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胸間束著金帶

耶穌基督的啟示：
耶穌基督的啟示：祂是人子(I)
祂是人子

4) 頭與髮皆白，白如羊毛，(白)如雪

啟 1:1, 5-6. 9-16; 創 1:26-28

5) 眼目如同火焰
一、 神心中的願望是要向我們啟示祂的兒子主耶穌基督
• 這是啟示錄所有預言背後的中心思想
• 這也是末後世代教會最迫切的需要

6) 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光明的銅
7) 聲音如眾水的聲音
8) 右手拿著七星

二、 啟示錄中啟示出耶穌基督的二方面
1. 祂是人子(1-3 章)
2. 祂是羔羊(4-22 章)

9) 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
10)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這二方面的啟示都和神的旨意和祂旨意的成全有密切的關係。
• 人子是顯明祂與教會的關係──祂是忠心的見証人
• 羔羊是顯明祂與世界、全地的關係──祂是世上君王的元首

這人子的樣式表明出神心意中完全長大的『那人』(原人、真人)生命
的功用及表現(能力)，完全符合神原初造人時，神心中的設計及要求。
五、 人子與教會的關係

三、 祂是人子的意義

1. 祂來建造並治理神的家，祂用自己的生命，親自來服事我們，
在祂生命的能力及功用中，祂能保守教會在地上成全神的旨
意、滿足神的要求。
2. 因著祂的治理和服事，我們得以被成全，祂如何，那些屬祂
的人也要如何(啟 1:5.6；約壹 3:2)

1. 真人： 說出(在神的眼中)祂生命的性質(約 1:47；羅 3:4)。在
祂裡面沒有虛謊、詭詐，而不是說墮落的人是假人
(mannequin)，相對的來說，亞當的後代，因為墮落的
緣故，都帶著不真(un-true)的成份和性質。
2. 原人： 祂是照著(表明)神原初造人之前心中所要的人的形象
和樣式的那人，我們稱祂作「原人」，祂才能完全的
彰顯神自己，並完成神的旨意。
四、 使徒約翰在拔摩海島所看見的第一個異象
• 把得榮耀的耶穌基督向我們完全的啟示出來
• 這個對耶穌基督新的看見及認識
- 消除我們一切的問題、憂愁與掛慮，
- 並使我們學習來信靠主，更深的愛慕祂的顯現(回來)。
1) 有一位好像人子
2) 身穿長衣直垂到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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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耶穌基督的啟示：
耶穌基督的啟示：祂是人子(II)
祂是人子
啟 1:1, 5-6. 17-18, 20；啟 2:4, 10, 13-15, 20-23；3:1-2, 8, 15-16
一、 啟示錄中關於耶穌基督的啟示有兩個重點
1. 祂是人子
2. 祂是羔羊

是末後的 last, end
是那活著的(祂是生命的本質、是生命的源頭)
曾死過(考驗、試驗、救贖)
現在又活了 I am living
直活到永永遠遠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a. 這一位人子來治理、服事神的教會，祂是完全合神心意、
有資格來管理神的家、來服事我們。
b. 不僅如此，祂也是教會的模型、標準、樣式、先鋒及榜樣。
沒有任何人有資格來衡量或判斷神的教會，神用人子來衡
量並審判祂的教會。

所有耶穌基督的啟示都與教會，就是蒙救贖的人有密切的關係。
二、 金燈臺與人子

三、 啟 1:20, 2-3 章
人子行走在七個金燈臺當中，就把七個教會真實的屬靈光景顯明了
出來，針對這些光景，主的工作是呼召得勝者來勝過這些光景：

1. 在神的心意中教會的性質、功用及目的是什麼？(金燈臺)
2. 從神的話語中，我們能清楚的看見且確定的說，神對祂愛子
所買贖回來的教會，是有一個標準、要求和確定的目的(人子
是誰)

以弗所 2:4
示每拿 2:10
別迦摩 2:13-15
推雅推喇 2:20-23
撒狄 3:8

金燈臺表明神心意中教會的性質及功用
3. 約翰所看見的七個金燈臺和中間的人子說明其意義：
a. 金燈臺
1) 金：貴重、純淨、穩重。完全照著神的旨意，祇有神
的生命與性情才能滿足這條件。
2) 錘出來的：製作的過程，是聖靈親自的工作，就是神
自己來建造祂的教會，不是出於人、藉著人或組織。
3) 都是一塊精金錘出來的：完整合一(出 25:36)
b. 燈臺：點亮發光(太 5:14-16)，藉著裡面的新生命所活出
來的好行為
1) 來彰顯主耶穌基督
2) 來持守(guard)神的話

