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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

裡外都寫著字，用七印封嚴了。

2 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傳說：

「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呢？」

3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

沒有能展開、能觀看那書卷的。

4 因為沒有配展開、配觀看那書卷的，我就大哭。

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

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

他已得勝，

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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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07 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裡拿了書卷。

08 他既拿了書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

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

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

09 他們唱新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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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們歸於神，

10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

在地上執掌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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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又看見且聽見，

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

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

12 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

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

13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

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

「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永遠遠！」

14 四活物就說：「阿們！」眾長老也俯伏敬拜。



啟示錄整卷書四十次提到「寶座」，是整本書的核心；

‧寶座和羔羊‧與父神同享榮耀 ‧人類唯一的希望 ‧讓人同享王權 ‧敬拜焦點

三14-21 寫信給老底嘉教會…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

叫世上的教會來看第四章、第五章的寶座

第六章羔羊揭開七印、進入末世

末世論、教會論的核心，

第四章「上帝」在寶座上

第五章「羔羊」在寶座上

「上帝」跟「羔羊」在寶座上

成為地上的教會跟末世的焦點

最高的焦點 ─ 在「羔羊」身上！

就是新約裡所說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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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就是人類歷史的焦點

他從來沒有畫過畫，

卻贏得無數畫家的心，為他畫畫

他從來沒有寫過一個曲子，

卻有許多的有名的作曲家，謳歌來歌頌他

猶太教逾越節的核心是「羔羊」

兩千年來的教會歷史，擘餅記念的焦點是「羔羊」

跟啟示錄所記載「羔羊在寶座上」的

「羔羊」是一致的

寶座上的羔羊，與創造的父神同享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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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

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

四活物、二十四個長老，用來歌頌神所用的字

誰配展開？誰能展開那書卷？

五90 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

五12 天使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
─ 權柄、豐富、智慧、能力。」

第四章 配得一切頌讚的，是上帝！

第五章 配得一切頌讚的，是羔羊！

創造的主 CREATOR

救贖的主 REDEEMER

人類歷史焦點的羔羊，神差來的神的兒子！

創造主所差來、要來救贖他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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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上帝 CREAT、羔羊 REDEEM─

舊約、新約最根本的神學主題「創造論、救贖論」

「我與父本為一」。同職、同權、同位、同格，三位一體的神

約一1-2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約一14 道成了肉身，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約一18 「父懷中的獨生子。」羔羊與創造的父神，同享榮耀！

創造的神讓祂的兒子耶穌

把我們從墮落的世界救拔出來。



五3-4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

沒有能展開、能觀看那書卷的。

因為沒有配展開、配觀看那書卷的，我就大哭。

‧寶座和羔羊 ‧與父神同享榮耀‧人類唯一的希望‧讓人同享王權 ‧敬拜焦點

誰可以展開那書卷，問誰配得呢？

歷史人物，像希特勒、毛澤東，

刻意刻畫自己成為別人心目中的神

帝王造偶像，稱他們是神，

尼布甲尼撒王，用各樣方式，鞏固國王的地位

民間宗教，懂得人找上帝的本能，

靠著偶像斂財

他們都不配能展開！

五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

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

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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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 → 以撒 → 雅各 → 十二個兒子中的老四猶大

雅各臨死前，對十二支派祝福當中的最高潮 創四九8-10

「賜平安的神」是從猶大；

彌賽亞從猶大出來，像獅子一樣會賜平安。

猶大啊，你弟兄們必讚美你；

你手必掐住仇敵的頸項；你父親的兒子們必向你下拜。

猶大是個小獅子；我兒啊，你抓了食便上去。

你屈下身去，臥如公獅，蹲如母獅，誰敢惹你？

圭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直等 ─

細羅來到，萬民都必歸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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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中的獅子」

人類歷史的焦點在猶大的獅子、大衛的羊羔，

是雅各十二支派當中的老四猶大，

後來生出大衛，最後生出彌賽亞耶穌，

大衛的根，猶大的獅子 ─

他才是人類根本的盼望！

他是上帝給以色列舊約的應許，

是整個舊約神學的核心 ─彌賽亞的盼望。

上帝主動的把祂的盼望，藉著耶穌，

自己賜下那條道路，

讓我們看到，我們可以到父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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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八12 我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十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耶穌，是全人類的盼望。

人類怕死，

約翰福音記載，

耶穌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

祂說：「復活在我，生命在我。」

祂會帶來人類真正的盼望。



‧寶座和羔羊 ‧與父神同享榮耀‧人類唯一的希望‧讓人同享王權 ‧敬拜焦點

舊約在講彌賽亞的盼望，新約也在回應彌賽亞的盼望。

彼前一10-12 論到這救恩，

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裡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

