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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大淫婦的異象﹕千禧年和最後勝利（啟十九至廿） 

 

I. 因大淫婦遭毀滅而讚美上帝（啟十九1-6） 

A. 天上的群眾因上帝懲罰大淫婦而唱哈利路亞（十九1-2） 

B. 天上的群眾因大淫婦永遠的被燒滅而唱哈利路亞（十九3） 

C. 二十四位長老和四活物唱哈利路亞（十九4） 

D. 從寶座出來的聲音呼喚所有上帝的僕人要唱「哈利路亞」（十九5） 

E. 天上的群眾在十九2頌讚上帝，因為祂已審判了敗壞世界的大淫婦。在十九6他們

對上帝的頌讚轉向祂即將在未來成就的事 ─ 基督作王、羔羊的婚娶與婚筵，他們

因此而歡喜快樂。群眾的頌讚有如眾水、大雷，是四次「哈利路亞」中最大聲的 

F. 整本新約只有在啟十九章中找到「哈利路亞」一詞 

 

II. 羔羊的婚筵（啟十九7-10） 

A. 背景：大巴比倫傾倒後，上帝也必定要攻擊最後的敵人。千禧年國度即將成立，

羔羊作王；這也就是結束訂婚等待期間而舉行羔羊的婚禮的時候了 

B. 婚筵的意義：代表基督與祂的教會終極的結合。祂與自己買贖回來的信徒們親密

不可分割的結合在一起 

 在舊約中，上帝是以色列人的新郎或丈夫（賽五十四6；何二16；結十六7-14） 

 在新約中，基督與教會就是丈夫（新郎）與妻子（新婦）的關係（弗五25-32；

林後十一2；啟三20；十九7、9；廿一2、9；廿二17） 

 耶穌以婚禮、婚宴、宴席以比喻天國（太廿五1；路十四15） 

 在福音書中，基督是新郎（太五15；可二19-；路五34-；約三29）。羔羊的婚

筵，是基督與聖徒最親密的結合，其結果是在永世中上帝與人同住（廿一3） 

C. 新婦的禮服是光明潔白的細麻衣（十九8），表示新婦是屬上帝的、是得救贖的

（白衣，參三4、18，六11，七9、14）。這與大淫婦的紫色朱紅色衣服（十七

4，十八16）成強烈的對比 

D. 新婦的衣服是羔羊給的，是她蒙恩後穿的。細麻衣是聖徒所行的義（十九8）；

這不是說靠行為得救贖，而是說每位信徒皆要有義行，當他在基督台前（林後五

10），這些義行要受到斷定（參林前三11-15）得賞賜 

E. 「被請」（十九9）有「蒙召得救」之義（太九13；羅八30；九24） 

F. 要敬拜上帝不可拜天使（十九10）﹕約翰（可能誤認天使是主耶穌）要拜天使，

天使阻止他如此做，並說：「你要敬拜上帝」（相同的事發生在廿二8）。拜天

使有若拜偶像，西二18言明不可拜天使 

G. 「因為預言中的靈意（參彼後一21）乃是為耶穌作見證」（十九10下）。NIV： 

“For the testmony of Jesus（耶穌的見證）is the spirit of prophecy”兩者有顯著的

不同。耶穌的見證（參提前二5-6）是耶穌為祂自己所作的見證，不同於聖徒為

基督所作的見證 

 

III. 末了的第一件事: 基督再來（十九11-16） 

A. 啟十九12-16交叉式的結構﹕ 

 有名寫著:無人知道（十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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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濺了血的衣服（十九13a） 

