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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的結構啟示錄的結構內容分析內容分析

引言 (1:1-8) 這八節聖經可以說是這本書的引言。

它介紹啟示錄是怎樣的一本書，是怎樣來的。

1 啟示的來源 (1：1-2) 首先，這引言告訴我們啟示錄是怎樣來的。1. 啟示的來源 (1：1-2) 首先，這引言告訴我們啟示錄是怎樣來的。

原來，它是有以下步驟的：

A. 聖父所賜：「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祂」(v.1)

啟示錄是由父神來的。父神將這啟示交給聖子主耶穌，叫祂將它傳給世人。

B. 聖子指示：「叫祂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的眾僕人，

祂就差遣使者 曉諭祂的僕人約翰 ( 1)祂就差遣使者，曉諭祂的僕人約翰」(v.1)

聖子接到這啟示，就照父神心意指示給祂的僕人約翰知道。

因此是有關將來的，至少在約翰得啟示的時候是還未到的。

而約翰得啟示時已是主後九十五年了。在本書結束時一再的說：「我必快來」

(啟示錄22：7，20) 可見其中許多「將來必成的事」是和主再來有關的。

這些啟示 聖經清楚的說是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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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啟示，聖經清楚的說是有關：

「必要快成的事」(啟示錄1：1)、「並將來必成的事」的(1：19)

C. 天使的曉諭：主耶穌差遣天使去曉諭約翰。

啟示錄裡出現很多天使，最少有三十四位，啟示錄裡出現很多天使，最少有三十四位，

他們分別執行神的命令和按時候向約翰傳達神的心意，

將以後必成的事啟示出來。

D. 約翰傳遞：約翰就將這啟示寫下來並傳遞出去。

約翰所記下來和傳達出去的是：

神的道 「 將神 道 ( )a. 神的道：「約翰便將神的道」(v.2)

約翰所傳的就是神的道，就是神對他所說的話。

全本啟示錄都是神的話，不是人的話，不是小說，更不是神話故事。全本啟示錄都是神的話 不是人的話 不是小說 更不是神話故事

書裡面有些記載雖然是超乎人所能理解，使人覺得有些神秘古怪，

但那仍是神的道，到了時候，就必應驗，人就能明白。神的話是安定在天的。

b. 耶穌基督的見證：

「見證」一字在啟示錄共出現十五次。

「證明」一字也出現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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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一字也出現了三次。

c. 約翰的見證：「凡自己所見過的，都證明出來」(v.2)

啟示錄是一本見證的書。這見證是耶穌基督的見證。

所謂見證就是證明，是真實的意思。所謂見證就是證明，是真實的意思。

這是約翰的見證。他將在異像中所見過的，寫出來作為見證。

不是他虛構出來，也不是他仿照別人的格式，

或依照別人的方式寫出來的，

他是凡他見過的才把它寫出來。

啟示的原因 ( )2. 啟示的原因 (1:3)
A. 是叫人得福

「念這書上豫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v.3)念這書上豫言的 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 都是有福的 」(v.3)

為什麼神要賜下啟示錄給世人呢？祂的用意何在呢？

許多人不明白啟示錄，誤以為它是妖言惑眾，危言聳聽，欺騙無知。

其實，神將啟示錄給人是有崇高目的。原來，這本書不是要迷惑人，

乃是叫人得福。賜福給人是神一向的意念，可惜人常不領會。

a 念的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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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念的人有福

「念」就是讀。讀神所賜的啟示錄，人可以蒙福。



這本書不是要迷惑人，乃是叫人得福。

賜福給人是神一向的意念，念了就知道人類將要何去何從。賜福給人是神 向的意念，念了就知道人類將要何去何從

一個人能對末世有所知，能對世事的演變明瞭，實在是個有福的人。

b .行的人有福：「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

「遵守所記載」就是照著去行，行神道的人是有福的。

啟示錄是將神的心意告訴人，目的不是要滿足人的好奇，不是要恐嚇人，

乃是希望人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早作準備，安然面對。對事情有準備，乃是希望人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早作準備，安然面對。對事情有準備，

