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示錄註釋書眾多，顯示其困難跟複雜。

實用釋經學

第四十課…

啟示錄：審判與希望之意象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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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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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換片、暫停

一、天啟文學
 主前第二世紀到主後第二世紀猶太人社群、
在一個受迫害的歷史背景，產生的一種特殊文學形式
 不同的海外華人、不同的歷史處境，
都會有屬於自己的文學，像鄉土文學、眷村文學
天啟文學的特性…
1. 根據舊約先知文學
根據舊約先知文學，很豐富的包含著
很豐富的包含著 ─ 部分的
以賽亞書、以西結書、但以理書、撒迦利亞書很多的異象，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這個書卷當中有很特別的文學類型…

跨度比較多，包含現在上帝在歷史當中做什麼？
更多的關注將來神的審判跟救恩要如何實施？
 盼望上帝激烈的、徹底的，把人類歷史結束，
盼望上帝激烈的 徹底的 把人類歷史結束
也就是正義獲勝、邪惡受審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開始播放

2. 天啟文學跟先知文學稍微不同的，

先知文學是上帝的代言人，
先知文學是上帝的代言人
把上帝所說的話用文字表達出來
 天啟文學是看見異象，
啟文學是看見異象
在聖靈的靈感默示下，用準確的文字把所看見的寫出來


3. 內容常常是以異象跟異夢的形式來呈現，

裡面充滿了神秘的象徵跟語言，往往用託名外典 ─


假託別人名字 (當代有名人物) 來寫，
這段時期的次經、偽經也有這類型
 約翰的啟示錄是以真名來寫
4. 密封，而且交代要傳給後世
密封 而且交代要傳給後世
5. 因為充滿神秘象徵的語言、異夢、異象，

往往需要有天使來解釋，
因為當事人可能自己也不明白

4. 常常以不是真實的事物來傳達意象，是用象徵性的語言，

比喻中講到世上的光、世上的鹽，
比喻中講到世上的光
世上的鹽
都是真實的事物
 天啟文學中異象、異夢，常超越真實事物，
天啟文學中異象 異夢 常超越真實事物
像中文翻譯的龍，有時稱作巨獸、海怪…


5. 將時間跟事件做整齊的區分，會標上數字，

譬如編了號的異象來傳達上帝的審判，
的審
第一碗、第二碗、七雷、七災…
 中國歷史中的元朝，革命份子怎樣傳遞情報？
中國歷史中的元朝 革命份子怎樣傳遞情報
就是把信息小紙條塞在月餅裡，
小紙條寫的充滿了代號
小紙條寫的充滿了代號，
只有圈內人士知道、圈外人不知道
這就很典型的天啟文學的特點 ─
他們若有所指的描述，可能充滿情報


二、先知文學
特別是他的末世觀 ─
 末世已經開始了，可是還沒有完全實現
 不是寫給未來的人看，
而是寫給主後第一世紀當代的教會，
 先知文學是有意義的，因為他們當時在迫害中，
主要的宗旨在討論在末世的時候，
基督與教會的得勝
 所以用先知的預言，來鼓勵、勸勉當代教會
三、書信
一開始是寫給七個教會的信，
就有書信解釋的原則。

四、天啟文學當中有很多象徵性的語言，

所建構出的圖畫世界 意象的解釋要留意
所建構出的圖畫世界、意象的解釋要留意…
1. 約翰的觀念、意象，
來自舊約 當時天啟文學的特點
來自舊約、當時天啟文學的特點，
 那是否有引用古代神話？
 會用近東神話故事裡通用的海怪、怪獸、巨獸…
會
事
 在引用中，轉換注入新的先知文學中特殊的含意
譬如：多種顏色的馬，在天啟文學都會象徵爭戰
 所沿用不只是在啟示錄，像約翰福音的「道」，
 原是希臘文中一個形而上、抽象、智慧的道 Logos
 賦予新的意義 ─ 講述太初先存的道，指向耶穌基督
會沿用希羅文化的某些用語，
約翰在他的書卷裡，會賦予新的意義，
在上下文中會明顯看的出來。

啟示錄要去了解並不難，想去解釋、所要應驗的歷史事件，
複雜度就更多了 解釋啟示錄必須留意
複雜度就更多了，解釋啟示錄必須留意…
一、作者約翰、帶來啟示的聖靈，原來的意思，

先還原當代受書 所能了解的意義
先還原當代受書人所能了解的意義
二、有沒有第二層意義，就是應驗性，還是要

以作者跟讀者所共同了解的為基礎，不可能超越這個範圍
三、經文類比
三
經文類比：不只是約翰講述，有些獨特象徵性修辭，
不只是約翰講述 有些獨特象徵性修辭

在 以西結書、但以理書、馬太福音、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談論末世論的時候都有 些類似的經文
談論末世論的時候都有一些類似的經文
 對某些經文可以以經解經，任何解釋啟示錄的關鍵 ─
 啟示錄本身的經文會解釋
 約翰所了解其他舊約、新約的經文，
可以找出他所引用經文的來源
不是自己的揣測、而是以經解經


