？

在啟示錄中，歷史進程的終點就是
基督復臨。它標誌著世界歷史的終
結以及上帝永恆國度的開始，以及
免於一切邪惡、痛苦、疼痛及死亡
的自由。同新約的其他部分一樣，
啟示錄1：7指出基督在權能與榮耀
中親自降臨是真實、可見之事。每
一個人，包括「刺祂的人」，都將
見證祂的到來。這段話說明就在基
督復臨之前，有一批特殊的人將要
復活，包括那些將祂釘在十字架上
的人。雖說耶穌在復臨之時，會將
拯救帶給那些等候祂的人，同樣，
祂也會將審判帶給那些活在世上卻
肆意揮霍祂的憐憫與愛的人。
基督復臨的確定性以「的確這樣。
阿們！」（啟1：7，編注：按英文
直譯）再次得到確認。「的確這

樣」一詞相應的希臘文為nai；阿
們在希伯來文中表肯定。二者一起
表現出確定性。這種類似的肯定結
構也出現在啟示錄結尾處（參見啟
22：20）。
「自救主頒佈祂復臨的應許迄今，
已歷1800餘年。經過許多世紀以
來，祂的話語已使祂忠信信徒的心
中充滿了勇氣。這應許至今尚未應
驗：雖然那賜生命者的聲音尚未將
沉睡的聖徒從墳墓中喚醒；但祂所
講的話依然是確實可靠的。上帝將
按著自己的時間履行祂的承諾。如
今已經有人倍感疲倦了嗎？當我們
離永恆世界如此之近時，我們是否
會失去對信仰的堅守。還有人會
說，那聖城遙不可及嗎？─不！
絕不！再過不久，我們將要看到王
的榮美。再過不久，祂要擦去我們
眼中的淚水。再過不久，祂會使我
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祂榮
耀之前』。」─ 懷愛倫，《評閱
宣報》，1913年11月13日。
許下的諾言是否能兌現，要看承諾者
的誠意，以及他履行承諾的能力。上
帝應許祂必再來，從古至今祂都堅守
承諾，根據這一事實，你是否相信上
帝將按照祂所應許的再來接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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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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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閱讀懷愛倫《給傳道人的證言》中
的〈研究但以理書和啟示錄〉一
章，原文第112－119頁。
「這種啟示原是賜下作為全部新約
時期中教會的指導和安慰的……所
謂啟示乃是開啟的指示。主曾親自
向祂的僕人啟示本書所記載的奧
秘，而且祂也計畫將這些奧秘公
開，以供眾人研究。其中的真理是
寫給那些生存在約翰時代之人的，
也是寫給那些生存在世界歷史末期
之人的。這預言中所敘述的事一部
分已成過去，一部分正在發生；一
部分使人看到黑暗權勢與天上君王
之間的大爭鬥，一部分則顯示被
贖之民在新天地所有的勝利與喜
樂。」

「任何人都不可因自己不能解釋啟
示錄中每一表號的意義，而以為自
己在這卷書裡進行探索以求明白其
中真理的意義，乃是徒勞無益的。
那將這些奧秘啟示約翰的主，必
賜給每一殷勤尋求真理的人預先嘗
到天上事物的滋味。凡是敞開心門
來接受真理的人，就必能明白其中
的教訓，而且凡『念這書上預言
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
的』，都必承受所應許的福分。」
─懷愛倫，《使徒行述》，原文
第583－585頁。

討論問題

1如果啟示錄所揭示的是耶穌基督，
為何「末世」（apocalypse）一詞如
今會隱含負面意義？這告訴我們，如
今基督徒對於啟示錄的普遍看法是什
麼？為何恐懼常與啟示錄的預言相
關？
2思考過去二十年中一些人對於末世
大事及耶穌復臨所作出的失敗預測。
不管這些預測者心中怎麼想，動機為
何（我們也無法得知），這些失敗的
預測帶來哪些負面影響？那些曾經相
信這些預言的人會有何感受？看到這
些預言並未實現的人會對基督徒做出
什麼評價？我們作為相信預言，並將
末世大事作為指標的人，如何在自己
理解預言和教導別人預言之間取得平
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