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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纲要 
极峰的启示 

 

第一篇 基督与教会的启示 

 

经文：启 1:1~6，7~11，12~16，17~20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 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遗使者晓谕

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 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

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

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 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

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

离〔有古卷：洗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 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

到永永远远。阿们！』（启 1:1~6） 

『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

是真实的。阿们！主 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是希腊字母首末

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忍耐里一同有分，为 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示

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那七个教会。」』（启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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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

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

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启 1:12~16） 

『我一看见，就仆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

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

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启 1:17~20） 

 

 

 

第一篇 基督与教会的启示 

经文：启 1:1~6，7~11，12~16，17~20 
 

一、耶稣基督的启示和将来必成的事 

（一）启示录的题目「耶稣基督的启示」 

1. 八次启示完成启示录 

2. 一次永远的托付——启示祂的众仆人 

3. 见证的重要 

（二）听见又遵守的有福了 

（三）三而一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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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2. 主是第一个诚实作见证的 

3. 宝座前的七灵   

（四）主的身分 

1. 死里复活——生命的特点 

2. 君王元首——身分的特点 

3. 洗去罪恶——工作的特点 

（五）圣徒的双重身分——国民和祭司 

 

二、一切事的总结和万民的结局 

（一）主的再来——「看哪，祂驾云降临！」 

（二）万族都要因祂哀哭 

（三）「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 

 

三、见证人和见证人的呼召 

    ——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分 

 

 

 

四、基督与教会的异象 

（一）灯台的奥秘——七星 

（二）七个灯台——教会完全的生命和职事 

（三）灯台中的人子——人子控制灯台的意义，灯台照射人子的荣耀 

1. 身穿长衣，直垂到脚 

（1） 祭司的职分 

（2） 基督的公义 

（3） 人子的合一生命遮盖整个身体 

2. 胸间束着金带 

   ——神永远的旨意和大爱约束整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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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 

——基督是神的永远和圣洁 

4. 眼目如同火焰 

   ——人子的光照、启示和焚烧 

5. 脚如同在炉中锻炼过光明的铜 

   ——人子是神的审判和执行 

6. 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 

   ——人子的声音是无可抵挡的能力 

7. 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主的话刺入剖开一切事物 

8.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人子说出神的荣耀充满万有 

 

五、见证人与使者的启示 

（一）主与教会中的关连 

（二）传达主信息者 

（三）灯台的奥秘在于使者 

 

 

第二篇 基督升天与教会的启示 

 

经文：启 4:9~11，5:1~14，7:9~17，8:3~6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

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

们的 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

的。』（启 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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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

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

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

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戴维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

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 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

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

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

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

们归于 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 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

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

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

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

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启 5:1~14）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

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 神，也

归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 神，说：

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与我们的 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

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 神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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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

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

的眼泪。」』（启 7:9~17）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

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 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

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枝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

（启 8:3~6） 

 

第二篇 基督升天与教会的启示 

 
经文：启 4:9~11，5:1~14，7:9~17，8:3~6 

前言、基督升天的启示 

（一）诗篇 68:18，弗 4:8 的启示 
（二）但 7:9~14 节的升天启示 

一、三而一的神——四活物与二十四长老 

（一）三而一的神 

1. 照着子神的形像生长出新耶路撒冷 

2. 虹围着宝座——信实的约围着宝座 

3. 宝座前的七灵——丰满的圣灵，奉差遣的圣灵 

（二）二十四长老——代表一切受造之物 

四活物——新造的代表 

四活物的特点——生命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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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活物的称颂 

（1） 昔在、今在、永在（Who was, and Who is, and Who is to come.） 

（2） 全能者 The Almighty 

2. 二十四长老的称颂——万有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 

 

二、基督升天的启示——基督升天时天上的情形 

（一）七印封严的书——神永远的旨意，无人能揭开（是宇宙之迷和人生之谜） 

（二）是配的问题，不是能的问题 

（三）耶稣基督的显现 

1. 能揭开七印，展开书卷——七印包括启示录 

2. 主的三个身分——犹大支派的狮子和被杀的羔羊戴维的根〈创 49：8~12〉 

3. 主耶稣的双重人格——狮子和羔羊,君王和救主 

4. 羔羊的七角七眼 

5. 刚被杀过，有站立的羔羊——死与复活的新鲜 

6. 揭开七印——揭开神永远的计划 

         揭开宇宙与人类之谜 

7. 琴与金香炉 

         (1) 祷告与赞美的伟大职事 

         (2) 金香炉——众圣徒的祷告 

         (3) 金香炉的祷告 

A. 照着神性情的祷告 

B. 上升的祷告 

C. 充满圣灵的祷告 

         (4) 金香炉完成时——完全毁灭仇敌权势的时候 

8. 新造的新歌 

(1) 揭开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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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自己的血买了人来 