非拉鐵非 3:8
老底嘉 3:15-16

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服從了巴蘭、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
容讓、引誘
按名是活的，其實是死的，將要衰微
(about to die)
你略有一點力量
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

愛
忠
聖
正
活
力
熱

四、 什麼是得勝者？怎樣能得勝？
1. 為著神託負教會的使命而勝過
a. 自己的軟弱
b. 仇敵在環境中的攔阻及攻擊
正常的基督徒、正常的教會
2. 聽命與信靠
a. 有耳可聽的：心被主和主的話摸著
b. 1:17 仆倒在祂腳前，像死了一樣，祂用右手按著我：失去
了自己天然的能力，倚靠主從祂得力量

人子表明祂是教會的標準、要求和目的
4. 人子是誰？(啟 1:17-18)
1) 是首先的 first,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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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耶穌生命的本質
(啟 13:8 從創立世界以來就被殺的羔羊，這顯明祂生命的本質就
是被殺的羔羊)

耶穌基督的啟示：
耶穌基督的啟示：祂是羔羊(I)
祂是羔羊
啟 1:1, 5-6；5:1-6, 7-14；約 1:29, 35-36
一、 當神造人的時候，祂心中對人有一個榮耀的意念

被殺羔羊的生命，藉著主耶穌的十字架就完全的表明出來：
1. 羔羊在祭壇旁
a. 洗門徒的腳：祂如何愛我們。(約 13:1-17；13:34-35)
b. 在客西馬尼園中的禱告：降服與順從。(太 26:36-46；希
5:7-8)
c. 被賣與被拿：甘願捨命。(太 26:47-56)
d. 在審判廳：默默無聲。(太 26:63；27:14)
e. 去加略的路上：憐憫與同情。(路 23:27-31)

1. 神要人來彰顯祂自己(榮耀的美德)
2. 神要人來為祂掌權
所有亞當的後代都在神的旨意上失敗了，惟有耶穌基督(祂是那
忠心的見証人，是從死裡首先復活的，是世上君王的元首)首先
達到了神的目的。
啟示錄的中心思想乃是耶穌基督的啟示，顯明

2. 羔羊在祭壇上
a. 赦免
b. 接納
c. 親情
d. 犧牲
e. 倒出
f. 成了
g. 交託、安息

1. 祂是人子，祂是「真人」，祂是神心中原初所要的人──
「原人」；祂把神完全的表明出來，祂配為神掌權作王。
2. 祂是羔羊，這表明祂生命的特性是羔羊。藉著這生命，祂能
為神掌權。
二、 被殺的羔羊
1. 主耶穌是神的羔羊，祂不僅是羔羊，並且祂乃是被殺的羔羊。
2. 對於仇敵破壞所帶來的所有問題及難處，神用羔羊來作答案
和解決。
3. 施洗約翰是第一個介紹羔羊，並解釋羔羊意義的人。在約翰
福音第一章中，約翰兩次見証耶穌是神的羔羊。
4. 在啟 5:1-6 中說到被殺的羔羊，表明羔羊在祭壇上。羔羊在
祭壇上顯明主耶穌的生命是釘十架的生命，惟有這釘十架的
生命能達到寶座。
5. 在啟示錄 5:7-14 說出被殺的羔羊登上寶座。寶座表明權柄，
被殺的羔羊表明祂的生命，惟有這樣的生命才配登寶座作王，
惟有被殺的羔羊才配得權柄。

五、 十架生命所帶來的結果(太 27:51-54)
祇有羔羊的生命能帶來這樣的結果及能力
1.
2.
3.
4.
5.

幔子裂開：交通
地也震動：釋放
磐石崩裂：攻破營壘
墳墓也開了：打開陰間的門
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叫人起來的能力(弗 2:5；王
下 13:20-21)
6. 顯現：復活的榮耀
7. 百夫長的承認：叫人信服的見証

三、 羔羊生命的特性
1.
2.
3.
4.
5.