後來得榮耀，是指著甚麼時候，並怎樣的時候。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一切事，

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你們。

那靠著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

現在將這些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

彌賽亞，全人類的盼望、你我最根本的盼望

從舊約來看，是彌賽亞

從新約來看，就是被殺的羔羊、逾越節的羊羔

他替我們遮蓋，叫我們躲過末世的災難，

也叫我們可以坦然無懼的，進入至聖所，與父神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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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座上的羔羊讓人同享生命與王權 五8-10 

目的是讓他們身分改變，叫他們 ─

成為國民

成為祭司，歸於上帝

在地上執掌王權，跟羔羊同享生命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

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

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印；；

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方、

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歸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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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叫我們同享王權，這就稀奇了！

人間的歷史反應出人間的文化

─ 心胸往往非常狹窄的

西方世界啟蒙運動、進化論、理性主義氾濫，

培養出瞧不起別人，野蠻、沒有文化、

沒有理性的，白種人驕傲的世界觀。

中國人一偉大，其他國家都是「蠻夷之邦」

中國歷史的王，不會將王權跟人家共享的

曹丕為了保王位，想殺親兄弟曹植

宋高祖得到江山，杯酒釋兵權

人間的領袖，容易共患難，不願人與他共享樂。

人間的政權往往很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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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狹窄，

台灣早期泉州人跟漳州人，互相排擠，

也排擠原住民、後來的客家人，

他們為了地土而互相殘殺。

人心都是非常狹窄的，不會叫人家來同享王權。

只有本來是神的羔羊，變成人，

然後把王權、生命、他的血，通通給出去，

而且不只是給猶太人，還給所有人，

通通把他買贖回來！只要願意的，

就用他的寶血遮蓋，就可以跟父同坐寶座，

成為他的國民、祭司、百姓，

將來一同坐王！在地上執掌王權！



‧寶座和羔羊 ‧與父神同享榮耀 ‧人類唯一的希望‧讓人同享王權‧敬拜焦點

當歷史學家來看，會發覺，

這位耶穌心胸寬廣，

是人類惟一的盼望

人間沒有這樣的君王

祂是大衛的根，

猶大的獅子，

卻願意為我們把生命給出去，

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

藉著他的寶血，

讓我們跟他同享生命跟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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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座上的羔羊，是全人類敬拜的焦點 五6-7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裡拿了書卷。

只有他配拿那書卷，只有他能夠得勝，

得勝只有一個秘訣 ─ 靠著「羔羊」。

四活物跟二十四個長老，俯伏在羔羊面前；

第四章是在敬拜造萬有的上帝！

敬拜的焦點，從創造的主轉到救贖的主

‧寶座和羔羊 ‧與父神同享榮耀 ‧人類唯一的希望 ‧讓人同享王權‧敬拜焦點

所唱的詩更龐大！圈子更豐富！範圍更廣闊！

第一圈 五8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

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

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

他們唱新歌…

第二圈 五11-12

我又看見且聽見，

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許多天使的聲音；

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

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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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圈 五13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滄海裡，

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說：

「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給坐寶座的和羔羊坐寶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永遠遠！」

第四圈 ─ 四活物和二十四個長老，通通回應。

人間敬拜的焦點 ─ 坐寶座上的羔羊，

巴哈、海頓、莫札特、貝多芬，通通寫「羔羊頌」。

他為什麼配得敬拜呢？

他本來是猶大的獅子，為我們成為羔羊

愛我們到一個地步，讓我們同享王權、成為有神的生命

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把我們買贖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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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 ─ 俄國大文豪

一個主人跟僕人，騎著四匹馬的馬車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聽到後面一群野狼追過來，很緊急，怎麼辦！

先剪下一匹馬，野狼撲上去吃完以後再追；

只好剪第二匹第二匹，，野狼野狼撲上去，再來追；再來追；

只好剪剪第三匹第三匹，，野狼野狼撲上去撲上去，再追再追第四匹第四匹！！

主人跟僕人想：

「怎麼辦？已經不能再剪馬了，不能再跑了。」已經不能再剪馬了，不能再跑了。」

最危急、最緊張的時候，的時候，僕人僕人說：說：

「主人！讓我來！」

僕人跳下去，野狼撲上去，正好讓主人到家，

主人生命保住，是因為僕人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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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成為神的百姓，

是因為羔羊跳下去，

從神那裡來救我們！

我們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羔羊，

求主感動你到寶座面前，

向羔羊來下拜！

一個英國大文豪說：

「如果蘇格拉底、莎士比亞進來，

我們所有的人都要站立；

如果耶穌進來，我們通通要跪下！」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

謝謝你為我們走上十字架，為我們道成肉身，

給我們新的生命，求主的寶血洗淨我們，

叫我們懂得回到你面前，來敬拜你。

向四活物、二十四個長老，

跟所有的被造之物來感恩；

而且來領受你給我們王權，

把我們生命交在你面前。

謝謝主這麼愛我們，

叫我們因著你的血，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我們一生要來事奉、敬拜你。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