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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1月25日 安息日下午

羔羊配得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啟 4章；結1：5－14；啟 5章；弗 1：20－23；來 10：12；徒 2：32－36。
存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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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5：5）

上週我們學習了基督傳給地上子民的信息。現在，約翰的異象從地上轉
移到天上，關注的焦點也成了「以後必成的事」（啟4：1）。

第4－5章的異象發生在天上上帝的寶座前。所描述的場景象徵上帝對歷
史和救贖計畫的控制。然而在尚未揭示未來之事前，我們先會看到基督
在天上的大祭司職分的中心地位，即祂對地上事務以及人類救贖的無上
主權。第4－5章據此就本書其餘部分所記錄的未來之事的意義，提供了
上帝視角。

人們可能也會注意到，雖然傳給七教會的信是用簡單平實的語言寫成
的，但從現在起，啟示錄採用了更富有象徵意義的語言，往往不容易理
解。這種語言取自於上帝子民的歷史，正如所出現在舊約中的一樣。想
要正確理解啟示錄的前提，必須根據舊約，正確理解其象徵性語言的含
義。
■研究本週學課，為1月26日安息日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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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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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寶座】

從啟示錄4：1開始，耶穌邀請約翰
來到天國，將從那時直到基督復臨
的歷史全景圖顯給他看。

啟4：1－8；結 1：26－28和啟 5：
11－14 描述了天上寶座的所在之
地。上述經文告訴我們上帝寶座的安
放之處有何特點？

使徒透過一扇敞開的門看到天上的
聖殿和上帝的寶座。這寶座象徵著
上帝統治、管理受造之物的權柄，
而圍繞著寶座的彩虹則象徵著上帝
忠於祂的應許（創9：13－16，賽
54：9－10）。然而，竊取了地球
統治權，且與上帝勢不兩立的撒但
對這神聖的權威提出質疑。上帝與
撒但之間善惡之爭的核心問題就是
誰擁有統治權。約翰所看到的天上
議會的目的，就是要確認上帝在宇
宙中合法的統治權（啟4：1－8；
啟5：11－14）。
閱讀啟 4：8－11 和啟 5：9－14。從
經文描述的真敬拜中，你能學到什
麼？在第4章中，為什麼主上帝是配
得敬拜的？而在啟5：9－14，為何是
羔羊配得敬拜？

啟示錄4章大致描述了天上聖所中
上帝的寶座室以及在那裡不斷重複
進行的敬拜。不過第4章的敬拜是
為了讚揚上帝創造的大能，而第5
章則是慶祝被殺之羔羊成就的救
贖。這些經文表明真正的敬拜會不
斷重述、慶祝上帝創造與救贖的偉
大之工。我們的上帝既有能力用六
日創造世界，必然有權柄和能力使
世界恢復最初的模樣，成為上帝子
民永恆的家園，這一切都是上帝早
已應許的。
思考福音帶來的教導：那位不僅創造
我們和整個世界，也創造了整個宇宙
的主，也因著我們成了「被殺的羔
羊」（啟5：12）。這教導能為我們
這個充滿痛苦與動盪的世界帶來多麼
美好的希望？

星期一

1月21日

第4課／羔羊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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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座前的天國議會】

啟示錄4：4中對眾長老的描述表明
他們並非天使。《聖經》中的「長
老」指的是人所擔任的職分。與那
些一直侍立在上帝面前的天使不
同，這些長老坐在寶座上。他們所
穿的白衣是上帝忠心子民所穿的
服裝（啟3：4－5）。頭上所戴的
金冠冕（出自希臘文stephanos，
啟4：4）是專門為得勝的聖徒保留
的（雅1：12）。種種細節表明這
二十四位長老就是榮耀的聖徒。

數字24也有其象徵意義：它由兩個
12組成，在《聖經》中12象徵上帝
的子民。二十四位長老可能象徵從
舊約到新約時代上帝子民的總和。
24可能也代表著在地上聖所中按著
班次服事的二十四位祭司首領（代
上24：1－19）。
在此之前，《聖經》從未提到過
二十四位長老，這意味著他們是在
天上上帝寶座前的新群體。他們很
可能是基督受死時從死裡復活的那
群人（太27：51－53）。

如果真是如此，這二十四位與耶
穌一同升天的長老便是人類的代
表，為要見證上帝在實現救贖計畫
時公義的表現。在啟示錄5：9中，
這二十四位長老與四活物（8節）
一起，俯伏在曾經被殺卻又復活的
羔羊腳前。他們同聲唱新歌，讚美

