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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自序

新冠疫情与
“《启示录》热”

杨锺禄

新冠疫情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便是在教会界兴起

一股“末世论热”与“《启示录》热”。无论在各处教会或

网络上，都纷纷出现讲解《启示录》的讲座或视频。讲者包

括不知名的信徒，也包括名嘴、名牧等。

但若稍作“综观、综听”，便可察觉有些讲者并未在 

“末世论”神学或《启示录》这卷书，下过扎实功夫，只为

应景而讲。也许有些人觉得有关末世论的流派甚多，对《启

示录》的讲解观点也不一而足，因此便按自己的想法，肆意

讲解；有者随世局变化而指认敌基督，或为主再来定日期。

殊不知严谨的圣经学者，对某些课题或有不一致的见解，但

却绝非任意解经，随意立说。

圣经学者在未说出自己的见解之前，必须先根据旧新

约圣经一贯的教导，并按历史、文法、上下文的释经原则

（Historical, Grammatical,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寻求经文本

意，然后再按解《启示录》的基本法则，探索启示的原意与

用意，慎之又慎的再三查考、思考后，才会提出自己的研究

成果，绝非一般信口开河者可同日而言。

论到《启示录》这卷书，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说全都

读懂了（若有人敢这么说，就不需再听他说其他的了）。能

把《启示录》全卷404节经文全都搞通，毫不含糊地把每节都

解得一清二楚的人，世上根本就不会有。唯有等基督再来之

时，我们才可能完全明白《启示录》的奥秘。

然而，神要让我们知道，也可能知道的启示内容，已

经足够了（已达到祂启示的本意）。《启示录》有许多难

解（或无解）之处并非神要卖关子，而是启示的必须。神向

我们启示祂的永恒计划，包括从永远到永远，天上地下以及

灵界的事物事理，有许多内容是超越仍在肉体，尚住在地上

之人所可能领悟明白的。在这方面，孔子的学习态度是完全

正确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

为政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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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启示中，必然包含人虽无法理解，却可以信心

接受的内容。我们必须承认只能活在时、空间，又受理、

知、智所限的人，对永恒无限及灵界的概念，是无法真正理

解的。《启示录》必须使用象征文字或数字，让读者能获得

最接近的意思。因此，读《启示录》遇上难以确知的经文，

人就无需为求明白其确定的意思而强解经文，那只会徒劳无

功，误己误人。然而，有关《启示录》主要信息的经文都是

可以清楚解读的。为数不多的难解之处，我们就应谦卑地接

受“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申29:29）。

几乎所有基督徒都曾为《启示录》的诸多难解之谜感到

困惑。《启示录》的解经书虽也汗牛充栋，加上近年来使用

互联网的便利，可以聆听参考的信息则更多。然而，对《启

示录》的解读却分成各门各派各家各说，加上一些蹭热点、

博流量的网红博客借题发挥之作，让许多信徒莫衷一是，反

倒产生越读越乱之感！

本书秉持“字义解经、以经解经”原则，尝试为华人

基督徒解释读《启示录》常问的问题及共有之困惑。这也原

是“牧师”的本份工作，因为被称为“师”者，便当负起三

大职责：“传道、授业、解惑”（韩愈·《师说》）。愿主

使用本书，祈盼能对读者在研读《启示录》上略有助益，则

感恩之至。

2022年6月30日

巴生

《启示录》
导论

在我所读过所有论说或解读《启示录》的著作中，未见

过有比以下这段出自上个世纪的美国神学家约瑟赛斯（Joseph 

Seiss）更精彩的一段文字，兹摘译如下：   

“《启示录》是圣经中最精彩的作品之一。正如圣经在

世界文学作品中拥有独特地位，《启示录》在神的所有灵感

著作中，也是如此。在圣经书卷中，没有比它具更有力的证

明，或更充分地鉴定为“出于神启示”的灵感之作。它的历

史陈述、系列见证、内容性质，都充分显示它的真实和来自

神的本源。它雄伟的景象、宏大的比喻、丰富绚丽的文字、

精要的对话、催迫人心的劝言、使灵魂悸动的祈祷、天上众

圣者对羔羊的赞歌以及对三一神的颂诗，使它成为一本充满

大能威严的圣经总结之书。它不仅是神赐予人的启示，而且

揭开了神最伟大的计划并彰显其永恒目的。在圣经中，也没

有其他书卷能如它那么要求教会格外的关注，未有其他书卷

有如此书，用那么严厉的警示和惩戒之言来护卫它的完整

性。因此，我想对敬虔的信徒说：“弟兄们，让我们一起祈

祷，使我们对这本至圣之书加倍地研究并取得成果，不是出

于好奇心或求知上的满足，而是为激发、提升我们的属灵醒

觉并增加我们对神儿子的认识。”（摘译自《启示录经训》， 

Lecture on Rev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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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小引
一、著者与写作日期

著者自称约翰（1:1、2、9；22:8），但有人怀疑他是否耶稣

的门徒约翰。以下几位早期著名教会人物皆见证使徒约翰为

本书著者：

约翰的徒孙，玻里甲（Polycarp, AD 69-155）的学生，里

昂的主教爱任纽Irenaeus（AD 130-202），最后一位可知与基

督门徒有直接联系之人，说使徒约翰撰写《启示录》的年代

是在罗马皇帝豆米仙（Domitian，或译为多米田、图密善）统

治（公元 81-96）的末期。

译经教父耶柔米（Jerome, AD 347-420）曾叙述约翰在被

放逐的拔摩岛上写成《启示录》。

教会历史教父优西比乌（Eusebius, AD 260-340）曾说约

翰于豆米仙死后（AD 96）离开拔摩岛，到各地教会讲述所见

异象。因此推测《启示录》写作日期应于公元95年左右。

除此之外，以下再提四个理由说明接受约翰为《启示

录》的作者是正确的：

1）作者在《启示录》1:4、9；和22:8中称自己为“约翰”。虽

然这并不一定表明这个约翰是使徒约翰。因为“约翰”是

当时一个普通而流行的名字（直到今日仍是如此），例如

《马可福音》的著者也叫约翰（徒15:37）以及一位被教父

帕皮亚（Papias of Hierapolis AD 60-130）提说过的“长老

约翰”（John the Presbyter）；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使徒约

《启示录》导论

翰也可能被称为长老约翰，但历来仍有人极力提出《启示

录》的作者是“另一位”长老约翰，然而，比起接受使徒

约翰为作者，其可信度是十分脆弱的。

2）本书作者显然与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按教

会传统所记，使徒约翰曾担任以弗所一带教会的监督，是

一位备受尊重的长老。

3）作者的情况与使徒约翰的情况非常吻合。第二世纪的资料

显示，约翰被流放到拔摩岛。早期教父伊格那丢（Ignati-

us of Antioch AD35-107）写给大数人的书信（Epistle to the 

Tarsians）中写道：“彼得被钉死，保罗和雅各被刀杀，约

翰被放逐到拔摩岛，司提反被杀主的犹太人用石头打死。

这些苦难都不是徒然的，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被不敬虔之人

钉死的。”内中确凿地提到使徒约翰被流放与《启示录》

作者所述的情况相吻合（启1:9）。

4）在《启示录》书中充满旧约的意象，显示作者是一位完全浸

透于希伯来文化与圣经（旧约）中的人。作为生长于以色列

地，自小受希伯来宗教熏陶的使徒约翰符合这一要求。

《莱克瑟姆圣经词典》（Lexham Bible Dictionary）提到哈

里斯碎片（the Harris Fragments）的发现。这些碎片使人们对

约翰的学生玻里甲（AD69-150）的著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些碎片“为有关使徒约翰的长寿和自然死亡提供了独特的