(3) 叫他们归于神 

(4) 叫他们成为国民祭司 

(5) 在地上执掌王权 

 

三、天上群众的赞美 

  （一）新造的赞美 

  （二）被杀的羔羊是赞美的中心 

 

 

 

 

 

 

第三篇 得胜者的呼召与启示 

 

经文：启 6:1~8，1:6、20，2:1， 7:9~17，8:1~5，10:1~11，12:1~12，14:1~5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

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

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

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

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

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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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叫作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译：死亡〕、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 神的道、并作见证被杀

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

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

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启 6:1~11）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 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启 1:6）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

就是七个教会。』（启 1:20）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启 2:1）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

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 神，也

归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 神，说：

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与我们的 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

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 神宝

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

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

的眼泪。」』（启 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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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 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枝号赐

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

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 神面前。天使拿着香

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启 8:1~5）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虹，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

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

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

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

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起誓说：「不再有时日了〔或译：不再耽延了〕。」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 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 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

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

来。」我就去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

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

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原文是他们〕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

方、多王再说预言。」』（启 10:1~11）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他 了孕，在生产

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牠的

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

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辖管：原文是牧〕万国的；她的



 

11

孩子被提到 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 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一

千二百六十天。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牠的使者去争战，并没

有得胜，天上再没有牠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牠

被摔在地上，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 神的救恩、能力、国

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 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

去了。弟兄胜过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

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忿忿

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启 12:1~12）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

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

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彷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

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与 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察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

的。』（启 14:1~5） 

 

 

 

 

第三篇 得胜者的呼召与启示 

 



 

12

经文：启 6:1~8，1:6、20，2:1， 7:9~17，8:1~5，10:1~11，12:1~12，14:1~5 
 

一、得胜者的时代背景——四马奔跑的时代 

（一）白马奔跑的时代——福音要传遍天下 

1. 有权柄给了骑马的 

传福音的使者出来是第一个兆头，他们得着了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 

2. 拿着弓，没有箭——一箭已经发出去了，他们仗着主在十架的完全得胜 

3. 有冠冕赐给他们——冠冕是他们最大的吸引和最后的奖赏 

4. 给他们最大的应许——「胜了又要胜」 

（二）红马奔跑的时代——战争要跑遍天下 

1. 给他权柄从地上夺去平安 

2. 使人彼此相杀——人民战争的特点 

3. 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杀人的工具 

（三）黑马奔跑的时代——饥荒要跑遍天下 

1. 手里拿着天平 

2. 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 

3. 油和酒不可糟蹋 

（四）灰马奔跑的时代——死亡要跑遍天下 

1. 名字叫作死 

2. 阴府也随着他 

3. 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译：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

分之一的人 

 

二、殉道者的呼喊和殉道者数目的满足 

（一）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叫 

（二）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要等到几时呢 

（三）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 

（四）又有话赐给他们各人说 

1. 还要安息片时 

2. 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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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次得胜者的呼召——主右手握住的七星 

（一）站在属天地位的人 

1. 他们的生命是属天的 

2. 他们的生活是属天的 

3. 他们的地位是属天的 

4. 他们的言语是属天的 

（二）他们的影响力量——摆列在天空照在地上 

（三）他们的得胜秘诀——是被主的权能掌握保守的人 

（四）他们的事奉——传达主今日活的信息 

（五）他们的价值——成为教会在主面前的代表 

（六）他们在教会中实际的显出 

 启示录第二、三章所列举的得胜者 

 

四、第二次得胜者的呼召——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他们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选出来的得胜者 

（一）他们是蒙救赎复活的子民 

1.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 

（二）将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和羔羊 

      ——救恩与患难的关系—— 

      救恩归于神和羔羊是这班得胜者的特点 

（三）这班得胜者的特点 

1. 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2. 患难有各处不同的应验，也有全体应验的患难 

（四）圣经中指着最后大的患难乃是要在主来之前的日子，猛烈制作得胜生命 

（五）用羔羊的血把白衣洗净了 

洗得失去了患难的味道 

（六）神因着这些得胜者而赏赐的特殊福分 

1. 他们得着在神殿中昼夜事奉的最大权柄 

2. 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 

   ——永远脱去恐惧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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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 