這樣的人實在是有福的。總之，神是喜歡人得福的神，不是喜歡人得禍的。

B. 因為日期近了(v.3)：神將啟示錄給人，是因為日期近了。

日期近當然是指主再來的日子，是世界結局的日子。

日子無多，神不願人無知，也不願意人到時手足無措。

神盼望人知道日子近 知道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神盼望人知道日子近，知道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

神希望人懂得計算日子。懂得數算日子的人是智慧人，因為必懂得愛惜光陰。

不知計算日子的人，以為來日方長，時間多的是，往往就浪費光陰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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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計算日子的人 以為來日方長 時間多的是 往往就浪費光陰和生命

如果約翰得啟示時，日期已經近了，那麼，我們現在是更加近了。

3. 問安 (1：4-6) 是約翰向亞細亞七教會的問安話。在問安裏，約翰希望讀者

能得神的恩惠，而這恩惠是最珍貴的，因為是從三位一體的神而來的。能得神的恩惠，而這恩惠是最珍貴的，因為是從三位 體的神而來的。

A. 父神：恩惠是從父神而來。約翰特提到祂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

這是說明其永恆性。唯從永恆的神而來的恩惠才是真恩福，才能永遠存在。

B. 聖靈：論到聖靈，約翰說祂是「和祂寶座前的七靈」。七靈是完全的靈，

神的靈是完全的，唯從完全的靈來的恩惠才是真恩福，才完全。

七靈 是說有七個靈 聖靈只有 個 但他是完全的七靈不是說有七個靈，聖靈只有一個，但他是完全的。

C. 聖子：恩惠也是從聖子而來的。論到聖子，約翰稱祂是「誠實作見證的」。

意思當然就是指祂所說的都是誠實的，真實的，可靠的。意思當然就是指祂所說的都是誠實的，真實的，可靠的。

約翰又介紹祂是「從死裡首先復活」的。這表示祂是生命的主，是永生的神。

從生命的主而來的恩惠，才能對人的生命有價值。

主耶穌是「萬軍的元首」，那就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約翰提醒讀者，不要忘記我們所信的耶穌是元首，

無論將來世界多麼的艱難 祂總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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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將來世界多麼的艱難，祂總是王。

從這麼高貴的王而來的恩惠，必是貴重無比的。

4. 啟示的中心

A 主的再來 (v 7)A. 主的再來 (v.7)
啟示錄是要人知道，主耶穌一定要再來。那是真實無偽的。

約翰看見主再來的情景是這樣的：

「駕雲降臨」。這是主耶穌升天時，天使清楚的告訴門徒的。

將來，主耶穌要駕著雲彩再來。

「眾目要看見祂 。既說是眾目看見，就是說主再來是明顯的，「眾目要看見祂」。既說是眾目看見，就是說主再來是明顯的，

不是隱藏的。既說是人能看得見的，就必是有形有體的，

不是靈性的，不是精神的，是實體的。

「連刺祂的人也要看見祂」這就是說反對祂的人也必看見。

意思也就是說，無論你贊成也好，反對也好 ；

喜歡見祂也好 不喜歡見祂好 都要看見祂再來喜歡見祂也好，不喜歡見祂好，都要看見祂再來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祂哀哭」世人哀哭大概因為見到基督徒所傳講的

耶穌原來是真實的。他們恨惡、後悔自己的無知、不信。但是為時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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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原來是真實的 他們恨惡 後悔自己的無知 不信 但是為時己晚