记录”。它们支持第2世纪的教会传统，即使徒约翰，西庇太

的儿子，在拔摩海岛遭受流放后，在以弗所居住得享长寿，

最终安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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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所述，相信使徒约翰是《启示录》作者是明确

无疑的。有人执意不愿接受这事实，显然是受了近代怀疑主

义影响，以反传统为圭臬，只要有一分不同的理由便坚持反

对到底。

新约时期的罗马皇帝（参考）

前27年
－14年

Augustus
奥古斯都
（屋大维）

第一位罗马皇帝

14年－
37年

Tiberius
提庇留

耶稣在世时的罗马皇帝
（路3:1-3）

37年－
41年

Caligula
卡利古拉

开始罗马皇帝自封为神的传统

41年－
54年

Claudius
革老丢

徒11:28，18:2

54年－
68年

Nero
尼禄

彼得、保罗被处死

69年－
79年

Vespasian 
韦斯巴芗

领军攻打犹太叛军，从加利利到耶
路撒冷

79年－
81年

Titus
提多

主后70年攻破耶路撒冷并焚毁大希
律圣殿

81年－
96年

Domitian
豆米仙

主后95年约翰被放逐拔摩海岛，写
《启示录》

二、大纲结构

关于本书的组织结构，《圣经综合解读》（Chinese Missions 

Commentary）有极精彩的一段介绍：

“《启示录》原文并没有划分章节，而是激情澎湃、

一气呵成，引领读者跌宕起伏地前行：有时沿着时间激流涌

进，有时却像时光倒流，有时发现河分两汊，有时感觉峰回

路转。著者并非随心所欲、信手写就，而是巧妙地使用了数

字三、四、七和十二，在整体和细节上都有许多非常精巧的

结构。”

至于本书的纲要分段，虽可由不同角度去排列；但其实

也只有简繁之分，要紧的是能让人把握到本书的基本叙述流

程便可以，举例如下：

按四个中心异象组分段

《启示录》以1:1-8的简短介绍开始，之后的主体由四个中心

异象组成：

1:9-3:22 基督显现的异象

4:1-16:21 以后必成之事的异象

17:1-21:8 大淫妇受惩罚的异象

21:9-22:5 羔羊妻子的异象。

在四个中心异象之后，全书以22:6-21的结论结束。

《启示录》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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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的四个大异象都是以约翰声称“我被圣灵感

动”（I was in the Spirit）作为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启示录》主

体中新的划分开始；因此，我们能够将《启示录》如此分段：

一）论到耶稣和本书信（1:10）

二）论到宝座和审判（4:2）

三）论到大淫妇与众王（17:3）

四）论到基督新妇的降临（21:10）

按《启》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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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并细列纲要

一）引言（1:1-8）

A. 启示的来源、内容与目的（1:1-3）

B. 启示的受者、祝福与颂赞（1:4-6）

C. 启示的主题：宣告主的再来和神的全知、全在与全能

（1:7-8）

二）“所看见的事”──荣耀基督的异象（1:9-20）

A. 看见异象的使徒约翰（1:9-11）

B. 向约翰显现的荣耀基督（1:12-16）

C. 基督对约翰的吩咐与教导（1:17-20）

三）现在的事”──七个教会（2:1-3:22）

A. 以弗所的教会（2:1-7）──劳碌服侍而忽略爱的教会

（Pre-occupied church）

B. 士每拿的教会（2:8-11）──受逼迫的教会（Persecut-

ed church）

C. 别迦摩的教会（2:12-17）──政治化的教会（Politi-

cised church）

D. 推雅推喇的教会（2:18-29）──淫乱的教会（Prosper-

ous church）

E. 撒狄的教会（3:1-6）──失去能力的教会（Powerless 

church）

F. 非拉铁非的教会（3:7-13）──守道与开展的教会

（Persevering church）

G. 老底嘉的教会（3:14-22）──自满的教会（Postmodern 

church）

四）“将来必成的事”──末世和永世（4:1-22:17）

A. 天上的宝座（4:1-5:14）

1）宝座前的敬拜（4:1-11）

2）封严的书卷（5:1-4）

3）被杀的羔羊（5:5-14）

《启示录》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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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揭开七印（6:1-8:5）

1）第一印──白马（6:1-2）

2）第二印──红马（6:3-4）

3）第三印──黑马（6:5-6）

4）第四印──灰马（6:7-8）

5）第五印──祭坛底下的伸冤（6:9-11）

6）第六印──天地震动（6:12-17）

插入的异象之一：受印的以色列民（7:1-8）

插入的异象之二：灾中得救的众民（7:9-17）

7）第七印──引进七号（8:1-5）

C. 吹七号（8:6-11:19）

1）第一号──地上三分之一被焚烧（8:6-7）

2）第二号──海的三分之一被毁坏（8:8-9）

3）第三号──水源的三分之一被污染（8:10-11）

4）第四号──天体的三分之一被击打（8:12）

5）第五号──邪灵蝗虫（第一样灾祸）（8:13-9:11）

6）第六号──邪灵马军（第二样灾祸）（9:12-21）

插入的异象之三：大力天使和小书卷（10:1-11）

插入的异象之四：圣城和两个见证人（11:1-13）

7）第七号──第三样灾祸（11:14-19）

插入的异象之五：产妇与大红龙（12:1-17）

插入的异象之六：海中上来的兽和地中上来的兽

（13:1-18）

插入的异象之七：初熟之果与六位天使（14:1-20）

D. 倾倒七碗（15:1-16:21）

1）唱摩西与羔羊的歌（15:1-8）

2）第一碗──毒疮之灾（16:1-2）

3）第二碗──海变血之灾（16:3）

4）第三碗──水源变血之灾（16:4-7）

5）第四碗──烈日烤人之灾（16:8-9）

6）第五碗──兽国黑暗之灾（16:10-11）

7）第六碗──三个污灵与末日大战之灾（16:12-16）

8）第七碗──大地震与大雹子之灾（16:17-21）

E. 千年国度和它前后的二妇、二城、二筵席（17:1-22:5）

1）大淫妇受刑罚（17:1-18）

2）巴比伦大城的倾倒（18:1-24）

3）羔羊的婚娶与婚筵（19:1-10）

4）天空飞鸟的大筵席（19:11-21）

5）千年国度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20:1-15）

6）羔羊的新妇 （21:1-9）

7）圣城新耶路撒冷（21:10-22:5）

五）结语（22:6-21）

A. 信息（22:6-16）

B. 回应（22:17）

C. 警告（22:18-19）

D. 祈祷和祝福（22:20-21）

《启示录》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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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介绍基督

约翰介绍基督的三个名字显示祂的三重身份：

 《启》19:11-16记载基督的三个名字：

一）“祂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祂自己

没有人知道。”

祂头上冠冕写着的名字：无人能知，因祂是那自有永有者

（出3:14）；祂的名奇妙，超越人的思想（士13:18）。

二）“祂的名称为神之道。”

基督降世道成肉身，被钉、受死、复活、升天，为人开

了一条永生道路。

三）“在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基督再来时，万目都要看见祂以肉身显现，并要有形有