   ——永远脱去患难的权柄—— 

4.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他们得着最大福分的权柄—— 

5.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他们得着神亲自擦干每一滴眼泪的福分应许 

——他们得着伤痛全止息的权柄—— 

 

五、第三班得胜者的呼召——执行祷告权柄，摧毁仇敌权势的人 

（一）他们手拿着金香炉——众圣徒的祈祷 

（二）有许多香赐给他——充满圣灵的祷告 

（三）要有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1. 众圣徒祈祷的完成和品质 

2. 最后一个祷告的重要使天平倾侧 

3. 祭坛的祷告 

4. 祷告和香的烟一同升到神面前——是神手中掌握的祷告 

5. 盛满了火焰的祷告——充满毁灭仇敌权势的祷告 

6. 执行祷告的权柄，摧毁黑暗的权势——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六、第四班得胜者的呼召——先知职分的得胜者 

    先知和预言职分的得胜者 

（一）大力的天使——是主显现成全先知职分的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基督——从天降下，披

着云彩——荣耀升天荣耀的基督 

1. 头上有虹——祂优先要表现的是神完全的信实 

2. 脸面像日头——在祂身上显出人不能注视的荣耀 

3. 两脚像火柱——行动带着圣灵的火焰 

（二）手里拿着小书卷——神完全的旨意和完全被差遣的话语 

1. 是展开的——是已经启示出来的圣经 

2. 祂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和

七雷封严——完全封闭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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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胜先知职分的呼召与经历 

1. 第一次的呼召——神的旨意是封闭的旨意——创造的神 

(1) 主指着万有发声——不再有时日了，一切都要结束 

(2) 神的奥秘成全了——基督的工作达到完满 

(3) 这奥秘正是神赐给祂仆人的佳音 

2. 第二次的呼召——制造先知职事的伟大经历 

(1) 你去把书卷取过来——最伟大的「去」字 

(2) 你拿着吃尽了——最伟大的「吃」字 

先知职事的宝贵经历 

A. 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最甜蜜的话语职事是从最惨痛的经

历里出来的 

B. 我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

发苦了 

C. 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 

                   ——话语职事的达到完满—— 

 

七、第五班得胜者的呼召 

  ——男孩子在属天境界驱逐撒但的争战——代表教会的得胜者 

（一）妇人、男孩子、大红龙的表号 

1. 妇人——教会的本身，男孩子是得胜者——软弱和刚强 

2. 都是团体的人 

3. 教会虽是极其荣耀，但是她本身并不能争战，争战的力量是男孩子，谁是男孩子，

这里是呼召男孩子，是教会里刚强的一部分 

4. 教会存留在地上主要的责任就是产生男孩子，这是最大的一次生产痛苦，在教会

里面要培养出刚强的生命 

（二）男孩子所预表的得胜者 

 

八、第六班得胜者的呼召——跟随羔羊无限量 

第四篇 羔羊的婚筵与千年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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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启 19:1~18，20:1~6 

『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救恩、荣耀、

权能都属乎我们的 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

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

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 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哪，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 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

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 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

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又对我说：「这是 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

你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 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

证。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

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 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

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辖管：原文是牧〕他们，并要踹全能 神

烈怒的酒醡。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

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 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

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启 19:1~18） 



 

17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

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牠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牠不得再

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牠。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

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 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

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

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

有分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 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

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 20:1~6） 

 

 

 

 

第四篇 羔羊的婚筵与千年国度

 
经文：启 19:1~18，20:1~6 

一、哈利路亚时代 

（一）第一次哈利路亚——天上群众的赞美 

（二）第二次哈利路亚——赞美神的审判完成救恩 

（三）第三次哈利路亚——神的众仆人和凡敬畏主的人的赞美 

（四）第四次哈利路亚——地上圣徒的赞美 

二、羔羊婚筵——国度时期享受神特别的救恩 

（一）圣徒的婚姻——象征基督与教会的奥秘（弗 5:31~32） 
（二）神造人的目的已完满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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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婚筵表号 

（四）羔羊婚筵是给得胜者的奖赏——特别享受最新鲜的爱和救恩 

三、千年国度 

（一）神创造人的目的宣告完成 

（二）争战的日子已经满足 

（三）仇敌与无底坑 

（四）得胜者与主同作王 

（五）第一次复活的福分——第二次的死没有权柄 

（六）与基督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