羔羊是配得榮耀的那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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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歸於上帝，又叫他們成為國
民，作祭司歸於上帝，在地上執掌
王權。」（啟5：9－10）

啟 4：6－8也提到四種活物。請將
其與結1：5－14；10：20－22中的
四活物和賽6：2－3中的撒拉弗作比
較。

四活物代表侍奉上帝的高貴生物，
他們是上帝的使者，也是祂寶座的
守護者（詩99：1）。他們的翅膀
象徵著迅速執行上帝的命令，他們
的眼睛顯明他們的智慧。他們與
二十四位長老和千千萬萬的天使
（啟5：11）象徵著天上地下宇宙
萬物都呈現在上帝的寶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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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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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住的書卷】

閱讀啟 5：1－4。根據賽29：11－
12，封住的書卷是什麼意思？約翰為
何大哭？

閱讀啟5：5－7。為何在整個宇宙
中，只有基督配得書卷，配揭開七印
呢？

根據希臘文《聖經》的描述，這書
卷是被放在天父右手邊的寶座上
的。它正等待配得到書卷，配「揭
開七印」（啟5：2）的那一位。

發生在上帝寶座前的這場危機與撒
但的叛亂有關。地球雖然是上帝創
造的，但統治權卻一直落在撒但這
個簒奪者的手中。約翰的哭泣代表
了從亞當以來，上帝子民因著從罪
中得蒙救贖而流下的眼淚。這封住
的書卷中藏著上帝解決罪惡問題的
計畫。毫無疑問，上帝憑著祂無盡
的能力絕對能夠實現這一計畫。然
而，救贖墮落的人類卻有特別的需
要，那就是耶穌基督，祂已經「得
勝」，因此配展開書卷，配擔任地
球的主宰，成為在天上聖所中人類
的中保。

按懷愛倫的著作，這封住的書卷包
括「上帝眷顧的歷史，國家與教會
的預言歷史。這裡蘊含上帝的話
語、權柄、誡命和律法，永恆之主
的所有象徵性的忠告，以及列國中
一切統治力量的歷史。從地球的誕
生直到結束，各國、各族、各方、
各民的影響都以象徵性的預言呈現
在該書卷中。」─懷愛倫《懷氏
手稿》，第九卷，原文第7頁。

簡言之，這書卷包含著上帝的奧
秘，事關祂解決罪惡問題、拯救墮
落人類的計畫。當基督第二次降臨
時，這奧秘將得以完全實現（參見
啟10：7）。

我們怎樣才能學會將耶穌放在我們基
督徒經驗的首要地位？

星期三

1月23日

第4課／羔羊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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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配得】

閱讀啟5：8－14；弗 1：20－23 和來
10：12。這三處經文講述了什麼內
容，能夠帶給我們就連這世界也無法
給予的深切希望和安慰？

羔羊基督來到寶座前，祂得到了書
卷。這一幕表明一切權柄和主權都
歸屬於祂（參見太28：18；弗1：
20－22）。就在那一刻，整個宇宙
都承認基督對地球的合法統治。從
亞當手裡失去的，耶穌已經全然得
回。
當基督接過書卷時，就表明全人類
的命運都掌握在祂手裡。四活物和
二十四位長老便俯伏在祂腳前以示
敬拜，正如啟5：9所記載的：「你
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
被殺。」那高貴的天使和被贖之民
的代表藉著崇拜的行為肯定了耶穌
為人類，所作出的犧牲。祂用寶血
為墮落的人類付上了贖價，給予他
們救贖的希望，並應許他們超乎想
像的美好未來。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如今也加入
千千萬萬的天使軍團，共同圍繞在
寶座周圍，向那曾經被殺、如今
「活著」，為墮落人類代求（來

7：25）的羔羊獻上讚美。在寶座
前的眾生共同揚聲讚美：「曾被殺
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
能力、尊貴、榮耀、頌贊的。」
（啟5：12）

就在這時，天上地下一切受造之物
齊來向天父和基督獻上無比崇高的
敬拜：「但願頌贊、尊貴、榮耀、
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
永永遠遠！」（啟5：13）四活物
發出的「阿們」應和著他們的頌贊
之聲，二十四位長老也都俯伏敬
拜。天上聖殿寶座前的敬拜就在無
限的歡喜快樂中畫上了句號。
物理學家預測，未來我們的宇宙將會
燃燒殆盡，或因自身引力而塌陷，或
是變得支離破碎。上帝的話語卻向我
們展現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未來！我們
如何在現在就為那等待我們的美好未
來而歡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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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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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的意義】