体地在地上作王一千年。

四、三个要求

约翰的著作显明基督对人的三个要求：

一）信：《约翰福音》要求人都当以信心来接受祂（约1:12， 

3:16）。

二）爱：《约翰书信》要求信徒都当要有神的爱并要彼此相爱

（约一4:7-21）。

三）望：《启示录》要求教会殷切盼望基督再来，审判祂的众

仇敌、奖赏祂的众仆人（启1:7，22:20）。

五、对应《创世记》

《启示录》对应《创世记》，成为圣经最终篇

一）《创世记》是全部圣经的开端，记载一切事物的起头；

《启示录》是全部圣经的结尾，记载一切事物的结局。

二）《创世记》前面三章记载旧天地和旧生命的被造，《启

示录》后面三章记载旧天地和旧生命的结局，以及一切

都更新了。

三）《创世记》记载人如何因犯罪而失去乐园和生命树的享

受，《启示录》记载得胜者得以享受神乐园中生命树的

果子，最终属神的万民都有分于生命河和生命树。

四）《创世记》记载巴别塔和城的建造，《启示录》记载巴

比伦城的结局，以及新耶路撒冷城的从天而降。

五）《创世记》记载撒但如何引诱人犯罪堕落，引进死亡，

《启示录》记载撒但、罪恶和死亡都被扔在火湖里。

六）《创世记》记载“首先的亚当”的婚姻，《启示录》记

载“末后的亚当”的婚姻。

七）《创世记》记载神如何用水除灭一切有气息的，《启示

录》记载神如何用火清除一切消极的人事物。

《启示录》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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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应如何解读？
自教父时代开始至今，历代对《启示录》有不同的解

读视角，迄今未能一致，导致基督教会在末世观产生种种歧

见。概括而言，圣经学者们对《启示录》的解读法，基本可

分为下列四种：

一、过去视角解释法或过去派（Preterist）：

按照“过去派”解释法，《启示录》没有预示任何事

情，著者只不过描述了他那个时代及已过去的事件。但因身

处罗马帝国正逼迫教会的环境中，书中应用象征性的代码来

表达信息，例如以“巴比伦”代替罗马、以“兽”代表罗马

皇帝、“666”就是尼禄皇帝等。对教外的人来说，《启示

录》无疑就是一本幻想出来的天书；事实上，它就是论述关

于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处境，犹太人与教会受逼迫的状况。书

中发生的重大灾难，主要皆指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攻

破、被毁的情况。基本上，对现代读者而言，《启示录》所

记载的事皆属过去的历史回忆；《启示录》与《使徒行传》

都可算为新约中的历史书，不同的是在文体上——《使徒行

传》为实写，《启示录》则为虚写。

二、历史视角解释法或历史派（Historist）：

这种解释法认为《启示录》是预示教会历史的发展，自

初世纪直到主再来之间的重大事件，包括教会大受逼迫、大

量各族人民信主、北方蛮族入侵、教皇得势与发展、伊斯兰

教的兴起并迅速胜利、教皇的极权统治下的中古黑暗时期、

宗教改革运动、教皇制度的衰微等。历史视角解释法发起于

第11世纪，正处欧洲教会的黑暗时期，人们便以《启示录》的

种种描述去解读过去及当代的各种事件与现象。

然而，随着时代的转变及发生的大事，人们便又开始“更

正”以往的说法，以适应新的局势发展。例如第六印指君士

坦丁的宗教转变带来的震撼，后来又有人认为那是指法国大

革命；《启》9:1的“星”被说成是穆罕默德，大批的蝗虫曾

被指代表撒拉逊人（穆斯林），又有人说那是天主教的耶稣

会对异教徒展开的大屠杀。

按历史视角的解释法，《启示录》未必按时代次序发

展，犹如展现一幅“大范围而无序”的教会历史全景画卷。

举例来说，许多宗教改革者称教皇为《启示录》第13章里的

兽，但他们不一定会认为末世已近在眼前。所以，他们相信

《启示录》谈的是他们的时代，而不一定是在讲末世事件。

如此莫衷一是的说法，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启示录》的原意。

《启示录》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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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歌视角解释法（Poetic view）或理想派
（Idealist）：

这种解释法认为，《启示录》是一部尽是图画和象征的书

卷，旨在鼓励和安慰在约翰时代受到逼迫的基督徒。按照诗歌

或寓意（allegorical）的视角来看，《启示录》并非记载真实历

史事件或预言未来，而只是一部具有个人意义的书卷；可将

之视为一本灵修书，让信徒从中可获得灵训、勉励与安慰。

信徒在世，虽要面对罪恶与撒但而来的苦害，但只要坚定信

靠神，最终神必胜过撒但，黑暗权势必要过去，光明国度就

会降临，圣徒也将迎来胜利并获得神的奖赏。

四、未来视角解释法或未来派（Futurist）：

未来派按《启》1:3所说，本书的启示内容为神／基督的

预言（1:3）。除了首三章记载约翰当代的事以外，从第四章开

始，就是在讲论末世事件，即耶稣再来之前的一段时期将发生

之事，及耶稣再临后直到永恒的一切光景。按照未来视角解释

法，《启示录》是一部主要描述末世的书卷。正如《启》1:19

所指出，本书可分为三个部分：约翰看见的事（第1章）、现

在的事（第2-3章）与将来必成的事（第4-22章）。

除了明显的隐语和象征之外，未来派对《启示录》书中

一切内容文字，皆按字面意思解读。书中所述事物，有些已

附带解释，无需揣测；例如1:20主说“七灯台”就是七个教

会，12:9对“大龙”便有详解，令人毫无疑问知道大龙就是魔

鬼撒但，17:15淫妇坐的“众水”便是多民、多国，17:12的十

角就是十位王。有些象征物或名称虽没有附带解释，但可从

别处经文来理解，例如“大酒醡”（14:19）、巴兰（2:14）、

耶洗别（2:20）等所代表的意义，从旧约相关经文去理解，并

不难明白其含意。

支持未来派解释法
的论据是什么？

1）《启示录》第4-22章描述的所有事件，在历史上都还未曾

发生过，至今仍皆属未来必成之事。 

2）《启示录》记载的内容皆为真实事件（1至3章），及预告

未来将出现的真实事件（4-22章），并且都与全球、全人

类相关。《启示录》的文体并非“灵修性”，而是记实与

预言体，涵盖的范围也不局限于罗马帝国境内或地中海地

区，而是涵盖全球。

3）《启示录》所论的未来诸事件，皆与圣经其他预言紧密相

关，显明神启示的一贯。例如，《但以理书》的“一七之

半”，《耶利米书》的“雅各遭难的日子”，先知书中

的“耶和华的大日”，“主报仇的日子”等预言，皆可在

《启示录》中找到相关的应验。 

4）《启示录》不只与当代当地的教会相关，也与所有时代的

信徒相关。因为它记录了基督的终极得胜、人类历史的终

结，以及信徒和非信徒的最终命运。 

《启示录》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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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初世纪的主要教父皆持未来视角解读《启示录》，例如

