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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2月1日 安息日下午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啟6：1－17；利 26：21－26；結 4：16；申32：43；帖後 1：7－10。
存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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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6章接續第4－5章的場景，後者顯明基督是配打開封住的書卷
的，因為藉著得勝的生平與受死，祂重新得回了亞當所失去的一切。現
在祂準備打開書卷上的七印，將救贖計畫進行到底。
五旬節標誌著福音開始廣傳，基督藉此拓展了祂的國度。因此，打開封
印是指福音的宣揚以及拒絕福音的後果。隨著第七印也是最後一印的揭
開，我們也來到了整個世界歷史即將終結的時代。

啟3：21給了我們揭開七印之含義的鑰匙：「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
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第
四、五兩章講述了基督得勝以及祂在髑髏地犧牲的價值，使祂得以成為
我們天上的祭司並打開那書卷，第七章最後一節則描述了得勝之人圍繞
在基督的寶座前。因此，第六章必定講述了上帝子民取得勝利的過程，
這樣他們才能最終與基督同坐寶座。
■研究本週學課，為2月2日安息日作準備。

星期日

1月27日
第5課／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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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第一印】

閱讀啟 6：1－8 ；利26：21－26 和
太 24：1－14。注意經文中相同的關
鍵字。根據這些相似之處，你能明白
前四印的含義嗎？

想要理解七印的含義，就離不開舊
約中違背聖約所引致的咒詛，具體
表現為刀劍、饑荒、瘟疫和野地的
走獸（利26：21－26）。以西結稱
它們為上帝「四樣嚴厲的判罰」
（結14：21）。它們是上帝懲戒的
判罰，當上帝的子民背叛聖約時，
上帝就以此喚醒他們昏昧的靈性。
同樣，這四位騎士也是上帝為了使
祂的子民在等候耶穌復臨的過程中
保持警醒所採取的手段。
在太24：4－14中，耶穌解釋了未
來世界將會發生什麼，這與前四印
也有著密切的平行關係。這四位騎
士是上帝提醒祂的百姓，現存的世
界並不是他們永恆的家，以此保護
他們走在正途上。

啟6：1－2也以象徵的手法表達了
征服的含義。它讓人聯想到啟19：
11－16，基督身騎白馬，帶領著眾
天軍，在第二次降臨時拯救祂的百
姓。白色作為純潔的象徵，經常與

基督和祂的追隨者聯繫在一起。這
位騎在馬上的手裡拿著弓，並有
冠冕賜給他（啟6：2），不僅讓人
想起舊約中上帝的形象，祂騎馬張
弓，為自己的百姓與敵人爭戰（哈
3：8－13；詩45：4－5）。騎士所
戴的冠冕（啟6：2），在希臘文中
是isstephanos，意為得勝的冠冕
（啟2：10；啟3：11）。這騎士就
是一位征服者，他不斷向前，勝了
又勝。
揭開第一印的場景所指向的是福音
的傳播，始於五旬節，基督以此開
始祂國度的擴展。從往昔到如今，
有許多土地要去贏得，許多人要成
為基督的追隨者，直到基督在榮耀
中復臨，實現最終的征服大業。

從預言的角度看，揭開第一印的場
景與給以弗所教會的信相呼應；
它描述了在一世紀使徒時代，福
音在世界範圍內迅速傳播（西1：
23）。
為何我們必須永遠牢記，無論面臨怎
樣的環境，只要在基督裡我們就永遠
都是得勝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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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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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印和第三印】
閱讀啟6：3－4。根據經文對紅馬和
騎士的描述，這裡所探討的是有關福
音的什麼內容？

紅色是血的顏色。第二位騎士手握
一把大刀，可以從地上奪去和平，
這是為人自相殘殺開了道路（太
24：6）。
第二印描述了從二世紀起人們因拒
絕福音而導致的後果。當基督藉著
傳福音發動屬靈爭戰時，邪惡勢力
勢必負隅頑抗。迫害也必定如影隨
形。馬上的騎士並未有殺戮的舉
動。而是當他從地上奪去和平時，
必定帶來興起迫害的結果（見太
10：34）。
閱讀啟6：5－6，利 26：26和結 4：
16。根據對黑馬和騎士的描述，這幾
段經文提到了哪些與傳福音相關的現
實狀況？

