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十九 11 - 21

11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

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12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

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

13 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神之道。

14 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

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

15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

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

16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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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日頭中，向天空所飛的鳥

大聲喊著說：「你們聚集來赴神的大筵席，

18 可以吃君王與將軍的肉，壯士與馬和騎馬者的肉，

並一切自主的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19 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們的眾軍都聚集，

要與騎白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

20 那獸被擒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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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

21 其餘的被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劍殺了；

飛鳥都吃飽了他們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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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屠龍記羔羊屠龍記

十九11-16 羔羊一出現

十九17-21 宰殺獸、宰殺君王、宰殺假先知，

結局丟到硫磺火湖裡，飛鳥吃了他們的肉

十九章之後，新約的學者比較認為

不像七印、七號、七碗是怎樣發生 ─

平行？直線？又平行又直串連？

比較多的學者支持

慢慢七印、七號、七碗同時進來

越到末世、越多災難，但是時間性不是很確定

一直到了十九章，新婦被預備好之後，

進入末世線性時間表

‧末世線性時間表‧末世屠龍的是羔羊 ‧羔羊為了新婦而屠龍 ‧反思

好像那個瀑布一串一串在滑下去，

不像七印、七號、七碗

Sequence 時間性

還不是很確定。

十九06-10 我聽見羔羊的婚娶

十九11-16 我觀看彌賽亞第二次出現

十九17-18 我又看見天使邀飛鳥赴筵

十九19-21 我看見獸跟軍隊被騎白馬者所滅掉

二十… 我又看見撒但受梱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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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末世「線性時間表」以後，

進入早期教會歷史中最大的盼望 ─基督再來
末世論 eschatology 的焦點 ─基督必再來

提二13 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神，

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

帖前四16-17 還有天使吹號的聲音

帖前一10 基督一來執行審判

徒十七31 保羅對雅典人講道 ─

基督必要來行審判

新約一慣的一個主題 ─基督末世還再出現，

而且要行審判、要毀壞上帝的仇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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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毀壞上帝的仇敵

林前十五25-27 因為基督必要作王，

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

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

因為經上說：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既說萬物都服了他，明顯那叫萬物服他的，不在其內了。

末世不是鳥獸散、不是人死如燈滅；

末世明顯是基督要再來、

而且用一個完全得勝者的姿態！

是早期教會使徒們書信當中一直都在盼望…
從十九章來看到 ─ 啟示錄在羔羊的婚筵一結束，

羔羊屠龍記就搬上人間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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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龍的、把獸殺了、把假先知殺了，

竟然是「被牽到宰殺之地都不開口的羔羊」

不要以為他第一次釘在十字架上 ─

眾人嘲笑，他被罵不還口，

不要以為台灣話說「人善被人欺」。

在末世的審判中，羔羊一直沒有扮演主動的角色，

羔羊一直默默等候，

七印、七號、七碗，

是上帝藉著天使在傳聲音、警告

直到十七、十八章大淫婦巴比倫出現，

高潮準備被毀壞的時候，

會發覺約翰寫啟示錄非常有計畫…

‧末世線性時間表‧末世屠龍的是羔羊‧羔羊為了新婦而屠龍 ‧反思

十七章 ─ 巴比倫大城，十八章 ─ 大淫婦、巴比倫；

十九章 ─ 上帝有一個嶄新的計畫。

巴比倫城 新耶路撒冷城

大淫婦 新婦

獸 得勝的萬王之王

約翰福音的基督論 ─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我是生命的糧，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這個人有永生

謙和被牽到宰殺之地，耶穌第一次釘十字架

啟示錄的羔羊的第一個特徵 ─得勝騎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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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實的神說話算話

十九11 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

十三00 上帝的道

一定會來、一定會行審判！

3. 聖潔 12 他的眼睛如火焰

4. 榮耀 12 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

5. 審判的權柄

13 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

15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

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

6. 掌權 以得勝的姿態出現 ─ 屠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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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3-16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腳好像在爐中煆煉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他右手拿著七星，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約翰所看到基督，在耶穌復活升天以後，

已經國度、權柄、榮耀，都在他手中了。

這個騎白馬者，戴著許多冠冕、

名稱叫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

就是娶新婦的耶穌，基督完全是得勝！

約翰福音跟啟示錄不一樣的地方，是因為

末世論，彰顯啟示錄第一章不同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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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出現的基督論 ─ 行公義、行審判，為了是什麼？

祂愛祂的百姓、祂愛新婦。

為了新婦的緣故，他公義的屬性出現，

就變成施行審判、為上帝百姓報仇！

十九15 踹著全能者烈怒酒醡

活生生的說明上帝審判的一個特徵。

當大淫婦巴比倫來腐蝕、來敗壞，

撒但來欺負上帝百姓的時候，

羔羊本來是謙謙和和的，

亞九9 謙謙和和騎著驢駒

第一次耶穌進到人間，

為羊捨命，被罵不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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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六三3 我獨自踹酒醡；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

我發怒將他們踹下，發烈怒將他們踐踏。

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真正的君王是耶穌，國度、權柄、榮耀都在他手中，

要宰殺世界上所有得罪上帝、不討神喜歡的地方。

學者都同意，這是指著耶和華上帝要行審判審判，，

啟示錄就用這個轉入三位一體的神，

舊約，上帝要行審判

新約，上帝行審判的管道不是祂自己，

而是藉著祂的獨生愛子耶穌

「踹全能者烈怒酒醡的」，以賽亞書說是上帝上帝；；

這邊是羔羊，萬王之王，騎白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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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上的君王憑武力所得的權位，在末世顯的虛無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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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17-18 天空所飛的鳥可以吃君王與將軍的肉，

壯士與馬和騎馬者的肉，

並一切自主的為奴的，

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人間所羨慕的權、武力、君王，

在未世顯得虛無可憐！

羔羊要屠龍，君王也被殺。

世界觀要調整 ─

真正得勝的君王是藉著十字架的耶穌

人間所有君王不管他再偉大，最後通通要受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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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跟為我來活

亞歷山大大帝 耶 穌

死在十字架上

一生多采多姿 一無所有領軍千萬

血洗全世界 把自己獻上贏得全世界

耶穌因著自己釘死十字架，讓全世界的人來跟從他，

三十三歲，征服了墳墓、撒但、靈界的捆綁，

神變成人，得勝成為眾人的祝福

浮顯世界上的君王所追求的是短暫的

跟耶穌同年死、叱吒風雲的亞歷山大大帝，

三十歲不到就征得幾乎是當時的全世界，

為自己贏得一切，征服所有的帝國、把自己變成神。

為自己死為自己活

死在帝王的寶座上

孤獨前行

死時失去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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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寧可因為事奉萬王之王而受苦，

不要垂涎世界上短暫的榮華富貴；

時候到了、滿足了，萬王之王行審判！

3. 末世越來越暗，美國文學家愛默生說：

只有在天空最黑暗的時候，人才看得到星晨。

除非你有「末世基督要掌權」的眼光，

不會懂得參加羔羊的婚筵、依靠真神

你需要的是上帝的光照

你說：「主呀！我明白 ─

你掌權、你要屠龍、你要審判！」

歸向耶穌

禱告禱告
天父，幫助我們有一個永恆的眼光，

知道末世你才掌權，

就放棄與世界上假先知、與撒但、

與所有人間的宗教妥協的餘地，

歸向真神、來事奉真神，

萬王之王、最後行審判的神。

求耶穌住到我們每一個

還沒有信耶穌的人，

看了這個節目歸向真神。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