殉道者犹斯丁（Justin Martyr d.165年）、爱任纽（Irenae-

us d.195年）、希坡律陀（hippolytus d.236年）和维多里纽

（Victorinus d.303年）等。

未来派解释法显然最为合理，自古以来对《启示录》的

解读（参下文——“能开启《启示录》的两把钥匙”，31页）

也是最为一致的。未来派乃根据字义解经法而建构起来的圣

经末世观。字义解经法不单适用于《启示录》，也适用于

全本圣经。按字义解经去解读全本圣经才可能产生一致的见

解，才有可能建立起健全、有系统的圣经末世观。

历代对《启示录》的
解读法有哪几种？
初代教会字义解经：未来派

初期教会主要皆采取字义解经，以未来视角读《启示

录》。代表教父有殉道者犹斯丁（Justin Martyr d.165），爱任

纽Irenaeus （d.c.195）、希坡律陀 （Hippolytus d.236）以及维

多里纽（Victorinus d.c.303）。初世纪教会重要文献《十二使

徒遗训》（Didache，Teaching of the Twelve）亦以未来视角解

读《启示录》。

亚历山大学派寓意解经：灵意理想派

第二世纪，北非亚历山大学派兴起寓意解经潮流，开始

对《启示录》采取象征式或灵意法解经，代表人物包括亚历

山大的革利免与俄利根。以后随着主要教父如安波罗修与奥

古斯丁等采用灵意解经并大力支持，成为迄改教运动为止，

教会解经的正统与主流。这个时期的教会，不只对《启示

录》采用灵意解经，对全本圣经，尤其旧约，皆按灵意解读。

改教运动解经：字义与历史派

文艺复兴带动教会注重圣经原文，改教家开始按希伯

来文与希腊文重新查究圣经的原意。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人

们更多应用理性看待事物，包括宗教、教会与圣经。马丁路

德、加尔文、慈运理、默兰顿、丁道尔等改教家们掀起“回

归圣经”的热潮，摒弃灵意、寓意解经模式（但也并非全然

弃绝，仍保留选择性应用，例如不按字义接受千禧年将来的

实现，而是把现今的教会视为千禧年的体现），并基本奠定

宗教改革后的解经典范：按字义文法、史地文化背景及经文

上下文（The grammatical-historical method），综合解读。但因

与罗马天主教会对立，导致许多改教家采取历史派观点，将

天主教廷与教皇对号入座地解为《启示录》中逼迫教会与圣

徒的兽与兽国。

针对改教家倡导的解经法，罗马天主教在“反改教运

动”的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作出的反应是：“圣经并

非最高权威。真理是在‘成文的书及不成文的传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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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传统是来自过去的教父与现在的教会领袖的观点。换句

话，唯有罗马大公教会才能正确解释圣经。原则上，罗马天

主教会仍持守古教父，特别是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晚期教父

的寓意解释法，并以当代教廷领袖的解读与应用作为权威。

      

人文科学主义时代解经：过去派与理想派

到了18、19世纪，随着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兴盛，自

由派神学家批判圣经的内容有许多违反理性与科学，唾弃圣

经的超然描述，否定神迹及一切不合理性的记载，包括圣经

的预言及启示的异象；认为圣经的原本对象皆属当代人，不

能应用在后来的世代；后人读圣经只能当作灵性与德性的教

导。因此风气，《启示录》只能被看为一本灵修书籍，安慰

受苦者并鼓励信徒坚持与黑暗权势对抗而终将得胜。受此时

的自由派（也被称为新派或不信派）影响，转向以过去视角

及理想派解读《启示录》的趋势也逐渐增多。

二十世纪至今各流派并存时代

到了20世纪，福音派信仰的圣经学者重新高举圣经无误

论。在解经原则上遵守“文法、历史、上下文”原则。然而，

因着各宗派背景的传统及个人主义观点（更正教特点之一）之

不同，对《启示录》的见解及末世论的观点，仍未能一致。但

是否因此在讲台上就不应传讲《启示录》的信息呢？不！《启

示录》仍有许多福音派信仰者无异议的经文，大可深入讲解，

例如《启》14:13，21:4，就常在丧礼或追思会中引用宣讲。至

于其余莫衷一是的经文，便在于讲者的信心与感动。传道者若

要在讲台上讲论《启示录》，便应当站稳本身的立场，意志坚

定地传讲，将自己认定为从神领受的真理，放胆讲出来。讲者

应避忌的是无本身立场，只能客观地谈论他人的看法；或把自

己未足够了解与确信的见解，提出来让会众“参考”。若讲者

落入这两种情况，便已不能算为讲道，只能算为漫谈或讲学，

只适于在教室或咖啡厅里进行。

能开启《启示录》
的两把钥匙是什么？
《启示录》是神写给祂众仆人的信息（启1:1），若无圣

灵内住者，根本就无法明白。圣灵会感动人爱慕神的话，如

婴孩爱慕奶一样（彼前2:2），但圣灵不会主动教导人如何查

考圣经。

用心研读圣经是信徒的本分，但神不会帮助那些不爱研

读圣经的信徒“自动”明白圣经。因此，每一位信徒都必须

学习正确的解经原则，然后应用在查考圣经上。单有热心是

不够的（也可能是危险的，因可能成为狂热分子），还必须

按着真知识（罗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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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如同火车头，充满动力，真知识是轨道；热心必

须按着真知识，才不致出轨，误入歧途，误人误己。《启示

录》是神给我们的“真知识”，但因长远的时、空间隔，又

因论述的内容有许多关乎未来（甚至永恒）以及灵界奥秘之

事，因此“神的仆人”也必需具备足够的条件，如同正确的

钥匙，才能开启并进入《启示录》之殿堂。以下两把能解开

《启示录》的钥匙是绝不可少的。

一、以经解经

“以经解经”是我们常听见的一句话，那确是要明白圣

经的首要原则。对那些想要认真寻求明白《启示录》的人，

没有比这个原则更重要了。

论到“以经解经”，一般只强调若要明白一处经文，

必须根据其他提到同类或相同词字的经文作排比、对照、互

参，然后再按上下文、史、地、文化背景去寻求其准确原

意。同时，也必须与圣经前后一贯的教导相符，方能接受。

但“以经解经”应用在解读《启示录》上，除了上述

的一般用法以外，更要特别强调的是：要理解《启示录》，

必须先熟悉全本圣经。因为《启示录》的内容，触及旧、新

约几乎每一卷书。《启示录》的404节经文中，引用（cita-

tion）、引证（quotation）、暗示（allusion）旧约书卷的经文

约达550处，并且与新约圣经其余26卷中的每一卷，都有互相

关联的经文。《启示录》可称为“由许多书合成的一本书”

（Revelation is actually one book made up of many books）。在圣

经的最后一卷书，综合并总结了全本圣经所有的书卷（In this 

one book, all other books meet and end）。在圣灵的感动默示下，

著者写下包含旧约与新约综合内容及文字体裁的一本不可思

议的作品！

当我们了解《启示录》与全圣经的关系后，便自然晓得想

要解读《启示录》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要求，便是先熟悉《启示

录》前的65本圣经书卷。因此有人如此形容，查考《启示录》

其实是查考全本圣经的“伪装”（The study of Revelation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study of the entire Bible masquerading as a study 

of Revelation）。

让我再用一个比方，把圣经喻为一本精彩绝伦的长篇小

说（或连续集），共有66章（集），唯独缺失了最后一章（大

结局），还能令人满意吗？反过来，若有人从未读过前面65

章，直接去读最后一章，他能明白吗？有意义吗？他必定会

觉得不知所云而索然无味。对那些不熟悉圣经者，一来便读

《启示录》，读得满头雾水是必然的。

由此我们可获得一个小结论：

人们觉得《启示录》难读，并非本书内容难以理解，而

是因对本书所引用、借喻的圣经依据与典故无知所致。若老

是抱怨《启示录》难读，也许正暴露出本身对圣经下的工夫

不足。

《启示录》导论



34 35

启示录解惑
REVELATION: 
Answer Your Questions

读懂《启示录》所需的基础，就是要先读懂其余的65本

圣经书卷。这要求虽高，但却必须承认这是事实。在有导师

的带领下，我们可以一边查考一边学习。因此认真查考《启

示录》的人，同时必然在查考的过程中更熟悉并明白全本圣

经的教训。

要能读懂《启示录》，除了必须是“神的仆人”，并

且熟悉《启示录》前65卷（从《创世记》到《犹大书》）圣

经书卷以外，还得手握两把金钥匙，第一把是“以经解经”