 上帝的道（十九13b） 

 天上眾軍跟隨主（十九14） 

 口中的利劍（十九15a） 

 踹烈怒的酒醡（十九15b； 參賽六十三3；上帝發烈怒踹酒醡使之衣服濺血） 

 有名寫著:萬王之王（十九16） 

B. 誠信真實的那一位（十九11-12） 

 天開了，基督騎著白馬而來（十九11）；白馬喻表勝利 

 誠信真實（Faithful and True）（十九11中） 

 誠信的（忠心的）：耶穌對父上帝忠心（來三 2）；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來

二 17） 

 真實的（真理的）：「我(耶穌)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十四6） 

 祂按著公義審判爭戰（十九11下）: 公義和爭戰相連在一起，顯示基督所要進

行的戰爭，是要執行公義，過於軍事的衝突。那位誠信真實的見證人要審判悖

逆的國度 

 在額上寫著祂的名字，除祂以外無人知道（十九12） 

 主對非拉鐵非教會說，祂將有新名，在新天新地時，我們能知道祂的新名

（三12） 

 主應許別迦摩教會的得勝者，可以獲得一個無人能知的新名（二17） 

 主的其他名字：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之君（賽九6） 

 在古代，當人認識一位神的名字，神的權柄便要和那得知秘密的人分享。既

然這個異象啟示了基督的兩個名字，「上帝的道」（十九13）和「萬王之

王、萬主之主」（十九16），基督統治受造物獨有的權能，現在要和祂誠信

的人分享（三21；五10；廿二5）。在另一方面，這一個秘密的名字可能要等

待基督的再來然後加以顯露 

C. 濺了血的衣服（十九13） 

 參賽六十三1-6，描述上帝的忿怒，殺戮仇敵，他們的血濺在祂的衣服上，正如

葡萄汁濺在壓酒池踹酒醡的人身上 

 這裡亦有可能指基督自己的血（一5，五6、9，七14，十二11） 

D. 上帝的道（十九13）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約一 1） 

 「道成肉身」（約一 14）→ 耶穌是上帝之道 

 耶穌在世一切的話和達成上帝旨意一切的工作，都是可靠一致的見證。在這一

切事上，基督完全順服。上帝的旨意在耶穌的身上得著完全的顯露。上帝的道

和基督原為一 

E. 一位奇特的戰士（十九14-16） 

 天上的眾軍（十九14； 參猶14） 

 他們是蒙召救贖被選有忠心的信徒（十七14） 

 他們騎白馬（與基督同，十九11）、穿潔白的細麻衣（與新婦同，十九8）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十九15）﹕基督的話語是祂審判的

工具，也是祂救恩的工具（太十二37；約十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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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人都能夠看到基督的第三個名字「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十九16）。這

個名字是羔羊的名字（十七14）。祂是那絕對的主與王，有上帝完全的大能

和權力 

 

IV. 末了的第二件事﹕獸被擊倒（哈米吉多頓戰爭）（十九17-21） 

A. 上帝審判的大筵席（十九17-18） 

 飛鳥聚集赴上帝的大筵席（十九17-18） 

 天使站在日頭中（使世人及飛鳥都能注意），大喊說：「你們（指所有的天

空飛鳥）聚集來赴上帝的大筵席」（十九 17），這是對飛鳥的命令。「聚

集」與地上的眾軍的「聚集」（十九 19）互相呼應。上帝的大筵席與羔羊的

婚筵成了強烈的對照 

 飛鳥吃的是地上眾軍的肉，包括君王、將軍、馬、馬兵、自主的、為奴的以

及大小民眾。屍首給飛鳥（禿鷹）與走獸作食物，參申廿八 26；結三十九

12-17；撒上十七 46 

 天使的宣告表示基督與祂的天軍一定會得勝。基督的勝利預告在啟十七 14 

B. 獸和牠的軍隊被消滅（十九19-21） 

 敵基督和牠的地上聯軍都聚集（有列陣出戰之意），要與基督和祂的天軍爭戰

（十九19） 

 未經戰爭，獸與假先知即被基督擒拿，被扔在硫磺火湖，永遠受苦（十九20；

參太廿五41）﹕「誰比這獸，誰能與牠爭戰？」（十三4）「世上的國成了我主

和主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十一15） 

 其餘的（除了獸與假先知）都被基督口中的劍（口中的話）所殺，飛鳥吃飽了

他們的肉（十九21），印證了主的話「屍首在那裡，鷹也聚在那裡」（太廿四

27），其慘狀見於十四20，血高到馬的嚼環，遠有六百里 

 誰被扔在火湖？(1) 獸和假先知（十九20）；(2)萬民受審判時被列為山羊的

（太廿五41）；(3)一千年之後，撒旦（廿10）及牠的使者（太廿五41）；(4)

在白色大寶座的審判時，凡名字不在生命冊上的（廿15） 

 

V. 末了的第三件事﹕撒但被捆綁（廿1-3） 

A. 前千禧年派的解釋﹕ 

 撒但被捆綁（廿1-3）和獸、假先知被消滅（十九20-21）的事件緊接在一起 

 撒但被捆綁一千年 

 問題﹕「一千年」是否一定指一千年的時間？ 

B. 無千禧年派的解釋﹕ 

 當基督第一次降臨、受死、復活升天後，撒但就被捆綁（廿1-3） 

 撒但被捆綁的時間是從基督第一次降臨直到祂第二次降臨為至 

 問題﹕你認為撒但在現今世代裏真的被完全地捆綁著嗎？ 

 

VI. 末了的第四件事﹕基督作王一千年（廿4-6） 

A. 前千禧年派的解釋﹕ 

 基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同時撒但被捆綁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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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世大災難中的殉道者和忠心的信徒死後將得到身體的復活，並與基督一起在