2. 天啟文學會有一些象徵性的語言，
解釋他的含意 有時是固定的 有些是不固定的
解釋他的含意，有時是固定的、有些是不固定的…
 金燈台，上下文的解釋是固定的，指教會；
龍 大龍 會解釋是古蛇 是固定的
龍、大龍，會解釋是古蛇，是固定的；
用象徵性的東西，來指明另外一個人物
 有些不固定的象徵，譬如︰
有些不固定的象徵 譬如
 猶大的獅子是指向耶穌基督，
其他經文會指向撒旦 ─ 好像獅子要尋找可吞吃的
 啟示錄提到一個角色叫做婦人，
十二章 指選民，像 創三15 女人的後裔，產生選民
十七章 的婦人卻指向淫婦
象徵性的語言當中，有不一樣的意義，
根據 下 所描述的解釋
根據上下文所描述的解釋，
不要一律的套用。

4. 要整體來看整個的異象，
而不是用寓意解經法來強調所有的細節 ─
第一個獸是什麼、第二個…
 其實有一些戲劇性的效果
其實有 些戲劇性的效果
 整體的看異象不會模糊焦點，
把各別的解釋太過強化，反而模糊了
上帝透過異象所表達的焦點

3. 留意約翰自己對意象的解釋，
所看見上帝似乎用播放動畫的方式，來傳遞的啟示跟曉諭，
看見 帝 乎 播放動畫
式 來傳遞 啟示 曉諭
約翰用準確的文字把他所看見的動畫給記錄下來。
 一13 看見像人子的那一位就是基督，

唯獨祂曾經死過、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
這個意象、像人子的那一位會繼續出現
 一20 金燈臺，指七個教會，是他的受書人
 一20 七星，指教會的七位使者

六12-13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我又看日頭變黑像毛布，

天上的星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

 十二90
十 90 大龍，上下文約翰自己解釋就是撒旦
大龍 上下文約翰自己解釋就是撒旦
 十七90 七頭，女人所坐的七座山，也就是七位王

是在講述異象中審判的生動，
而不要說無花果是什麼？
太陽變黑像毛布是現代的什麼？
就是不要迷失在細節當中。

 十七18 淫婦，指大城，顯然就是當代的羅馬，
淫婦 指大城 顯然就是當代的羅馬

是一個與基督對抗、地上的屬靈的權勢
以他已經解釋的意象，做為了解其他意象的起點。

5. 約翰跟他的讀者共同擁有的就是舊約的背景，
他把舊約故事的延續跟完成 在啟示錄鋪排出來
他把舊約故事的延續跟完成，在啟示錄鋪排出來，
讓人充份的看出上帝是歷史的掌權者…
頌讚基督
舊約獻祭

啟一5b-6a 祂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

脫離罪惡，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祂父神的祭司。
出十九6a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
基督來臨
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
亞十二10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
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
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
但七13

但十6 祂身體如水蒼玉，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

對基督描述

手和腳如光明的銅，說話的聲音如大眾的聲音。
但七9、13；結一24；
賽四九2 祂使我的口如快刀，將我藏在祂手蔭之下；

又使我成為磨亮的箭，將我藏在祂箭袋之中。

 啟五 把耶穌基督描述為猶大支派的獅子，
創四九9 猶大是個小獅子；你屈下身去，
大
身

臥如公獅，蹲如母獅，誰敢惹你？


稱祂做大衛的根
賽十一1 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祂是那位被殺的羔羊，來自逾越節和獻祭制度，
兩個融合焦點集合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啟八、九 第一次七支號吹響，描繪預先的和暫時的審判，

呼應 出埃及記七 – 十 所臨到埃及的幾個災
所臨到埃及的幾個災，
是上帝介入人類歷史當中審判的時候，
很熟悉的一幅一幅的圖畫
很熟悉的
幅 幅的圖畫
這是約翰跟他的讀者都共同了解的舊約背景，
可是現在廿一世紀的讀者，
可是現在廿
世紀的讀者，
不見得對這個部分這麼的熟悉…

五、天啟文學不大會按照年代次序，

來排列、來講述未來要發生的事情，
來排列
來講述未來要發生的事情
跟先知文學很類似 ─
 會超越以後的發生，這不是他要關切的
會
發
關


要關切的 ─
不論現在如何糟糕、所面對的環境如何險惡，
上帝始終掌管著歷史 祂所買贖的教會
上帝始終掌管著歷史、祂所買贖的教會，
即便教會仍然會經歷苦難、甚至死亡，
可是至終能夠在基督裡得勝

這是在啟示錄當中要寫作的基本的宗旨，
不同的文學類型
就有不同的解釋方式。

所預言的主題非常的明確…
1. 教會與羅馬帝國必然發生衝突，其實已經開始
2. 最初的勝利似乎是屬於羅馬帝國，
所以警告教會 ─ 苦難跟死亡是在前面
3. 提醒教會在情況變好之前，會越變越糟
4. 約翰非常關切在受苦的教會，不要投降、不要妥協，
有非常多鼓勵的話 一17-20
因為上帝掌管萬事，基督掌握歷史的鑰匙，
教會也在祂的手中，
因此教會會藉著死亡而得勝，跟基督一樣
5. 神最後會將祂的憤怒，
傾倒在那些造成苦難和死亡的人身上，
也會將永遠的安息，賜給那些忠心到底的人
6. 當時的情境中，敵基督的勢力就是將來要受審判的仇敵