（Scripture interprets itself），第二把就是“字义解经”（Lit-

eral Interpretation）。

二、字义解经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这话听来有点怪。我们无论读

报纸新闻、书面文章或来往信件，岂不都是按字面意思去理

解其内容吗？读文字就是照文字的意思去读而明白，又何需

画蛇添足地加上一句“按字面意思理解”？然而，论到如何

解读《启示录》，“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字义解经法，却

是至为关键的一把钥匙！因为有许多人摆着清楚的字句在眼

前，却不愿按字面意思理解，偏要执意按自己认为可接受的

意思去解读！这才产生为何要强调“字义解经”的必须。

首先，必须一再强调的是：《启示录》是神向人打开的

一道门，是神亲自掀开祂的秘室幔子，是神自己拉开末世舞

台帷幕，邀请人进入观看；还特别应许奖励那些进去详细察

看的人，将获得神的赐福（启1:3）！由此充分可知，神吩

咐约翰写下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读的人能读得明白，看得清

楚，并能领会祂的心意。

就如人说话的目的，就是要听的人听得清楚明白。例如：

孩子对妈妈说“我饿了”，在诊所对牙医说“痛的是左上颚的

最后一颗牙”，上车时对出租车司机说“去中央医院”，这些

话让人丝毫都不用猜想便可明了，因为讲者都是直接清楚表达

自己的意思，也都希望对方完全明白自己的意思。

同样的，神要我们明白祂的信息，岂不也必定会使用无

误的语言或文字吗？神岂会刻意用隐蔽的言语使祂的旨意含

糊不清，暗昧不明么（伯38:2）？我们必须相信，神绝不会自

相矛盾；因此我们相信——要明白神的话，就必须按神传达

信息所用的字句去理解。

因此，我们坚持凡能按字义理解的经文，便按字面意

思解读；除非经文本身说明是象征或异象的经文，当然就按

其象征含意理解，但仍需与其他相关经文对照解读。字义解

经的基本原则为“若按常理能理解的，便无需再另寻他解”

（when the plain sense make sense seek no other sense）。详加

解说则为：“当圣经的字面意思符合常理时，就无需寻求其

他意义；除非根据相关段落和不言而喻的基本真理、直接上

下文的事实，明确指出其他意义；否则就按其基本的、普通

的、常用的、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大卫库珀博士1886-

1965。（“When the plain sense of Scripture makes common sense, 

seek no other sense; therefore, take every word at its primary, ordi-

nary, usual, literal meaning unless the facts of the immediate context, 

studied in the light of related passages and axiomatic and fundamen-

tal truths, indicate clearly otherwise.”–Dr. David L. Cooper 1886-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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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并非说完全不能按喻意解读《启示录》。实际上，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习惯用隐语和象征语，例如我们到今天

仍会说“太阳下山了”，要解这话就是：太阳便是太阳，山

却不是指山，因那是按人的视角所见而说的，东半球的人说

太阳下山的同时，西半球的人却说太阳出来了。“太阳下山

了”就是“看不见太阳，已是晚上了”。大家都会自然地接

受这样的说法。

《启示录》的象征文字，实际上还挺多的。然而，字义

解经应作为基本解释原则，对于不能照字义解释的，经文本

身或已有讲解，或按以经解经的原则可以理解。兹举一例：

《启》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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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本身已声明这是一

个“异象”，当然不能按字面意思想象——真有一个身上挂

着星星、月亮与太阳的妇人！“日、月、星”的异象在圣经

中曾出现在约瑟的梦中，以经解经，可知这位妇人必与以色

列有关。再看下文可知这妇人产下一男孩子，而这男孩子是将

来要用铁杖管辖列国的；唯有基督能符合这个描述（诗2:9，

启19:15）。此段经文虽不能按字义直解，但却毫不妨碍读者

清楚明白其含意。

我们必须承认在《启示录》中仍有难解之处，但却不应

拦阻我们去追求明白。连彼得读保罗书信，论到主再来，都

有“难明白的”（彼后3:16），彼得活着时若能读到《启示

录》，相信同样他也会说有难明白的。

然而，按我们从《启示录》整体的信息理解，二千年来

在基本内容的了解，大致上仍是一致的。例如：未世将有大

灾难、基督要再来、教会最终必得胜、撒但将被扔入火湖、

死人都要复活受审判、基督要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以后所

有神的子民将住在新天新地及新圣城中，直到永远。这都是

《启示录》清楚的内容，是不容否定的。若有人增加或删除

神的启示，神就要降祸给他，并从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

分。（启22:18-19）

之所以要强调“字义解经”，是因为有许多人读《启示

录》常犯一个毛病：认为书中所述之事过于匪夷所思，难以

置信。当人们不愿按字面意思去接受《启示录》的内容，便

会寻求其他替代解读；例如以象征意义或属灵意义取代字面

意思。如此一来，不可避免必出现各抒己见、各有见解、各

有亮光、各有感动、各说各话之局面，结果令许多虚心求教

者莫衷一是，索性放弃研读此书。这仍是今日教会令人惋惜

与痛心的现象。一个简单的反思：所有旧约的预言，无论是

讲审判或弥赛亚的降临，都是按字面解，为什么新约反不按

字面解呢？《出埃及记》的十灾既是按字面解，为何《启示

录》的灾难就不按字面解呢？

特别如数字这么客观、具体而确定的量词，许多人也一

味地想将之象征化、灵意化！在谈论解读《启示录》中的数

字时，我们须要注意几个基本事实。（1）数字的最基本功能

是指定某物的数量。在任何、所有的文化中，数字的目的或

功能就是为了表达数量（例如：1+2=3）。（2）但这并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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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有例外，例如在《启示录》中，数字“七”常用以传达 

“完全”的意义，例如被杀的羔羊有“七角七眼”（启5:6）。

即使如此，数字七在大多情况仍然保持着正常的数量功能，例

如小亚细亚的 "七个教会 "或“七印、七号、七碗”的审判，

都必须按七的字面数量接受。（3）在《启示录》中，共使

用了240个数字。在这240个数字中，只有16个可以说是以象

征的方式使用，例如“四方的风”和地上的“四角”（7:1， 

20:8），也是基于《耶利米书》49:36-38，《以赛亚书》11:12，

《但以理书》7:2中的用法。

按《启示录》的用法，根本没有令人可信服的理由，将

书中许多数字解为象征意义。

现代人对《启示录》感到难以明白的一个原因，是由于

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想作祟。当人“以自然为准则，以理

性为导师”（Nature is the standard and reason is the guide）的

眼光来审视《启示录》，就只能接受那些认为“合理”的内

容，其余“不合理”的经文皆归为“迷思”（mythical）。

所谓“迷思”即属无法按理性解释的，唯有以象征法或

神秘主义法去解读。这是人按自己所受的现代教育为标准，

去判断并解读《启示录》。这是人视“理性、科学”的权威

超越圣经的权威，也是当今世界的精神。

因此，今天按“字义解经法”去解读《启示录》，仍不

见容于以理性、科学主义为至上的现代社会。就如今日全球

遭遇大瘟疫，人们仍不愿从圣经角度审视、反思，反而以提

到“圣经”二字为禁忌，包括教会或个别信徒皆如此。在某种

情况下，基督徒屈服于世界的精神之下，羞于提说“圣经”，

因为在世人眼中，圣经等同于“迷思”，甚至“迷信”。

《启示录》确仍有不少细节难以理解。但是它的主要思

想还是十分清晰的。只要我们按着正意分解（提后2:15），必

能蒙圣灵引导而更深入明白。没有一位基督徒可以因这本书

无法明白而放弃研读，那明显是违背了神的旨意，间接上也

是否定了基督启示的目的。

研读《启示录》有何福？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祂，叫祂将必要快成

的事指示祂的众仆人。祂就差遣使者晓谕祂的仆人约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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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1:1-3）

