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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的基督 - 新形像

「末事」確定的次序

一、各種預兆出現、各種預兆出現

二、耶穌駕雲再來，全地的選民

都被召聚 被提 表達神的愛都被召聚、被提，表達神的愛 —
耶穌不是高高在上叫我們上去，是下來接我們

好像浪子的父親在等候他的孩子好像浪子的父親在等候他的孩子，

終於等候到了、把他們接回家，是一個愛的表現

三、聖徒得榮耀

已經死去的聖徒先復活得榮耀已經死去的聖徒先復活得榮耀

活著的聖徒也得榮耀，有榮耀的變化、

有新的身體跟復活的聖徒一同被提有新的身體跟復活的聖徒 同被提

四、跟主在空中相遇、永遠與主同在

五、基督得勝：再來的基督做最後的審判、打敗眾仇敵，

再來的基督的七個新形象啟十九11-16 再來的基督的七個新形象…
1. 白馬騎士

11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

稱為誠信真實，祂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實 審 戰 都 著 義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在講耶穌基督，

威武、神聖、勝利大遊行，是得勝者的姿態威武、神聖、勝利大遊行，是得勝者的姿態

跟四福音比較起來很不一樣—
耶穌最後進耶路撒冷的時候 百姓歡呼和散那耶穌最後進耶路撒冷的時候，百姓歡呼和散那，

太廿一5 你的王來到你這裡，

是溫柔的，就是騎著驢駒子。

耶穌在四福音最風光的一刻，耶穌在四福音最風光的 刻

騎的是一個驢駒、是溫柔的。

2.七個剛性的名字

11 稱為誠信、真實，祂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12 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祂自己沒有人知道。

很像聖誕節所提到— 祂的名稱為奇妙，

所有的形容詞不足形容祂真正的情況所有的形容詞不足形容祂真正的情況

奇妙到一個地步除祂自己沒有人知道、

美妙到無法用任何的言語來形容美妙到無法用任何的言語來形容

13 他的名稱為神之道。16 在祂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寫著 「萬 萬主 主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四福音耶穌是人子、好牧人、羔羊、加利利人、福 耶穌是 子 羊 利利

拿撒勒人、僕人、和平之子，都是很低調的

 啟十九11-16 名字都是很高調、很剛烈，啟十九 名字都是很高調 很剛烈

再來的基督是一個元帥、得勝者的形象



3.頭戴許多冠冕 (12)