後悔莫及，故哀哭。因為救恩已經關閉了，在主耶穌再來的時候。

B. 主的本性 (v.8) ：提醒讀者有關主耶穌的本性。

人需要知道主的本性，要認識主的屬性。人需要知道主的本性，要認識主的屬性

因為唯有這樣，人才能在各種患難、逼迫中仍能站立得穩，

仍能在撒但的迷惑，攻擊中得勝有餘。

總而言之，主耶穌的再來是有目共睹的，是人人可見的，是真實的。

a. 祂是創始成終：「阿拉法，俄梅戛」。

這是希臘文的第一個和最末了一個字母。因此是首尾之意。這是希臘文的第一個和最末了一個字母。因此是首尾之意。

主神是首，也是尾，祂是那位創始成終的神。

既是創始成終，也就是負責到底的神。

除非我們不屬祂，不在祂手中，否則，祂一定愛我們到底，保守我們到底。

祂沒有改變，唯不變才可靠、唯不變才有價值。在這樣一位不變的神裡面

才有真正的價值 亦唯有在這位永存不變的神裡面才安全 安穩才有真正的價值。亦唯有在這位永存不變的神裡面才安全，安穩。

神是無所不能，在祂沒有難成的事，在大患難中，拯救信徒。

撒但、敵基督橫行霸道，時候一到，它們就要被消滅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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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 敵基督橫行霸道 時候 到 它們就要被消滅掉

全本啟示錄就是要我們認識這樣的神，要信徒知道，這就是我們的神。



b. 祂是永存：「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那就是永存、永恆的意思。

祂是全能：「全能者c. 祂是全能：「全能者」

二、第一次感動 (1:9-3:22)
(1) 聖經明說，啟示錄是給人念，是叫人得福的，因此，不會是只寫給七間教會的。( ) 聖經明說 啟示錄是給人念 是叫人得福的 不會是 寫 間教會的

(2) 聖經又多次說：「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可見，神的心意不是只叫某些教會知道，而是要叫所有的教會都知道。

聖經在這裏用「七 這個數目字在聖經 直都是代表「完全 的意思(3) 聖經在這裏用「七」，這個數目字在聖經一直都是代表「完全」的意思，

因此「七教會」是全教會，包括約翰當時、歷世、歷代、今天的教會。

約翰在這裏開始講述他第一次被聖靈感動的所見所聞，明顯的這是關乎七教會的異象，約翰在這裏開始講述他第一次被聖靈感動的所見所聞，明顯的這是關乎七教會的異象，

因為一開始就提出七間教會的名字來。異象中只提亞細亞的七間教會，

但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的主所講的信息

不是只給這七間教會，而是給全教會的，因為亞細亞還有其他的教會。

若這異像是關乎全教會的，那麼，其中所論的就會是發生在全教會裏的，

是代表了全教會的情況 只不過在某些教會有某些情況是比較明顯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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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代表了全教會的情況，只不過在某些教會有某些情況是比較明顯罷了。

所論的事既是關乎全教會的，因此，所有信徒就都要注意，都要留心聽。

1. 約翰自我介紹 (1：9-11) 約翰先介紹他自己是誰，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得到啟示。

A 是弟兄「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v 9)約翰只普通地稱自己是弟兄。A. 是弟兄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 」(v.9)約翰只普通地稱自己是弟兄

他得了這麼重要的啟示，一點也沒有要炫耀自己，覺得自己高人一等的意思。

從約翰的自我介紹，就可分別出真假屬靈，和真假先知來。

B. 是為主受苦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裡一同有分」(v.9)

約翰也介紹，他是和所有的信徒一樣，是因為耶穌的國度而受苦的。

為主受苦 是 句人不愛聽的話 但卻是當時許多信徒所遭遇的事為主受苦，是一句人不愛聽的話，但卻是當時許多信徒所遭遇的事，

也是主再來的時候，將要發生在信徒身上的事。

主再來前夕，不少愛主的人，將要為主的原故，為神國度的原故而受苦，主再來前夕 不少愛主的人 將要為主的原故 為神國度的原故而受苦

然而他們不是孤單的，因為主耶穌自己走過，約翰也在這條路上走過，

這帶給受苦中人真是無比的安慰和鼓勵。

約翰為什麼會受苦？只因他為耶穌作見證。他若不為主作證，他就無事；

他若不為主作證，他就可以和其他的人一樣，過著舒適的生活，享受天倫。

然而他揀選了要為那愛他的主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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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揀選了要為那愛他的主作見證，