信徒为何须“研读”《启示录》？

《启示录》是大多数信徒觉得最难读的一卷书。难读

是因书中有许多描述难以明白。甚至连圣经学者们也不能对

书中许多经文有一致的看法。但这不等于我们无法对《启示

录》有确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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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的开始（启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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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结束（启22:7“看

哪，我必快来！凡守着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都强调听

见这书内容的人必须守着（keep）这书上的预言。

若要“守着”（keep）就先要拥有（have），就如保罗准

备离世之时所说的：“所信的道，我已经守着了。”（提后

4:7）。若要拥有神的道，就必须要认真研读、理解，然后才

能遵行。《启示录》的预言是神要我们理解、领受并守着的

（明白、相信并遵行），《启示录》开宗明义声明，此书是

神要启示给祂的众仆人的，意即本书是神向祂的仆人打开，

要他们念、听、守并遵行（启1:3）。可见此书内容必是清楚

能让人明白的。神的仆人读了，明白以后还当去传讲，叫人

遵行。

可见神并没有向我们隐藏祂的启示（revelation），启

示本就是揭开显明（reveal）的意思；神怎会用人无法明白

的话，来隐藏遮掩祂要向人显明的意思呢？那岂不自我矛盾

吗？有些人不明白这本书，并非因此书的文字令人无法明

白，有初中语文程度的人便能读得懂。人说不明白是另有原

因的。有人如此说：“《启示录》并非难以明白，而是难以

置信。”（The book of Revelation is not hard to understand, but 

hard to believe）我想这是关键原因：读的人无法按字面意思去

接受或相信。

《启》1:3宣告读此书，听而守着的人有福了。有何福呢？谨

提三点：

一、认识荣耀的基督（“耶稣基督的启示”）

一）《启示录》补满福音书与书信的不足

四福音书都是耶稣的门徒写有关耶稣生平的事，我

们认为非常宝贵，值得详细研读，因为那是我们认识基督

的最主要根据。如果耶稣基督自己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

我们岂不看为更宝贵吗？《启示录》正是这样的一本书。

《启示录》的正确名称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由基督启

示有关祂自己的事。并且所启示的内容是福音书所无，是

福音书的延续，并超越新约前面26卷书，达到新旧约圣经

最高峰！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在世上代表基督，作为基

督的见证人，怎能忽略《启示录》呢？我们若不认识《启

示录》所启示的基督，又怎能全面并准确地告诉人基督是

谁呢？我们从福音书晓得道成肉身的基督在世的生平，从

使徒书信的讲解，明白基督的救赎意义；但这些仍不能让

我们对基督有足够的认识。唯有在《启示录》中，我们才

能看见复活的基督所得的荣耀与权能。

在福音书中，基督是隐蔽的、被看为软弱的（马槽

里的婴孩）、卑微的（拿着牧杖的牧羊人）；祂被人藐

视、羞辱、逼迫，最后人将祂杀了（被钉在十架上的犯

人）。但在《启示录》中，我们才看见那位已经从死里

复活，如今坐在天上的宝座，接受天上地上所有受造者

俯伏敬拜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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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示录》启示基督对教会的心意、要求与应许

有形的教会是在基督升天后才产生的，基督作为教

会之主的地位，只有在祂升天之后才显明出来。《启示

录》让我们得知，基督现今对教会的心意与要求，以及

对教会将来的应许。

《启示录》第二、三章，让我们听见祂对教会所说

的话，有温柔慈爱的安慰，也有严厉公义的责备。七教

会也代表所有的教会，包括我们在内；因此我们就当常

按主对七教会所称赞的事去努力追求，同时对主所责备

的事常作检讨，免得主所说的审判也要落在我们身上。

《启示录》第四、五章——在天上对神与羔羊的敬

拜，应成为我们崇拜的模范，让我们可以效法。对比之

下，今天教会的敬拜太自由，太随兴了。我们若有如约

翰看见那无上荣耀威严的基督，我们的敬拜、祷告与对

主的事奉，就必定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对完成救恩、复活升天后的基督之尊荣、威

荣、权能，都不是只读福音书或新约书信所能看见或理

解的。因此连与基督在世最亲近的使徒约翰，看见荣耀

的基督时都要仆倒在地，像死了一样（启1:17）。许多基

督徒太强调基督为最好的朋友，却忽略了基督同时也是

荣耀的君王与公义的审判者，我们虽能来亲近祂，但仍

需心存敬畏，向祂尽忠，完全顺服。如此我们才晓得如

何敬拜祂、事奉祂。

二、知道神的计划（“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
的众仆人”）

圣经若无《启示录》，便如一本无结论的书，讲述一

个有头无尾，无结局的故事。《启示录》首尾二章皆有类似

宣告——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

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1:8）“主神说，我是阿拉

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

终。”（启22:13）神是创始成终的神。神要祂的子民知道并

明白祂对世人的永恒计划；旧约的历史与众先知的预言，在

《启示录》中我们才能知道神的用意与目的。 

《启示录》的404节经文中有278节出自旧约（占68.8%，

共引用24卷旧约书卷，主要引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 

《但以理书》及《撒迦利亚书》），有超过500处引述都与旧

约事件有关。这显明了从旧约到《启示录》，神的永恒计划

是一贯的。

《启示录》虽是预言未来的书，但未来仍是照神过去在

祂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作及所预言的，来应验并实现；这

也成为《启示录》难读的一个原因，因为若不熟悉旧约，特别

是旧约中的启示文学如《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以西结

书》等，便难以理解。

就如神不愿亚伯拉罕不知祂要做的事（创18:17），主耶

稣也说要让作为祂朋友的门徒，知道祂所做的事（约15:15）。

《启示录》正是神要祂的众仆人知道的事。因此唯有神的仆

人（接受基督并来跟从祂的人便是神的仆人）才能读明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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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相信且守着这本书的内容。对一般世人而言，《启示

录》真是一本被隐藏、遮盖的书，他们不能明白也无法相信

这本书的内容。耶稣基督的启示只向基督的仆人启开，也能

启开他们的心灵；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唯有属灵的人才能

明白属灵的奥秘（林前2:12-16）。 

《启示录》是唯一的一本，使我们可以知道世界末了、

人类与万物结局的书。我们若不好好地研读，求明白，就无

法回答自己与别人的信仰问题。这就是基督徒很大的亏欠。

基督徒在世见证福音真道，常受到人们的讥笑与挑战：

基督徒宣称基督为王，人们要问：王应坐在宝座上掌控一

切，今天世界那么混乱，掌管宇宙的君王在哪里？

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新妇，人们会问：新郎在那里？

大家都说撒但是大罪犯，人们要问：为何他仍然逍遥法外、

为非作歹、祸害世人？

若无《启示录》，我们便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然而神赐下《启

示录》，我们便有了这一切答案：

基督将要来坐在宝座上用铁杖辖管万国。

教会将在天上羔羊的婚筵中，坐在新郎的身旁。

大罪犯撒但将被扔在火湖中受永刑。这一切都已在神的预定

计划中，时候到了，都将完全实现。

三、安慰受苦的信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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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录》能带给为主受苦之人真正的安慰与盼望。