地上作王一千年。大災難前的信徒也可能與千禧年國度的統治有份 

 頭一次的復活包括過去、現在、和千禧年前的信徒 

 千禧年國度完結後，第二次的復活包括千禧年國信徒及歷世歷代不信者 

B. 無千禧年派的解釋﹕ 

 基督在天上作王「一千年」；同時撒但被捆綁「一千年」。「一千年」象徵基

督第一次降臨及第二次降臨之間的時期 

 不同時代的信徒死後都得到靈性上的復活，並與基督一起在天上作王「一千

年」 

 頭一次的復活包括不同時代的信徒在靈性上的復活 

 第二次的復活包括所有信徒及所有不信者在身體上的復活 

 以上對「一千年」的了解，不但是時間長短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對千禧年本

質定義上的分別！ 

 

VII. 末了的第五件事﹕撒但的釋放和最後的結局（廿7-10） 

A. 「歌革和瑪各」（廿8）﹕在結三十八至三十九章，歌革是以色列北方的一大群

異教侵略者（羅施、米設與土巴）的領袖，特別是遠方瑪各地的世古提部落。在

結三十八1-16，歌革招聚列國攻打以色列，其後在結三十八至三十九章預言上帝

對他們各樣的刑罰 

B. 前千禧年派的解釋﹕ 

 哈米吉多頓戰爭（十九17-21）與歌革和瑪各的戰爭（廿8）是兩個不同的戰爭 

 倘若獸和牠的軍隊已在哈米吉多頓戰爭中（十九17-21）被摧滅，廿8裡那些背

叛上帝的列國是誰呢？可能是指千禧年間背棄彌賽亞的人 

 背叛上帝的根源並不是人為的環境或魔鬼的迷惑，而是深深隱藏在人自己的內

心裏的罪 

C. 無千禧年派的解釋﹕ 

 哈米吉多頓戰爭（十九 17-21）與歌革和瑪各的戰爭（廿 8） 是指同一個戰爭 

 

VIII. 末了的第六件事﹕白色大寶座的審判（廿11-15） 

A. 施行審判者﹕基督（參約五22、27，徒十42，提後四1）坐在白色（光明正大）

的大寶座上（廿11上） 

B. 審判的可畏﹕天地都從審判者面前逃避，再也找不到它們（廿11下） 

C. 審判的對象（廿12） 

 前千禧年派的解釋﹕歷世歷代不信者在身體復活後受審判 

 無千禧年派的解釋﹕所有信徒及所有不信者在身體復活後受審判 

D. 審判的依據（廿 12）﹕無人能靠行為稱義，人的得救不是照行為，而是靠恩典

（生命冊有名）（加二 16，弗二 8-9） 

 案卷（多數）﹕記載每人一生的所作所為所思所言，上帝依此報應各人（詩六

十二 12；但七 9-10；耶十七 10；羅二 6；彼前一 17）   

 生命冊（單數）：信的人冊上有名，不信的人冊上無名，唯有在冊上有名的人

才得救，（參出三十二 32；詩六十九 28；賽四 4；但十二 1；路十 20；腓四

3；啟三 5，十三 8，十七 8，廿 15，廿一 27；廿二 19）。生命冊上只列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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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任何事功 

E. 沒有人能逃離這審判﹕海、死亡與陰間（死人埋骨之處）都交出死人（廿13） 

F. 死亡和陰間被扔在火湖裡，被永遠毀滅了。在末日的審判以後，再無死亡（廿一

4），死是最後的仇敵（林前十五25-26）。「火湖」=「第二次的死」 

G. 審判的結果（廿 15）﹕「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裡（第二

次的死）」，這是歷世歷代不信上帝之人的結局 

 

IX. 千禧年的簡介（廿章） 

A. 聖經的一些提示（選自張永信） 

 舊約先知的盼望（賽九6，十一1至十二6，四十9-11，五十二7-12；耶三十三

17-22；結三十七25；何三4-5；珥三20；摩九14-15；亞九9-10） 

 保羅一些含糊的經文（林前十五22-28）和唯一明顯提到的經文（啟廿1-6） 

B. 千禧年不同的了解 

 
C. 千禧年的實體 

 成員 

 千禧年前派﹕復活的信徒、還在生的信徒和大災難中悔改的猶太人和外邦人 

 千禧年後派﹕信徒與非信徒 

 無千禧年派﹕信徒與非信徒 

 本質 

 千禧年前派﹕一個由主耶穌基督再來時建立在地上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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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禧年後派﹕一個藉普世福音廣傳而建立在地上屬上帝的國度 