歷史背景
一1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

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裡一同有分。
約翰在寫給七個教會的書信當中，
重複出現的 個詞就是得勝的
重複出現的一個詞就是得勝的，
 約翰自己以及受書人這七個教會，
共同面對就是逼迫 患難
共同面對就是逼迫、患難，
可能失敗也可能得勝
 約翰挑戰、引導他們，要有得勝的盼望
約翰挑戰 引導他們 要有得勝的盼望
他們一同在患難，
他們
同在患難
可是一同都有一個得勝的應許和把握，
因為所跟隨的耶穌基督就是 ─
透過受苦而得勝，甚至到受死的地步。

當時是有苦難，有很多關於苦難經文的描述，
這是教會當時要忍受的，
像第五印殉道者呼求、求神申冤，
上帝的答覆竟然說還要再等候。
另一類的經文是描述神的憤怒 ─
上帝要將祂憤怒的審判，
傾倒在加患難 逼迫給神子民的那些人身上
傾倒在加患難、逼迫給神子民的那些人身上，
就是上帝的審判，包含在第六印描述審判來臨了。
讀的當中可以區分…
 主後第一世紀的教會正在受的苦難
主後第
的教會正在受的苦難
 將來神要開啟憤怒的審判
目的都是對當代教會 給他們安慰的信息
目的都是對當代教會，給他們安慰的信息

啟示錄的文意脈絡比較複雜，仍然可按照書信的方式來整理，
 了解異象的背景跟意義、在整卷書的功用
了解異象的背景跟意義 在整卷書的功用
 異象在說什麼 What？怎麼說的 How？為什麼這麼說 Why？
一到三章 介紹在世界歷史舞台的三位主角

─

約翰、耶穌基督、教會
四到五章 三位主角所在的舞台，
很多壯觀的異象 將來的敬拜
很多壯觀的異象、將來的敬拜，
 襯托的主題 ─ 上帝仍然治理著世界、神是歷史的掌權者
 上帝如何帶下祂的治理？是藉著猶大的獅子、
上帝如何帶下祂的治理？是藉著猶大的獅子
以及受苦的羔羊，祂曾經被殺可是卻得勝
六到七章 在舞台上演的第
在舞台上演的第一幕就是七印，
幕就是七印
後面這些標明編號的異象都有一個特點 ─
前面四個、中間兩個，插入 段異象，
前面四個、中間兩個，插入一段異象，
然後最後的第七個

十二到廿二章 描述著審判與得勝的細節，

有這麼多的災難，可是上帝的審判也開鍘了
有這麼多的災難
可是上帝的審判也開鍘了
 十二章 是全書的神學關鍵，有兩個異象 ─
對比撒旦跟基督的爭戰 是核 點
對比撒旦跟基督的爭戰，是核心點
 十三到十四章 地上的政權 ─ 當代的羅馬，
跟教會之間的張力

─ 第一幕
 一到四印，白馬、紅馬、黑馬、灰馬，
到四印
馬
馬
馬 灰馬
各有不同的象徵
 第五印，殉道者問：要等到幾時呢？
 第六印，在地震當中上帝的審判，
誰能站得住呢？
 插入兩個異象 ─ 十四萬四千個受印者、一大群人，
描述有這麼多人是在患難中出來的
 第七印，神的憤怒
八到十一章 七號 ─ 第二幕
 一到四號，自然界的大混亂
 五、六號，蝗蟲、大爭戰
 插入兩個見證人的死以及高升
 第七號，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基督的國
六到七章 七印

愛我們的耶穌，真的知道，

禱告

你為我們的信心創始成終；
但求你幫助我們，當我們所處的環境
沒有感受到逼迫，就似沒有資格去了解領會
那些奧秘在生命 在教會當中的意義！
那些奧秘在生命、在教會當中的意義！

 十五到十六章 七碗，也是前面四個、後面三個，

幫助我們，願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你，

講到地上的政權如何被傾倒
 十七到廿二章 兩個城的對比 ─ 死亡之城與神的城

唯有願意與你一起走在十字架的路上，
了解什麼是死亡、什麼是受苦，
才能夠體會你又如何在現今的歷史當中繼續掌權。
你是透過死亡、受苦而得勝的君王，
引導我們屬你的兒女跟隨你的腳蹤而行。

讀啟示錄先有大的文意脈絡，就不會迷失在細節，
這 幅 幅異象型的 幕 幕的畫面
這一幅一幅異象型的一幕一幕的畫面，
具體的安慰當代的教會…
 所受的患難、逼迫，會越來越嚴肅、越來越嚴重
所受的患難 逼迫 會越來越嚴肅 越來越嚴重
 基督是掌權者，也曾透過受苦、受死，而至終卻得勝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