為那曾為他釘十架的主作見證，以至被羅馬教會放逐。

C. 為神的道，「並為耶穌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v.9)

D 是被聖靈感動的D. 是被聖靈感動的

a. 主日受感：「當主日」約翰被聖靈感動。(v.10)這主日是何所指？

主再來前夕，那些忠心為主作證的人，不但不是人所喜愛的，

反而是受逼迫的。我們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嗎？

因為主告訴我們，越靠近主再來的時候，我們是越不受歡迎的人。

「主日 就是「主的日子 ，也就是舊約所說「耶和華的日子 ，「主日」就是「主的日子」，也就是舊約所說「耶和華的日子」，

換言之，這是主在末日審判、掌權的日子。

照聖經的上下文看，我們很自然的會知道，約翰所說的是指現時的星期日而說的。照聖經的上下文看 我們很自然的會知道 約翰所說的是指現時的星期日而說的

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就是，如果約翰指的是將來主審判、掌權的日子，

那就等於說他是在主再來的那天受聖靈感動。有人認為這是指我們今天

所謂的「主日」，就是星期日，是初期教會的聖徒敬拜主的日子。

雖然「主日」這詞含有王、得勝日之意，但不一定要等到主再來時才是得勝之日。

祂本就是王，祂在十字架上，在復活的那日就已經得勝。所以使徒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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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本就是王，祂在十字架上，在復活的那日就已經得勝。所以使徒門選擇

主復活的日子來記念主、敬拜主，以後稱為「主日」是正確的。

簡單和合理的說法是：約翰在星期日，被聖靈感動，

看見了「現在的事」，就是當時七教會的事；看見了 現在的事」，就是當時七教會的事；

又看見了「將來必成的事」，就是主再來時的事，

主要他寫下來，就是現在我們這本啟示錄。

如果約翰已經進入了耶和華的日子，就是末後的時空，

主怎會叫他將現在的事告訴亞細亞的七教會呢？

因為已經都成為過去了因為已經都成為過去了。

同時，主怎會叫他將「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呢？

因為他己經在「將來」了。因此，最好的解釋：」

約翰雖然一個人在拔摩島，他還是照常在主日敬拜主，親近主。

就在這個時候，主的靈感動他，讓他看見了啟示錄裏面所記的一切，

有關當時的 也有關末後 成的 主耶穌要他把這 切都告訴亞細亞的教會有關當時的，也有關末後必成的。主耶穌要他把這一切都告訴亞細亞的教會。

2. 教會的主 (1：12--20)「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

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臺。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v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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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臺。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v.12)

明顯的，「人子」就是教會的主、主耶穌基督。



A. 祂的地位 (1：13)

「就看見七個金燈臺。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就看見七個金燈臺。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

人子是在七個金燈台中間，這是指祂的地位而言。

金燈台我們知道是代表教會。(見一：20)

主是在教會中間，表示祂不是在教會外面。

也展示祂的主權，教會是屬祂的，祂是教會的主人。

今天，每一個信徒，每一個傳道人都要清楚認識這個真理，教會是主的今天，每一個信徒，每一個傳道人都要清楚認識這個真理，教會是主的，

不是屬某一個人的。即使他是負責教會的，他仍只是管家，不是主人。

要讓主在教會得最高的地位才對。

B. 祂的樣貌 (1：13-16)

約翰把主耶穌的樣貌寫出來。這時候他所見的主和他以前所見的大大不同。

這時，他見到的主，是大有榮耀，尊榮無比的。

a. 祂的衣服「身穿長衣，直垂到腳」。長衣使人想起了大祭司的長衣。

教會的主，我們的主耶穌就是神和人中間的中保，大祭司。

13

教會的主，我們的主耶穌就是神和人中間的中保，大祭司。

祂擔負著全教會的重任，關心全教會的安危。

b. 祂的金帶 --「胸前束著金帶」

撒迦利亞先知所預告的。(參撒迦利亞書6：13)撒迦利亞先知所預告的。(參撒迦利亞書6：13)