信徒在世上一切的苦难与痛苦，因知神的计划，并因信

神的应许而有的确实盼望，便能忍受；并因有荣耀的盼望，

在患难中也能继续享有平安喜乐。

当我们遭遇打击，在物质上受损，甚至落到一无所有，

也不至被打倒，因为知道神已在永恒里为我们预备了无比丰

富的基业（彼前1:4），成为我们永不会失去的财富。

当我们与所爱的人死别时，也因知还有“在天家再相

见，永相聚”之时，便可以忍受暂别的痛苦。

当我们为对神忠心而受逼迫时，也能因知神必伸冤，抵

挡神的人将受神的审判，为神受苦的人必得神的赏赐，而能

持续坚忍。在世上，罪恶往往好像得胜，恶人好像得势，但

我们却知道，这一切仍非终局。

当世界充满各样灾难，各种祸患接踵而至之时，我们却

知道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按着祂的旨意与计划掌控着历史

前进，直到祂所定的结局。正如《启示录》全书的布局，地

上充满大灾难并非意味失控；而是神正在审判抵挡神的列国

与迫害神子民的政权。在神降灾时，《启示录》同时让我们

看见天上的异象：神坐在宝座上，羔羊将七印一一揭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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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按神的指示降下七号、七碗之灾，基督在七年大灾难结束

时再临，结束撒但一切的作为，并在地上开始祂的千禧年国

度。因知神与基督在掌权，我们便能在一切患难中心灵得享

安息。若不读《启示录》，我们便无法知道这一切，也就无

法享有因知神启示而得的盼望与安慰。

基督再来时，这世界要受神公义的审判，没有一个作恶的人

能逃脱被神定罪的结果。唯有披戴基督义袍的人，可以得救

并进入神的新天新地及新耶路撒冷，《启示录》21:3-5所说的

情况就要出现：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祂要和他们同住，他们

要作祂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

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

的事都过去了。”

有一次，一群神学生看见一位校工正在读《启示录》，

便笑着对他说：“你读不懂《启示录》的，这本书是一个

谜。”他回答说：“我读得懂。”他们便问：“那请你告诉

我们，‘启示录’的意思是什么？”（what does it means?）校

工回答：“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赢了！”(It means we win!)

是的，《启示录》让我们知道基督是得胜者，作为基

督的跟随者，我们也要分享祂的得胜与永远的荣耀——再没

有比这更大的福了！只有当我们读《启示录》、明白《启示

录》、相信《启示录》并谨守《启示录》，才晓得我们靠基

督所得的福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更应当去告诉更多人，唯有

信靠基督，跟从基督的人才能获得这个大福。  

《启示录》与
“启示文学”何关？
近年来随着新冠疫情的长久延续，基督徒对打疫苗的质

疑，加上近来不断出现的天灾，人们对圣经末世学，以及圣

经中最具末世色彩的一卷书《启示录》的兴趣，大大提升。

在网络上，论末世与《启示录》的讲座、文章也多了起来。

患难带来危机感，令人想从圣经寻求亮光与指导，那是好的。

但讲论《启示录》需倍加谨慎，因错谬的讲解可能会导人于迷

途，甚至使人跌倒，那是主耶稣看为大罪的（太18:6）。其中

一项关键因素便是：当人全然将《启示录》视为所谓的“启

示文学”或“天启文学”而论，将神的直接启示与各种出于

人的冥想、梦境、幻觉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其结果便将导

致人对《启示录》的真实性及其可信度大打折扣，甚至令人

对神的启示失去信心。

从《启示录》面世至今，经过二千年来万千学者的研

读，却仍未能获得一致的解读。固然这也可应用在圣经的

每一卷书，但《启示录》是最明显且具最多意见分歧的一

本书。解《启示录》流派一般可归纳成四种：过去派、历

史派、理想派及未来派。虽另有人提出有所谓综合解释法

（eclectic interpretation），实际上就是以理想派为主，再加

上其他认为适用的解法——如过去派与历史派的一些讲解。

但严格来说，如何明白《启示录》，只有两种解经立场：象

征法与字意法。以上所提的四大流派实际上只需分成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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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象征法解读《启示录》所产生的“过去派、历史派与理

想派”，2）按字意解经的“未来派”。象征法也可称为灵意

法，认为基本上《启示录》的描述皆属象征性，读者必须能

了解其象征所指的意义。例如兽的国即罗马帝国、巴比伦就

是罗马城、兽即罗马皇帝或特指尼禄皇帝等等。字意法即除

了“经文明文说明为异象”者，皆按文字的字面原意解读。

例如第7章所述14万4千人乃从以色列12支派中，神各选召1万

2千人的总数，皆须按字面支派与数目理解；第20章六次提到

一千年即按其数目解为一千年等等。

灵意解经的先决理由，主要是先设定《启示录》的写作

体裁乃属启示文学或天启文学，因而必须按启示文学的体裁

特性来解读。

何谓体裁？

体裁英语为genre（源自法文），可译为“流派”，按字

典定义为“艺术创作的一类，如音乐或文学，以独特的风格、

形式或内容为标志。”（"A category of artistic composition, as in 

music or literature, marked by a distinctive style, form, or content."） 

“启示文学”（Apocalyptic Literature），或“天启文学”

一词，作为一种文体，是始于1822年，由一位德国学者 K. I. 

Nitzsch（1787-1868）创造出来的。1832年，由另一位学者弗

里德里希·吕克（Friedrich Lücke, 1791-1855）对这种体裁进

行批判性研究并予以肯定，先是被基督教界采纳，后来也被

世俗学界认可。

“圣经启示文学” 

人们首先从旧约先知书里找到“启示文学”的痕迹，

甚至认为启示文学是从公元前第二世纪问世的《但以理书》

启始的。持此看法的学者们因“不信”（他们认为按理性无

法接受但以理能未卜先知，把未发生的帝国递变写得那么详

尽）。《但以理书》是主前六世纪的作品，故认为那是第二

世纪，有人假借但以理之名写的启示文学，认为《但以理

书》的预言其实皆为“事后孔明”之作。

《以赛亚书》24-27章和《约珥书》的内容，因充斥描绘

末世的光景而被指为属启示文学。《以西结书》37-39章与《撒

迦利亚书》有相当多篇幅描述先知在异象里经历的情境，包

含对异象的描绘与之后的解释，是典型启示文学的写作模式。 

启示文学主要的发展是在主前第二世纪的马加比时期，

因西流基王朝（Seleucid Dynasty）对犹太人宗教上的逼迫，因

此许多犹太人便以启示文学手法著述，鼓励大家在信仰上坚

忍，因至终神必要惩罚恶人、刑罚仇敌，并使祂的选民获得

最终的胜利。

为获得人们的重视与关注，大多犹太启示文学作品皆假

借古人之名创作，例如《以诺一书》《十二族长的见证集》

《所罗门诗篇》《摩西升天记》《以赛亚殉道记》《亚伯拉

罕《启示录》《以斯拉四书》《巴录二书、三书》等。

这些思想与著作模式也影响到新约的著者。新约的启示

文学部分包含耶稣的橄榄山论末世（太24章；可13章）、《林

前》15章、《帖后》2章、《彼后》3章、《犹大书》和《启示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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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许多末世科幻小说皆被称为“启示文学”作