冠冕是很重的，黃金、寶石，重得不得了，

平常國王連一頂都不希望戴太久，

只有在典禮的時候、很威風的給大家看一下

怎麼可能戴許多的冠冕呢？代表勝過許多的王怎 戴許多 冕 代表勝過許多

二千年前羅馬地區的王，打勝仗的時候擄掠了仇敵，

把他的王冠拿過來，勝利大遊行戴自己的王冠，把他的 冠拿過來 勝利大遊行戴自己的 冠

也把對方的王冠放在上面…
是勝利凱旋大遊行的一個場面。是勝利凱旋大遊行的 個場面

這裡不是只有兩頂而已、是許多的冠冕，

是屬靈的表達 —
16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祂是萬王之王，所以戴這麼多冠冕。

福音書 太廿七29祂戴的是什麼冠冕？

荊棘冠冕 是 個羞辱的記號荊棘冠冕，是一個羞辱的記號！

耶穌是王沒有錯，可是祂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

所以世人不一定看得見

要釘死耶穌的羅馬兵丁是瞧不起耶穌的，

他們嘲弄耶穌，就做一頂王冠 —
是用荊棘繞起來的，

上面的刺好像王冠的光芒

我在聖地看過的荊棘跟刺 很尖銳的 特別曬乾的時候我在聖地看過的荊棘跟刺，很尖銳的、特別曬乾的時候，

壓下去頭皮馬上會破幾十個洞。

四福音耶穌戴的荊棘冠冕是 個羞辱四福音耶穌戴的荊棘冠冕是一個羞辱，

 啟十九12 許多的冠冕、極高的榮耀，

是新的形象 跟四福音不 樣是新的形象，跟四福音不一樣

4.穿濺了血的衣服 (13) — 這是誰的血呢？

賽六三預告最後神的僕人就是耶穌基督，

打敗仇敵之後的形象…

2 你的裝扮為何有紅色？你的衣服為何像踹酒醡的呢？

葡萄收成放在酒桶、酒榨裡面，用力踹，葡萄收成放在酒桶、酒榨裡面，用力踹，

紅色的葡萄汁就濺到衣服上了。

3-4 我發怒將他們踹下、踐踏，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3-4 我發怒將他們踹下、踐踏，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

因為，報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贖我民之年已經來到。

耶穌來救贖祂的百姓、報仇伸張正義的時刻。耶穌來救贖祂的百姓 報仇伸張正義的時刻

啟十九13 祂穿著濺了血的衣服。

這是得勝的場面，上面的血就是敵人的血

福音書耶穌受難，是流自己的血不是敵人的血福音書耶穌受難 是流自 的 不是敵 的

最後上帝收拾這一切的時候，場面是很慘烈的。

5. 口出利劍擊殺列國 (15a)

神的道、神的話，從祂口中出來，

是可以打敗仇敵、拯救聖徒的是可以打敗仇敵 拯救聖徒的

是可以飛出去飛到遠方的

這樣的場面是武俠小說的想像。這樣的場面是武俠小說的想像

跟福音書比較，跟福音書比較，

路四18-22 耶穌講道的時候，

人家覺得祂口出恩言，可以拯救眾人。人家覺得祂口出恩言，可以拯救眾人。

啟示錄在描寫那最後真實的情況—
耶穌口出利劍擊殺列國。耶穌口出利劍擊殺列國。

這個跟四福音的形象已經非常的不一樣，

也是 個非常剛烈 得勝者的形象也是一個非常剛烈、得勝者的形象。



6.用鐵杖轄管他們 (15b)

原文就是牧養，

應該是拿著木杖，鐵杖會打死羊。應該是拿著木杖 鐵杖會打死羊

這是一個諷刺性的講法— 耶穌身為牧者，

要牧養所有回到祂家裡的羊兒要牧養所有回到祂家裡的羊兒

如果有人剛硬還是不接受，

基督用鐵杖來牧養，就是管轄、審判他們基督用鐵杖來牧養，就是管轄 審判他們

跟福音書「我是好牧人」—
祂愛祂的羊、甚至為羊捨命的情況，完全相反。祂愛祂的羊、甚至為羊捨命的情況，完全相反。

7.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 (15b)