騎著黑馬的人手裡拿著稱量食物的
天平。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
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
（啟6：6）當時在該地區，五穀、
油和葡萄酒是生活的必需品（申
11：14）。吃餅還要仔細地稱出分
量，表示極度匱乏或遭遇饑荒（利
26：26；結4：16）。在約翰的時
代，一天的人工是一錢銀子（太
20：2）。通常，一天的工資可以買
到一家人當天需要的所有食物。但
是，饑荒會造成物價飛漲。在揭開
第三印的時候，工人一整天的勞動
所得只夠買一個人的口糧。為了養
活一個小家庭，人們會用這一天的
工錢去買三升大麥，這是一種更便
宜、粗糙的窮人食物。
揭開第三印的情景指出拒絕福音所
帶來的更加深遠的後果，以西元四
世紀教會獲得政治權利為肇始。假
如白馬代表福音的傳播，那麼黑馬
則意味著福音的缺失和對人之傳統
的依賴。糧食在《聖經》中象徵上
帝的道（路8：11）。人若拒絕福音
就勢必造成上帝話語的饑荒，正如
先知阿摩司所預言的那樣（摩8：
11－13）。

星期二

1月29日
第5課／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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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第四印的場景】

閱讀啟 6：7－8。經文中描述了怎樣
的場景？它與前一印有何關聯？

第四印中馬的顏色是以希臘文
chloros來表述的，這是一種屍體
腐爛時所呈現出的青灰色。騎在馬
上的，名字叫作死；同時，陰府，
─即死亡之地，也跟著他。他們
有權柄可以用刀劍、饑荒、死亡和
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太
24：7－8）。
好消息是死亡與陰間的權勢極為有
限；他們被賦予的許可權只是世界
的一部分（四分之一）。耶穌向我
們保證，祂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參見啟1：18）。
再次回顧啟示錄2章中寫給在以弗
所、士每拿、別迦摩和推雅推喇教會
的信。將這些教會的狀況與揭開前四
印的場景相比照。從中你發現了哪些
相似之處？

揭開七印的場景表述的是教會的未
來。七印與七教會一樣，也是對應
著基督教歷史的不同時期。在使徒
時代，福音迅速地傳遍了整個世
界。隨之而來的便是遭受羅馬帝國
迫害的時期，從西元一世紀末期到
四世紀初期，正如第二印所描繪的
情形。第三印是指西元第四、五世
紀的妥協時期，其特徵是屬靈的
饑荒，直接導致「黑暗時代」的來
臨。第四印則描述了基督教界長達
近千年的靈性死亡。

啟 6：6表示「油和酒」不會受到第
三印的饑荒的影響。油象徵聖靈（撒
上16：13，徒10；38），新酒象徵
在基督裡的救恩（可2：22）。這些
象徵的含義如何表明這一事實―
即使上帝的聖言稀少，但聖靈依舊作
工，所有追求真理的人仍可以獲得救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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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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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第五印】

閱讀啟 6：9－10。在此發生了什麼
事？

《聖經》中「靈魂」一詞指的是整
個人（創2：7）。此處將上帝忠心
受逼迫之民的殉道，比喻成傾倒在
地上聖所祭壇腳下的犧牲之血（出
29：12；利4：7）。上帝的子民因
公義而受害，因對福音的忠誠而受
死。他們呼求上帝，請祂介入為他
們伸冤。這段經文講述的是地上的
不公；並不是要表明人死後的狀
態。畢竟，這些人似乎並沒有享受
著天國的極樂世界。
閱讀啟6：11；申32：43 和詩79：
10。上帝對於殉難子民的祈求有何回
應？

殉道的聖徒們被賜予象徵基督公義
的白衣，這就是上帝為他們所作的
辯護─祂的禮物是給那些接受祂
恩典的人（啟3：5；19：8）。接
著他們被告知，要安息片時，等待
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

數目。很重要的一點是，在啟6：
11希臘原文中並沒有數目一詞。啟
示錄並不是說在基督復臨前，殉道
的聖徒要達到一定的數量，而是說
他們的品格要得以完全。上帝子民
得以完全是靠著基督的義袍，而非
自己的功勞（啟7：9－10）。殉道
的信徒復活，冤屈得以洗刷，這一
切要到基督第二次降臨以及千禧年
的開始（啟20：4）。

第五印的場景對應歷史上宗教改革
之前和之後的時期，在此期間內，
數百萬基督徒因忠心而殉道（太
24：21）。這也使人聯想起整個人
類歷史中上帝子民的痛苦遭遇，從
亞伯開始（創4：10），直到上帝
最終報了「流僕人血」的仇（啟
19：2）。
「主啊，要等到幾時呢？」這是歷史
中上帝受難的子民所發出的呼求。誰
在這世上從未與不公之事鬥爭過呢？
你從第五印的景象中能夠獲得什麼安
慰，讓你堅信終有一天，公義必會實
現？

