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录

第一课
第 课 戴上约翰的眼镜
第一课…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
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
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
2 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一1

戴上约翰的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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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写信给老底嘉教会

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
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
15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16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17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
你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18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14

读启示录的第一个原则 ─
戴上「作者的眼镜」来读这本书
 没有戴上「约翰的眼镜」，
 往往马上想到现在是老底嘉教会的时代，
是不冷不热的时代，解释老底嘉教会为「末世」
 背后是一个错误的解经系统 ─
戴着关心两千年来世界发生的事情，读进启示录
 侧面想了解事件的方式来读启示录，
末
教 ， 成 个时代
就把末世的教会，切成七个时代
 「约翰的眼镜」是从十字架的眼光、
耶稣死里复活的眼光 来读启示录的
耶稣死里复活的眼光，来读启示录的
贝多芬的耳朵、莎士比亚的眼镜、柴可夫斯基的时代的环境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约翰的角度解经
 戴上「摩西的眼镜」读创世纪、五经
如戴
侧面 后面的眼镜，
 如戴上科学家侧面、后面的眼镜，
会发觉跟摩西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差异很大的
例：创世记第 章 14 - 18，
例：创世记第一章
戴对眼镜，才有办法读对作者所要表达的神学主题。
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
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日子、年岁，
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
小的管夜，又
管夜，又造
造众星
众星，
，
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地上，
，
管理昼夜，分别明暗。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约翰的角度解经

摩西没有写错，摩西是写给三千多年前这些人，
他们只知道有太阳有月亮，两个大光，
他们只知道有太阳有月亮
两个大光
他们不知星外有星。
圣经的特色
圣经的特色：
圣经的作者受上帝的灵所感动，
用人类当时的语言，用当时的文化，
来表示天上神的启示。
文以载道，
上帝借着摩西在当时的时代文化 背景 语言
上帝借着摩西在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语言，
来表达上帝的真理，
这样的原则叫做「适应原理」。
」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约翰的角度解经
「科学家的眼镜」来读创世记，
现代读者常常戴着
现代读者常常戴着「理性、科学主义」的眼镜
义」的眼镜
摩西写五经的时候，三千年前，没有天文望远镜，
只知道抬头起来 在摩押平原上
只知道抬头起来，在摩押平原上，
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不知道星外有星，
也不知道太阳外面 还有更大的光
也不知道太阳外面，还有更大的光。
如果用科学的眼光来读它，会读错五经！
如果用科学的眼光来读它
会读错五经！
 太阳不是最大的光，更大的光多的是
 月亮根本就不发光
会质疑摩西写错圣经！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约翰的角度解经
必须了解文化跟历史背景 ─
需要戴着「摩西的眼镜」来读五经
 科学家关心的，是整个创造的顺序
 摩西更关心，担心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后，会有试探：
摩西更关心 担 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后 会有试探
1. 拜金跟享乐：迦南有吃、有穿的就忘记神，
只记得拼命享受、拜金享乐
2. 与异族通婚、跟迦南人通婚：
在婚姻上有邪情
3. 拜巴力：拜用石头、用木头，
用当地的东西所刻出来的巴力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约翰的角度解经
摩西为什么写摩押平原？
是警告他们，免得进迦南地以后，像罗得的子孙一样！
 摩押、亚扪人是罗得跟他两个女儿，乱伦所生的
 罗得的太太变成盐柱，早就警告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
罗得的太太变成盐柱 早就警告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
不要拜金享乐，不要跟异族通婚，
不要跟迦南人拜巴力！跟他们混在 起！
不要跟迦南人拜巴力！跟他们混在一起！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约翰的角度解经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约翰的角度解经
为什么写「创造论」？
无非在说明 最后被造之物是「人」。
无非在说明，最后被造之物是「
」
 人是所有被造物当中
最尊贵的
 没有其他被造之物
比人更尊贵
 除了人以外呢？
人单单敬拜的
就是 帝、
就是上帝、
创造万有的神
这是摩西写五经最根本的目标。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 ‧约翰的角度解经

没有戴约翰的眼镜，读启示录的七个教会，
很容易会以为「七个教会是七个时期」─

了解这个原则，读启示录就对了！
 戴着摩西所关心的角度，来读五经
戴着摩西所关心的角度 来读五经
 戴约翰的眼镜来读启示录

以弗所教会

30 - 100

使徒时代

适应原理 ─ 就是「历史文法」来解经

士每拿教会

100 - 316

逼迫的时代

别迦摩教会

316 - 600

政教联合的时代

现代人读启示录，
用了现代人好奇的眼神来看这本书…
 因着将现在的时代背景读进启示录
 忘了约翰是针对第一世纪
受罗马皇帝逼迫的教会，而写的启示录
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戴约翰的眼镜

推雅推喇教会 600 - 1200
撒狄教会

1200 - 1517

非拉铁非教会

1517 -

老底嘉教会

末世

时代派

黑暗时代
黑暗的末期 ─改教运动
改教运动
更正时代 ─ 马丁路德改教
不冷不热的时代

戴着侧面的眼光，把存在于第一世纪的七个教会切成七个时期。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 ‧约翰的角度解经

以弗所 ─ 蒙爱
蒙爱的教会 第一世纪教父时期是神所爱的
蒙爱的教会，第
世纪教父时期是神所爱的
士每拿 ─ 苦难
罗马皇帝在逼迫信徒的时代
别迦摩 ─ 完全出价
信仰完全出卖给罗马帝国，政教挂勾
政教挂勾
推雅推喇─ 长久的献祭
中古世纪长久的献祭
用字的灵意解经，挂成时代的方式来切。
挂成时代的方式来切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 ‧约翰的角度解经