 無千禧年派﹕靈意地應驗在地上的教會時代 

 體制 

 千禧年前派﹕千禧年是一個神治社會（theocratic government），由主耶穌基

督親自肉身降臨治理 

 時代論﹕認為千禧年是屬於以色列的，是上帝在舊約對他們應許的應驗，大

衛要復活在王，重建在地的以色列國 

 千禧年後派﹕千禧年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延續，它比現在的社會更接近上帝國 

 無千禧年派﹕基督在千禧年的管治是靈意的，“already but not yet” 

D. 比較千禧年的看法: 

 千禧年前派 ─ 基督在千禧年之前再來（以下用教會災前被提為例） 

 主得榮耀→教會時期→主臨空中，教會被提→七年大災難→主再臨地上→哈

米吉多頓之戰→撒旦被綁→頭一次復活（義人的肉身復活）→基督在地上作

王一千年（是字義上的1000）→撒旦被釋放→最後反叛戰爭→第二次復活

（惡人的肉身復活）→最後審判→新天新地 

 啟廿章是啟十九章的連續，本來不應該分章 

 撒旦現在沒有受捆綁（牠如同吼叫遊行的獅子，彼前五8），但曾受過傷（約

十二31）（真的沒有受捆綁嗎？） 

 無千禧年派 ─基督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作王，基督兩次降世之間這段長的時間

就稱為「一千年」 

 主捆綁撒旦（參太十二29；路十18，十一21-23）（但非完全被捆綁，只是牠

作惡的能力受限制）→主得榮耀→教會時期（又是災難時期、又稱“千禧

年”時期），頭一次復活是靈性復活（重生得救），信徒的靈與基督在天上

作王（有聖經上的根據嗎？）→撒旦被釋放→七年大災難→主再臨地上→哈

米吉多頓之戰→第二次復活（義人和惡人的肉身復活）→最後審判→新天新

地 

 啟廿章是有關基督兩次來臨之間的事，與啟十七至十九章同時併行，不是啟

十九章的連續 

 歌革、瑪各之戰（廿8）也就是“哈米吉多頓之戰”（十九19） 

 千禧年後派 ─ 藉地上教會的努力，世界要歸主一千年，然後基督再臨地上 

 主得榮耀→教會時期，福音廣傳並為世人接受，以至人心政治社會完全基督

化，歸主一千年（可以是字義的或是象徵的）（基督不在地上作王）→基督

再臨地上→一般的肉身復活（義人和惡人）→最後審判→新天新地 

 千年期的開始是從基督再來時倒算一千年，何時是千年期的開始？卻是見仁

見智 

 假設：這世界與人心會越變越好！ 

 

X. 功課 

細讀啟示錄第廿一至廿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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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禧年、最後勝利﹕附錄 

 

I. 兩次死和兩次復活的三個不同解釋 

 

第一次的死 第二次的死 第一次的復活 第二次的復活 

身體的死 屬靈永遠的死 千禧年前給 

信徒的復活 

千禧年後給 

非信徒的復活 

身體的死 屬靈永遠的死 屬靈的復活， 

隨著身體的死 

所有人肉身 

的復活 

靈性的死 屬靈永遠的死 靈性的復活， 

在信主的時候 

所有人肉身 

的復活 

 

 

II. 兩次死和兩次復活的關係 

 

 

 

 

 

 

 

 

 

 

 

 

  

 

 

III. 千禧年的義意 

A. 基督在千禧年中要公開地在世界歷史中顯露祂的國度；千禧年要確實地顯出基督

和跟隨祂的人在他們地上一生中所作見證的真實。這個時期是上帝向祂的子民所

立一切的約應許、成就的日子 

B. 千禧年要顯出人反叛上帝起源於人心的深處，而不是因為魔鬼的欺詐。甚至在撒

但被捆綁、公義遍行世界的時候，有些人仍然要背叛上帝。撒但最後一次的釋放

要把這隱藏的邪惡顯露無遺 

C. 千禧年後釋放撒但顯出上帝的城的堅固和基督權力的無所不在，因為魔鬼立刻被

擊倒，更永遠被丟在火湖裏 

D. 千禧年供給一段長時期，為罪惡滿盈的世代來一次大掃除 

第一次的死 

（靈性的死） 

第一次的復活 

（屬靈的、隨著信

主的經驗） 

第二次的復活 

（身體復活） 

第二次的死 

（屬靈的、 

隨著身體復活） 

信徒 

非信徒 

永生 

非信徒 

信徒 

身體死亡 

身體沒有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