路 23:34
路 23:40-43
約 14:26-27
太 27:46
約 19:28；詩 22:14-15
約 19:30
路 23:46

微小、自我卑微
純淨、與人無傷
活力、活潑的生命
柔軟、順服神的旨意
受苦

六、 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祇有祂的生命才配登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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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啟示：
耶穌基督的啟示：祂是羔羊(I
祂是羔羊(II
(II)

3) 是全面的爭戰，在我們自己裡面，也在外面的環境中

啟 1:1, 5-6；5:9-14；7:17；14:1-5

在這屬靈的爭戰中，誰能持定羔羊的生命，誰才能得勝，
因此教會何等需要在寶座中羔羊的供應、扶持及保守。

一、 耶穌基督兩方面重要的啟示，對今日的教會是一個迫切的需要
1. 祂是人子表明神救贖的目的是要祂的兒女長大成人，盡教會的功
用來彰顯神的美德，來代表祂作王掌權。
2. 祂是羔羊表明達到寶座的道路，惟有羔羊的生命，才能為神作王、
掌權。
因此今日教會在地上的生活、事奉和年日，如同職前訓練或在職訓練一
般。
二、 祂是羔羊的意義
1. 羔羊表明主耶穌生命的特性(啟 13:8：祂是從創世以來就被殺的羔
羊)
2. 被殺的羔羊表現並表明釘十架的生命及生活是成全神旨意、達到
寶座的道路
3. 惟有羔羊的生命才配坐寶座、為神作王掌權

五、 今日主向祂的兒女發出跟隨羔羊的呼召(啟 14:1-5)
有一日羔羊要與祂的跟隨者一同來到錫安山，錫安山是神的國度設立
寶座的地方，這也表明神那不改變永遠的旨意。
在完成神永遠的旨意的過程中，主耶穌在教會中要得著一班跟隨羔羊
的人。誰是跟隨羔羊的人呢？他們的特點是：

三、 羔羊在寶座上
1. 啟 5:9-10，祂得權柄的原因及資格(配說出資格)

1.
2.

羔羊的同伴：與神和主耶穌有一個愛的關係
14 萬 4 千人：
a. 不是字義的數目
b. 與所有蒙救贖的兒女相比是少數的、有限的
c. 他們代表、也經歷了神在人間豐滿的管治
3. 有羔羊的名和祂父的名寫在額上
a. 公開的承認
b. 心思、意念
4. 彈琴、唱新歌：從深處愛的關係中產生得著了生命的經歷
5. 從地上買來的：脫離了地的捆綁與轄制
6. 未曾沾染婦女：持守貞潔(屬靈的、生命的)獻給基督(林後
11:1-3)
7. 羔羊無論往那裡去,他們都跟隨祂:無選擇的、無保留的、無限
量的表現基督
8. 是從人間買來的：脫離了人情、自己的影響
9. 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為著神的目的與滿足
在眾子中成為第一批(首先)成熟的人，就是先鋒、得勝者、長
子的原則
10. 在他們口中察不出謊言、沒有瑕疵：內裡誠實，在主的血中
洗得潔淨

因為祂曾被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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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回我們，使教會成為神的產業)，又叫他們成
為君王、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祂救贖的工作，成全
了神的旨意和目的)。
2.

祂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羔羊在寶座上為神執掌權柄，完成神的
旨意)
書卷表明全地的地契，因祂曾被殺，所以得回了全地的主權，祂
在寶座上作全地的主，祂握住人類的歷史，命運和前途。
a.

b.

羔羊在寶座上工作的第一方面是在全地掌權
啟 6：

七印：

啟 8：

七號：

啟 16：

七碗：

四、 羔羊在寶座中工作的目的及結果
1. 引進神的國與基督的國(即馬太福音中的天國) ── 啟 11:15
2. 得著新婦就是羔羊的妻 ── 啟 19
3. 完成神永遠的旨意
a. 聖城新耶路撒冷 ── 啟 21
b. 引進新天新地 ── 啟 22
那時羔羊的生命要完全的充滿在其中

印表明權柄，工作的開始，執行神對全
地的旨意和管治
號表明行動與爭戰的宣告，執行神對全
地的審判
碗表明神的忿怒，執行對敵基督並牠的
國的審判

羔羊在寶座上另一面重要的工作是牧養祂的兒女(啟 7:17)
用祂復活、得勝的生命，供應、扶持並保守祂的兒女，就是在
地上的教會。這段時期是大患難的時期(啟 7:14)，因為教會在
地上遭遇屬靈的爭戰，這爭戰的性質是：
1) 生命的爭戰，是生與死的爭戰
2) 是羔羊的生命與天然人的生命之間的衝突與爭戰

六、 如何跟隨羔羊？
天天、時刻活在與主生命的交通中，學習保守、順服裡面從主耶穌來
的生命的感覺，因為我們從主耶穌而得的生命就是羔羊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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