品，并成为现代的一种流行文化，包括许多以末世灾难为题

材的电影。

宗教界对启示文学一直未有完全一致的界定，但基本上包含

以下八大特征：

1. 启示文学通常是假借古人或伟人之名——如以诺或亚伯拉罕

等古代人物写的。 

2. 启示文学通常是从压迫、迫害和绝望的背景下写的。许多学

者用“抵抗文学”来形容它们。 

3. 天上的中介通常出现在启示文学作品中，以解释异象或揭示

秘密知识。

4. 启示文学包含尖锐的二元论，是当今邪恶主导的时代与即将

到来的变革时代之间的对比。

5. 对当今时代积极变化的可能性，启示文学倾向持悲观态度。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激进的“神圣干预”，以推翻上帝的敌

人，并纠正错误。 

6. 启示文学通常充满了象征意义。

7. 启示文学往往持命定论，描绘一个不可避免的未来，由上帝

固定的事件日历，将一成不变地实现。 

8. 在启示文学中，与著者同时代的事件，经常被描绘成很久以

前的预言；因此就将与著者同时代发生的事情，指为是几个

世纪前预言的实现。 

主张按象征或灵意解读《启示录》者，必先将《启示

录》归入启示文学体裁，然后再以启示文学的特征解读《启

示录》。其结论不外三种：一、《启示录》的内容皆属历史，

著者只是从历史汲取教训作为当代教会的训勉；二、《启示

录》以象征描述预告未来将发生的事件，因此产生不同时代有

不同的历史解读；三、著者以寓言式讲述故事，作为警诫与教

导，让读者知晓从善弃恶、抗拒魔鬼、信靠真神。

就此，且来读一读《启示录》开宗明义的卷首语（启1:1-3），

做个对照：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祂，叫祂将必要快成

的事指示祂的众仆人。祂就差遣使者晓谕祂的仆人约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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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耶稣基督的“启示”

开头第一句，圣经便再清楚不过地声明本书是“启示”，

原文Apocalypse意思非常明确，就是揭开、显明的意思。犹如

揭开面纱，让人得见真面目；又如拉开幔子，让观众得见舞台

的一切。因此“启示”的内容必是一清二楚，毫无必要加以揣

摩或猜测的！神向人启示的目的也必是要人明明白白，绝非如

有些人言之凿凿地强调《启示录》属于“启示文学”，皆以琵

琶半遮脸，隐隐约约的象征式透露天机，因此必须如猜谜般旁

敲侧击去找出谜底！对那些人来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等

于耶稣基督的“谜语”！ 

《启示录》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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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耶稣基督的”启示

开头第一句，圣经便明明白白地宣告本书是“耶稣基督

的”启示。但令人惊讶的是，硬要把本书归为“启示文学”

的学者，却偏要硬说这是一本教会受压迫的产物；之所以其

内容充斥诸般诡异描述，皆因惧怕当政者逼迫而布下的烟雾

阵！其他的启示文学作品皆可作为印证。启示文学著者皆不敢

以真实身份、真名示人，总假借古代名人作为替代，如《以诺

书》《亚伯拉罕的启示》《摩西启示录》等。因此他们认为

本书也是如此，由一位不确定的“约翰”，假借耶稣基督之

名而写出来的作品。这种想法是对耶稣基督极不尊重！

三、“必要快成的事”

在首句的宣告与声明中，神清楚说明祂要传给祂众仆人

的启示内容是“必要快成的事”。对照1:3的“预言”，1:19

的“将来必成的事”，22:6的“必要快成的事”，22:18再次

出现的“预言”，可知本书的内容主要是指未来之事，因为

第4至22章皆属未来之预告。然而，那些坚持本书属启示文学

者，却认为启示文学一贯皆如事后孔明般，把历史说成预言

哗众取宠，让那些不知情者惊为天书！然而对相信圣经按字

面解，字字属实的读者而言，《启示录》就是神预言将来必

成之事。本书乃耶稣基督亲自的启示，对真信徒而言，必毫

无疑问地相信本书就是神的预言，其权威及可靠性是我们绝

对服从的。

四、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
证”、凡“（约翰）自己所看见的”都证
明出来”

首先，圣经说本书内容是“神的道”。神的道乃神向人

启示祂所要人知道的真理内容，便是人可知的道。神的道不

是人可以凭理性思考或“冥想”而得知的。神的道是绝对的

真理，是由不得人任意解读揣度的。

本书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包含在神

的道中。耶稣基督降世向人所说、所做的事，都是祂的见证。

耶稣的见证就是祂从圣父所领受的（约5:30），圣父也为祂作

见证，证明祂所说所行的一切都是出于圣父的（约8:18）。耶

稣基督的见证内容皆为父与子互相印证的真道，正是神要人

领受的“神的道”。

使徒约翰是神所拣选的执笔者，神让他亲眼看见、亲

耳听见一切神要他领受并记下来，传给神的众仆人之信息。

《启示录》便是“一切约翰自己所看见（包括在看见时所听见

的）”。《启示录》中约翰写下“我聴见”共28次（4x7）， 

“我看见”49次（7x7），两者加起来合共为77次“约翰亲眼

看见、亲耳听见”的见证！然而，许多学者却似乎皆将它改

为“我梦见”，因而解《启示录》便如为约翰“解梦”！

既是如此，《启示录》的内容已交待得再清楚不过了。

本书是神的道、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是所有神让约翰所看

见、所听见的。然而对那些坚持本书为启示文学者，硬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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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文学特征都应用在本书上，便抱着学者风度，秉承着严

格的学术风范，处处质疑本书是否纯属著者的梦境或幻觉？

有“学者”认为由于约翰在拔摩岛极其孤单，时常陷入沉思

冥想，《启示录》便是在他深度冥想中产生出来的幻象。因

此认为要解《启示录》之谜，必要先找出著者为何会产生这

些幻觉？他们的答案便是初期教会因受到的逼迫过于巨大，

身为教会领袖的著者，精神备受压制，日有所思，夜有所

梦，甚至出现幻觉，才导致著者产生出这样的作品。在他们

眼中，本书著者不但有精神问题，并且还病得不轻呀！

事实上，未有人把《启示录》归入“启示文学”之前（或

未有“启示文学”一词出现以前），教会接受《启示录》就

如先知书或新约的各书卷，认为那是神借着祂的仆人写出来

的启示信息，字字句句都是神口中呼出来的气，一点一划都

是不能更改的。直到如今，忠心研读圣经的神仆，仍是按圣

经的大小上下文，一段、一句、一字地研析理解的。在合乎

常情常理（common sense）之下（即经文本身未清楚显示为

寓意之处），人若不将神的话按字义理解，便是自作聪明，

不按正道，反照自己的私意强解经文，结果便是混乱主道，

自欺欺人，偏行己路，瞎子领瞎子，与神启示的原意越离越

远，不知所终。神要责备这些人：“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

的旨意暗昧不明？”（伯38:2）

第一章

耶稣基督
的启示与显现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祂，叫祂将必要快成

的事指示祂的众仆人。祂就差遣使者晓谕祂的仆人约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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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1:1-3）

“启示”原文为“apokalupsis”由Apo（去除、使之离

开）与Kalupsis（掩盖之物）合成，意思就是“去除掩盖之

物”，使被隐藏或遮盖之物显露出来。英语称《启示录》为

Revelation，就是从“显露”（reveal）一字而来，例如打开盖

子显露内在之物，或揭开幔子（unveil），让观众可以看清台

上的情景。讽刺的是，对许多人来说，《启示录》却是圣经

中最无法看清的一卷书。我想关键乃在于人们应用的解读法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下文将再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