就是 賽六三祂的裝扮為什麼是紅色的，

因為祂用力踹、用力踩，

就好像發怒、在報仇。

最後七個審判

審判巴比倫第一把火. 審判巴比倫

啟十八1-3 有天使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

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

因為列國都被她邪淫大怒的酒傾倒了。地上的君王

與她行淫；地上的客商因她奢華太過就發了財。

要怎麼樣來審判巴比倫呢？要怎麼樣來審判巴比倫呢？

8 被火燒盡

9 原來跟巴比倫狼狽為奸的君王、還有那些奢華的，原來跟巴比倫狼狽為奸的君王 還有那些奢華的

看見燒巴比倫的煙往上冒，就大聲哭泣。

18 他們唱哀歌說：哀哉！

這麼富足的偉大的城市，一時之間就成為荒城了。

巴比倫早在耶穌降生之前就已經被毀滅了，巴比倫早在耶穌降生之前就已經被毀滅了

今天伊拉克巴格達郊外很遠的地方，有巴比倫的遺跡。

可見巴比倫不是照字面上來解釋，有屬靈的含意…
鬼魔 處 穢 巢1) 鬼魔的住處、污穢之靈的巢穴，

魔鬼跟污穢罪惡充滿這個城市

2) 色情跟淫亂

3) 奢華太過，

人經濟條件進步、總喜歡多一點享受，但要適可而止

奢華太過是一個罪惡，因為浪費，

很多人還有缺乏，你不顧他們、只顧自己奢華宴樂

所以巴比倫是什麼意思？所以巴比倫是什麼意思？

其實這三點都是今天大城市的象徵，

大多數的大城市都是這樣子的大多數的大城市都是這樣子的 —
污穢的靈、色情、淫亂充滿、奢華太過，

在耶穌再來的時候要被火焚燒在耶穌再來的時候要被火焚燒。

第二把火.審判大淫婦

十九1-6全新約「哈利路亞」最多次就在這一段…
1 天上大聲說：哈利路亞！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3 又說：哈利路亞！

4 那二十四位長老與四活物說：阿們！哈利路亞！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6 群眾、眾水、大雷的聲音，說：哈利路亞！

為什麼連續高唱哈利路亞？因為大淫婦被審判了。

大淫婦用淫行敗壞世界、流僕人的血，

用色情來引誘神的僕人沒有成功，色情來引誘神的僕 有成

神的僕人忠於神，她就來殺神的僕人，

這樣一個惡勢力就是色情、暴力這樣 個惡勢力就是色情 暴力

色情敗壞多少婚姻、家庭，暴力製造多少傷痛

大淫婦代表的色情、暴力被消滅，是多麼大的福音，大淫婦代表的色情 暴力被消滅 是多麼大的福音

難怪這裡一再的高唱哈利路亞…



第三、四把火.兩個受審判— 獸、假先知

十九19 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

並他們的眾軍都聚集，們的眾軍都聚集

要與騎白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

白馬騎士就是基督 這是基督的仇敵白馬騎士就是基督，這是基督的仇敵，

20a 那獸被擒拿，基督得勝。

另外一位就是假先知，

奇20b 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

迷惑受獸印記

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

也與獸同被擒拿，他們兩個

就活活地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

關於接受獸的印記 — 十三兩個獸

1-8 一個獸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

有褻瀆的名號，與聖徒爭戰，而且得勝，

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牠。

牠迷惑所有的非基督徒。

11 另外 個獸11 另外一個獸，

13 行大奇事，14 迷惑地上的，叫大家都來拜獸，

不拜獸的會被殺害不拜獸的會被殺害

拜獸的要接受一個獸的印記

的代號 印記就是 666 有什麼好處18 獸的代號、印記就是 666，有什麼好處呢？

17 受了這個印記就可以做買賣，

賣不接受就不能做買賣、就不能賺錢。

 十九假先知做了四件事情—
行奇事假神蹟、迷惑人、

讓人受獸的印記 666、拜獸的像

 十三另一個獸，這個四件事情完全一樣

假先知就是另一個獸，假先知就是另 個獸

就是獸的代言人、獸的爪牙、走狗，

跟獸狼狽為奸，一起來對人類做威脅、利誘。跟獸狼狽為奸 起來對人類做威脅 利誘

不管稱為另一個獸或假先知，

牠跟七頭十腳的怪獸一起被擒拿，牠跟七頭十腳的怪獸 起被擒拿，

被丟進硫磺火湖裡面。

關於 666的印記，7代表神代表完美，

 666 就是假冒的神、假裝是神

 6很像 7，以假亂真、魚目混珠

二十1-7 千禧年，下一講、下下一講再專心來講。

第五把火.審判眾仇敵

二十8-9 當千禧年結束的時候，年

撒旦本來被丟在無底坑，

現在暫時被釋放迷惑地上四方列國，

他們聚集，人數多的像海邊的沙、

遍滿全地，圍住聖徒的營跟蒙愛的城，

有火從天降下，燒滅了他們。

末世的情況：情

福音傳遍天下、傳給萬民、傳到地極 —
該信的都信了、該回神家的都已經回家了該信的都信了 該回神家的都已經回家了

順服神的比較多、還是抵擋神的人比較多？

從最後的爭戰看起來，是沒有信的人多得多…從最後的爭戰看起來 是沒有信的人多得多

在這樣危險的情況中，火從天而降、燒滅了他們。



第六把火.審判撒但

二十10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

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獸不是魔鬼，是魔鬼手下的大將獸不是魔鬼 是魔鬼手下的大將