「时代派」读法的错误
1. 老底嘉教会，不是受世俗化侵袭的唯一教会
底嘉教会，不是受世俗化侵袭的唯 教
 别迦摩教会、推雅推喇教会，也有现在教会的影子
 撒狄教会不够儆醒，
很多教会也是不知道儆醒，主要再来
 七个教会，都在世俗化的波涛中浮沉
 其他六个教会，通通有现在教会的影子
2 怎么知道时期上的分点
2.
怎么知道时期上的分点，切分点在哪里？
切分点在哪里？
 约翰没有讲这个时期的切法是如何切？
没有任何经文的证明
 华人的注释书，在这方面切法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时代的分法如何切 其实相当牵
时代的分法如何切，其实相当牵强。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 ‧约翰的角度解经

「时代派」读法的背后原因
一19
19

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第一章是指着所看见的事
第 章是指着所看见的事
 现在的事是第二、三章，
当作是
当作是耶稣没有来之前，是七个教会的分割时期
有来 前 是 个教会的分
期
 第四章以后就变成未来的事
最大的原因就是对时代的关心
 认为现代不冷不热，希望教会能够热起来
 不希望老底嘉教会不冷不热的时代，发生在这个时代
这种侧面的读法是关心教会 却没有戴上约翰的眼镜
这种侧面的读法是关心教会；却没有戴上约翰的眼镜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 ‧约翰的角度解经

「时代派」读法的错误
教 ，
3. 把现在不冷不热老底嘉教会，当作是末世的教会
最大缺点 ─ 忽略掉其他六个教会都可以给我们警告，
有帮助，能提 现代教会 灵性 景。
他们通通有帮助，能提醒现代教会的灵性光景。
 教会受逼迫，像士每拿、非拉铁非
 像撒狄教会不知儆醒
 像以弗所教会，离开起初的爱心
 受淫乱、拜偶像、撒旦攻击，像别迦摩教会
受淫乱 拜偶像 撒旦攻击 像别迦摩教会
 受假先知迷惑，像推雅推喇教会
 将依靠放在世上名存实亡，像撒狄教会
将依靠放在世上名存实亡 像撒狄教会
 许多教会跟信徒在受苦，非常需要听主鼓励
士每拿 非拉铁非教 的安慰的信息
士每拿、非拉铁非教会的安慰的信息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 ‧约翰的角度解经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约翰的角度解经

「时代派」读法的错误

约翰写信是照着顺时针，…
 在土耳其、小亚细亚
在土耳其 小亚细亚一带
带
 七个教会存在于第一世纪

单单选择主对老底嘉教会的信息来读
单单选择主对老底嘉教会的信息来读，
会忽略其他六个教会的信息：
 受苦的人，就得不到安慰，
受苦的人 就得不到安慰
这本书很重要的部分，是安慰受逼迫的人
 摩西五经，只是给当时以色列人，
摩西 经 只是给当时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不要读五经？
 历史书是给犹太人写的，就不要读历史书？
史书
犹太人
 先知书跟我们没有关系，应当从圣经删去？
戴着末世侧面的眼镜，不知不觉已经产生错误 ─
没有把约翰要对我们表达的读出来！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约翰的角度解经

约翰的眼镜读起来
约翰的眼镜读起来，
跟我们侧面的眼镜认为 ─
老底嘉教会就是 在末世的时代
老底嘉教会就是现在末世的时代，
其实是有相当差距的。
 富有的教会，主后六十年曾经发生过地震，
不靠罗马的政府的协助下自建
三17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

 有驰名的纺织工厂
三18

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露出来

 有产眼药的医学中心
三
三18

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早期教父通通提到 ─
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
是巡回的书信
「历史文法」确实存在
第一世纪的历史背景
第
世纪的历史背景
 别迦摩有拜撒旦的庙堂
 撒狄坐落在三面屏障围绕的山上，因此不知儆醒

‧摩西写五经 ‧「时代派」解经‧约翰的角度解经

老底嘉本身没有水源
老底嘉本身没有水源，
 北边的希拉波利热泉水引到城里
里
 南边歌罗西引进冷泉水
经过渠水道 ─ 很多碳酸钙
 热水变成「不热」，冷水变成「
热水变成「 热」 冷水变成「
「不冷
不冷」
冷」
 「不冷不热 」喝进去，
里面很多碳酸钙，你会想把它吐出去
吐出去
不冷不热不是在讲属灵的温度计。
在责备因着没有插入源头，
跟世界混杂出来以后，参杂很多杂质。
三15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靠近源头，不要被世俗化沾染

在在反应这些经文存在于第一世纪
第 世纪的背景

戴上约翰的眼镜
你就会体恤，约翰所关心上帝的事，
 会关心上帝、体贴耶稣的心
 希望这七个教会蒙福，不要离开源头
更会关心耶稣的事，
 照耶稣对约翰的劝勉，传道给当时的人
 做他要你做的事
求主帮助你读启示录第一天，
就戴上约翰的眼镜，
就戴
约翰的眼镜，
来了解天父的心意。

祷告
天父，
帮助我们在开始读启示录，能明白 ─
戴上约翰的眼镜，来体贴耶稣的心肠，
希望世上的教会都归向您！
你如何用约翰来传主的道，
也感动我们能够见证主的道，
好叫末世的教会听到你的声音。
这样的祈求、感恩、仰望，
帮助我们戴上约翰的眼镜，
帮助我们戴上约翰的眼镜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