徒2：1－4所記載的五旬節的聖靈
沛降，證明救贖計畫歷史上最具決
定性的事件之一發生了：在天上的
聖所中舉行耶穌的就職大典，祂將
以大祭司和君王的身分履行受死
之後的職分（比照徒1：4－8徒2：
33）。站在天父右邊的基督承擔起
大祭司的職分（啟5：6－7），就
能開展救恩的計畫，直至完全實
現。耶穌在天上聖所中做我們的中
保，就是要盡力拯救我們。藉著耶
穌，信徒可以自由地來到上帝跟
前，使他們的罪得蒙饒恕。
閱讀徒 2：32－36 和約7：39。如今
耶穌以我們的祭司和君王的身分站在
天上，這會給你帶來什麼希望和鼓
勵？

基督在天上聖所中被高舉後，聖靈
便沛降在使徒身上。啟5：6說，七
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根據前
一課的內容，我們知道七靈表示聖
靈在地上工作的完全性。在基督的
登基大典上，聖靈奉差遣來到地
上。差遣聖靈是基督在天上聖所擔
任我們的大祭司後所行的第一件
事。聖靈的沛降表示耶穌已經來到

天父面前，並且祂為人類所做的犧
牲也蒙上帝悅納。
「基督的升天乃是一個信號，表示
跟從祂的人必要領受所應許的福
分……基督進入天上的門戶之後，
祂要在眾天使簇擁崇拜之中即位為
王。這典禮一經完成，聖靈隨即豐
富地傾降在門徒身上，基督便真正
得到了榮耀，就是祂自亙古以來與
父同享的榮耀。五旬節聖靈的沛
降，乃是天國所發的通告，說明救
贖主的登基典禮已經完成了。祂已
按照祂的應許，從天上賜下聖靈給
跟從祂的人，作為一種證據，表示
祂已經以君王和祭司的身分取得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並且是祂子
民的受膏君了。」─ 懷愛倫，
《使徒行述》，原文第38－39頁。
閱讀來 4：16；8：1。耶穌作為祭司
和君王，已經獲得了天上地下一切的
權柄，這一事實能給你帶來哪些希望
和鼓勵？相信這一真理對於你處理日
常事務以及應對不確定的未來有何幫
助？

星期五

1月25日

第4課／羔羊配得

進修資料

閱讀懷愛倫《歷代願望》〈見我
的父，也是你們的父〉一章，原
文829－835頁；《使徒行述》第五
章《聖靈的恩賜》，原文第47－56
頁。
啟示錄4－5章的信息對於生活在世
界歷史末期的上帝子民尤為重要。
五旬節聖靈的降臨標誌著福音要開
始傳遍世界；信息的核心是耶穌，
祂被高舉為祭司和君王，坐在天父
的右邊。這一有關耶穌的真理成了
早期基督徒信仰的中心（來8：1）
以及他們佈道的基石（徒2：32－
33；徒5：30－31）。這也是他們面
對逼迫和生活苦楚時，仍懷有信心
與勇氣的動機與源頭（徒7：55－
56；羅8：34）。結果，有許多人
回應了他們的佈道。從那時起，藉
著聖靈的工作，上帝的國度漸漸彰
顯，並一直向前拓展。

我們絕不能忘記，只有在基督裡得
蒙救贖的好消息才能真正觸碰、改
變人的心，引導人們回應永遠福音
的呼召，要敬畏上帝，將榮耀歸給
祂，要敬拜祂（啟14：7）。我們
唯一的希望在於我們的救主，祂在
天上的聖所中作我們的大祭司，我
們的君王。祂與祂的子民同在，
並一直伴隨他們，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28：20）。唯有祂掌握著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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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讓我們永誌不忘，當我們向
失喪和受苦的靈魂宣告最後的信息
時，要將福音的精髓銘記在心，這
樣才能取得圓滿成功。我們所宣揚
的信息，沒有什麼比十字架以及它
所彰顯的上帝來得更為重要。
討論問題

1將來我們會在天國頌讚、敬拜我們
的主，頌揚祂的良善、能力，特別是
祂的恩典。如今我們能做些什麼，來
為這一偉大之日的到來做好準備？換
句話說，我們今天如何以感恩的心，
因祂過去及將來為我們所成就的一切
向祂獻上敬拜與讚美？
2閱讀啟4：11 和5：9。天父與聖子
各有什麼角色？為什麼說這兩種角色
不僅僅是救贖計畫的核心，也是上帝
之所以配受敬拜的原因？安息日以及
相關教導如何表現出上帝的兩種身分
這一奇妙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