假先知也是，他們狼狽為奸，一起讓人拜魔鬼

判 者第七把火.審判不信者

二十12-15 再來的基督做最後的審判，

坐在白色大寶座上案卷展開，也有生命冊展開 —
生命冊是已經得救的人，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命冊是 經得救的人 有 在 命

另外有一個案卷，照上面的記載來審判，

最後這一批就是名字沒有在生命冊上的、最後這 批就是名字沒有在 命冊 的

所有不信的人受審判，被扔進火湖裡了！

同樣是在火湖裡受審判，

前面強調獸 魔鬼 假先知惡性極大前面強調獸、魔鬼、假先知惡性極大，

10b 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15 沒有得救的人也被丟進火湖，

沒有寫「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沒有寫不表示比較輕鬆，丟進火湖已經很慘了

我們還是要努力傳福音，

希望更多人可以得救、不要被丟進火湖

有 爭關於這兩個的差異有一些爭議，

已經超過「大眾系統神學」的範圍—
我們不討論這一批到底是被燒盡、

就沒有了，或是永永遠遠被焚燒，

這個細節今天不提。

在第六、第七把火的中間，有另外一個被火消滅的—

二十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

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沒有信主的人、名字沒有在生命冊上，死了到基督再來，

又復活 受審判 再丟進去 這就叫第二次的死又復活、受審判，再丟進去，這就叫第二次的死。

死亡、陰間也被丟進火湖，這是信主的人進一步的福音 —
第 步的福音是信耶穌的時候靈魂已經得救了第一步的福音是信耶穌的時候靈魂已經得救了，

實際上還是有生病、衰老、意外、死亡的威脅

死亡跟陰間被消滅了 這真是極大的好消息死亡跟陰間被消滅了，這真是極大的好消息

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 John Owen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 John Owen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死亡因著基督的死已經被處死了死亡因著基督的死已經被處死了

表達基督的死、基督的救恩，最後把死亡完全消滅了。

我小時候很悲傷的事，就是我小弟意外在水裡去世，

難那個晚上媽媽很難過，

還是煮麵叫其他的小孩吃完飯、趕去睡覺。

我晃惚做一個夢，夢見小弟躺在那邊，

媽媽拿麵餵他，他嘴巴張開吃了、

活過來、坐起來了，

我好興奮的醒過來了，

發現這是假的，又掉進更深的悲傷。

而這裡死亡跟陰間被丟進火湖，而這裡死亡跟陰間被丟進火湖

我們不再會有這種親人過世、死亡威脅的傷痛

永遠沒有死亡、黑暗、罪惡、眼淚、痛苦，永遠沒有死亡 黑暗 罪惡 眼淚 痛苦

也沒有撒旦跟罪惡的誘惑、威脅了

在七個仇敵之後，在七個仇敵之後，

人類最怕的死亡就被消滅了，感謝讚美神！



最後一把火— 銷化天地

耶穌要再來為什麼沒有來？彼後三10-12 耶穌要再來為什麼沒有來？

彼得先回答— 誰告訴你基督不會來、不會有審判？

上帝審判過 次 就是大洪水在挪亞的時代上帝審判過一次，就是大洪水在挪亞的時代

下一次更厲害，是火的審判，

要把天地都融化、做潔淨的工作

彼後三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彼後三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 樣。

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

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都要被烈火銷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因為曾經被玷污過的，上帝不是把他洗乾淨就好，因為曾 被玷污過的 帝不是把他洗乾淨就好

要用火來潔淨、融化以後，重新塑造新天新地，

這是最後一把火、也是最大的一把這是最後 把 也是最大的 把

天地都被融化、結束了，啟廿一、廿二就描寫新天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