「對他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看哪、那名稱為大衛苗裔的，

他要在本處長起來，並要建造耶和華的殿。

他要建造耶和華的殿，並擔負尊榮、坐在位上、掌王權，

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兩職之間籌定和平。」

金帶通常都是高官 王的飾物 這位教會的主 其實也有王的位份金帶通常都是高官、王的飾物。這位教會的主，其實也有王的位份。

祂是集祭司和君王兩造於一身的，

約翰在異象中看見了這預言的實現。約翰在異象中看見了這預言的實現

c. 祂的頭與髮 --「祂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

這無非表明我們的主是何等的清潔、聖潔。

教會 真 會有 事發教會若真認識祂的聖潔，就不會有污穢的事發生。

信徒若真認識主是如此的聖潔，生活就必檢點。

傳道人若真認識教會的主是如此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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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人若真認識教會的主是如此聖潔

就必不敢沾染任何不道德的事。

d. 祂的眼 --「眼目如同火焰」，無非表示祂明察秋毫，祂洞悉一切。

怪不得在下面兩章的信裡，祂一再的說：「我知道」。怪不得在下面兩章的信裡 祂 再的說： 我知道」

因為祂的眼目銳利，沒有一事可以在祂面前隱藏。

我們的主是這樣的一位主，我們怎敢明裡暗裡作不該作的事呢？

今天常失敗，怕是因為我們未真認識祂！

e. 祂的腳 --「腳好像在爐中煆煉光明的銅」

這樣的腳給人穩健 可靠的感覺 教會的主會帶給我們安全 光明 安穩這樣的腳給人穩健、可靠的感覺。教會的主會帶給我們安全、光明、安穩，

因為祂自己先被煆煉過，祂自己先經火的試煉，才能帶給我們這樣的安穩。

這樣的腳也給人光明磊落的感覺，這樣的腳也給人有震懾的感覺。這樣的腳也給人光明磊落的感覺 這樣的腳也給人有震懾的感覺

f. 祂的聲音 --「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這是洪亮、威嚴的聲音。

我們常以為主的聲音是微小的、細弱的。但那只是對在軟弱中的人而發的。

其實祂的聲音是大的，洪亮的，

是這聲音曾叫拉撒路從墳墓裡出來，

也是這聲音，叫屬神的人從死裡復活、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

15

也是這聲音，叫屬神的人從死裡復活、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

也是這聲音，吩咐將來的刑罰臨到世界。

g. 祂的右手 --「祂右手拿著七星」

右手就是代表有能力的手。右手就是代表有能力的手

這有能力的手拿著七星，就是教會的使者，

祂掌握著他們，管理著他們，同時也是保護著他們。

我們既在祂的掌握中，就該做祂認為對的事，

不然，祂就會把我們放棄。

我們既在祂的手中，我們就是平安的，我們既在祂的手中，我們就是平安的，

只管忠心地照祂心意而行，祂必負責到底。

h. 祂的口 --「從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h. 祂的口 從祂口中出來 把兩刃的利劍」

這當然是指祂的話。

祂的話如劍，能剌入，能剖開。

這利劍固然能將靈界的敵人打敗，

這利劍也是要用來對付教會中的異端的。

神要用祂的話來指斥異端的錯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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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用祂的話來指斥異端的錯謬。

對付錯謬的道理，只有用神的話。



C. 祂的自我介紹 (1:17-18)
主耶穌在這裡用四種稱呼來自我介紹主耶穌在這裡用四種稱呼來自我介紹：

首先、末後的；永活的；曾死過又活了的；

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錀匙的。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錀匙的

前三項在第四、第五及第八節都先後提及過。

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則是第一次出現，

因為祂是創始又成終的，是永遠勝過死亡的，

故此，祂有足夠資格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掌管生命。

D 祂的吩咐 (1 19 20)D. 祂的吩咐 (1:19--20)
主吩咐約翰把在異象中所見所聞都寫出來。主要有三方面：

（1）所看見的事—就是在異象中所看見的一切事。（ ）所看見的事 是在異象中所看 的 事

（2）現在的事—就是指有關當時七教會的事，也是歷世歷代教會的事。

（3）將來必成的事—就是在末後將要發生的事。

這就是全本啟示錄的全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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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全本啟示錄的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