星期四

1月31日
第5課／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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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第六印】

我們從第五印中可以看到，上帝的
子民在這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上遭受
著不公正的對待，他們懇求上帝為
他們伸冤。現在到了上帝回應祂子
民的祈求，出手干預的時候了。
閱讀啟6：12－14；太24：29－30 和
帖後 1：7－10。經文揭示了什麼內
容？

在太24：29－30耶穌預言了第六印
的最後三個兆頭。它們會在「大患
難」（1798年結束）臨近結束的時
候發生，作為基督復臨的先兆。正
如在馬太福音24章中基督所預言的
那樣，太陽、月亮、「星辰」（流
星）和天空都是取其字面意義。約
翰使用「像」或「如同」等詞，描
繪出真實的狀況─日頭變黑像毛
布，月亮紅似血，眾星墜落在地
上，就像無花果樹落下未熟的果子
一樣。西方世界的基督徒發現這些
兆頭的出現都是按照耶穌預言的順
序：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1780
年5月19日著名的黑日，發生在紐
約東部和新英格蘭南部；1833年11
月13日出現在大西洋上空、史無前
例的流星雨。啟6：12－14所述的
這一預言，其實現帶來了一連串的

復興，人們也意識到基督復臨已經
迫在眉睫。

閱讀啟 6：15－17。再讀賽2：19；
何10：8和路23：30。這些場景正
是描述了各個階層的人們驚慌失
措，試圖躲避基督復臨時所引發的
令人恐懼不已的巨變。他們哀求大
山和岩石倒在他們身上，使他們能
夠逃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
忿怒」（啟6：16）。當基督來，
「要在祂聖徒的身上得榮耀」（帖
後1：10）時，正義就要得以伸
張。而惡者的結局在啟19：17－21
已經寫得明明白白。

這一幕是以驚駭萬分的惡人的發問
作為終結：「因為他們忿怒的大日
到了，誰能站得住呢？」（啟6：
1，另見鴻1：6；瑪3：2）問題的
答案就在啟7：4─在那日能夠站
立得住的是受了上帝印記的子民。
「祂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
（瑪3：2）你會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你可以提出哪些《聖經》依據？寫出
答案，並在安息日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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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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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閱讀懷愛倫《給傳道人的證言》
中〈世界的需要〉一章，原文第
457－460頁。
揭開七印的異象象徵著上帝對於地
上子民的關心與管教。肯尼斯．
A．史川德（Kenneth A. Strand）
曾說：「《聖經》向我們保證，上
帝一直關心著祂的子民：從歷史上
看，祂永遠與他們同在，支持他
們，並且到世界的末了，祂會親自
為他們辯護，並且無比慷慨地將永
生賜給他們為獎賞。啟示錄正是對
這一主題作了精彩的詮釋及擴展，
因此，它絕不是某種標新立異的末
世理論，與一般《聖經》文學格格
不入；它所傳達的恰恰是《聖經》
的核心與實質。事實上，啟示錄反
復強調的是，那位『存活的』─
戰勝死亡和陰間的（啟1：18）
─永遠不會拋棄祂忠心的兒女，
即使他們最終以身殉道，也是得勝
之人（啟12：11），有『生命的冠
冕』為他們存留（參見啟2：10；
21：1－4和22：4）。」─肯尼
斯．A．史川德，《七頭：它們代
表羅馬皇帝嗎？》選自《啟示錄研
討文集》第二部，但以理和啟示錄
委員會系列（銀泉市，馬里蘭州：
《聖經》研究學會，1992年），第
七卷，原文206頁。

討論問題

1你從揭開七印的場景中得到哪些寶
貴的教訓？它如何向你展示，無論世
上的事情多麼糟糕，上帝依然掌權，
而且最終我們在基督裡所有的應許都
必實現？
2思考下面一段話：「教會乃是上帝
為要拯救人類而設的機構，它是為服
務而組織的，它的使命乃在將福音傳
遍天下。」―懷愛倫，《使徒行
述》，原文第9頁。想一想你當地的
教會。為了將福音傳給更多的人，我
們應當如何做到更加忠心呢？
3在課堂上回答星期四課程的最後一
個問題。祂來的時候，誰能當得起
呢？為什麼這些人能當得起？從為了
預備基督復臨，我們應當如何生活這
一角度，對你的答案作進一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