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39 透過啓示錄第 15 章看讀經時該做的事 (旋風著) 
     

    我們首先在前言中提醒大家，耶穌說讀經的目的是要得生命。也複習一下為什麼說聖經所講

唯一的方法是用啓示帶領讀經。啓示是可以由禱告求的，是我們所不能做的。我們也舉了一個

舊約的例子，看到了眼睛非要神開不可，我們才能正確的看見。接著我們所要强調的是我們必

須主動的願意去做該做的事，這是一個實際的方法，因為只要一個人願意，都可以做得到。這

方法有三點，就是：第一是不要把聖經白紙黑字寫的字打折扣；第二是要用邏輯；第三是必須

用到聖經的一致性，也就是神透過聖經告訴我們是一致的。關於這三點，我們都用例子來說

明。最後我們透過啓示錄 15 章的逐句解釋，看到了這三點是如何運用的。譬如說，在第三節中

談到那些勝了獸和獸的像的人時，想到了得勝者，在邏輯上看到了「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的概

念。在講到聖經的一致性時，我們看到了神的公平，那些僅僅「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的基督徒

是不能進新耶路撒冷城的。這和一些人的想法不同，但我們不是要標新立異，因為依照這三

點，就看見了聖經是這樣說的。 

  

  

1.    前言: 聖經教導我們如何讀經？ 

  

       耶穌在約翰福音 5:39-40 說得很清楚，讀經的目的是要得生命：『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

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有些人對聖經可以

滾瓜爛熟，卻仍然可以不信主，所以得到一些聖經的知識絕對不是讀經的目的，但卻是相當多

人一不小心就犯這樣的錯誤！ 

  

       聖經所說唯一的讀經方法是要「啓示帶領查經」。詳細的解說可在 [1] 找到，我們現在只簡單

的複習一下為什麼這樣說。在路加福音 24:45 說得很清楚，沒有『…耶穌開他們(包括彼得)的心

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他們是不可能瞭解聖經的。我們現在不可能被耶穌親自開心竅，但

我們有內住的的聖靈，三位一體的聖靈可以用啓示使我們能明白聖經。這就如保羅所說，他所

知道的是從啓示來的：『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啓示來

的。』(加拉太書 1:12)  

  

       啓示不全是超自然的，聖靈常常藉著別人的話去啓示聖經的真理。這就猶如保羅在見到大光

後，主差遣亞拿尼亞告訴他一些事情，而不是主親自告訴他。(參使徒行傳 9:10-19) 也只有啓示

才能做到彼得有資格說的，「不要強解聖經」。(參彼得後書 3:15-16) 雖然啓示是我們自己不能

做的，但是可以祈求的，如保羅的禱告：『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

和啓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以弗所書 1:17) 

  

       神有絕對的主權，沒有祂開我們的眼睛，我們是看不到的，在舊約中有一個這樣的例子。在

列王紀下第六章中，以利沙看到火車火馬，但他不能開他僕人的眼睛，於是『以利沙禱告說：

「耶和華啊，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見。」耶和華開他的眼目，他就看見滿山有火

車火馬圍繞以利沙。』(列王紀下 6:17) 

  



       啓示是我們在讀經中不能自己做的，要神的憐憫，是神主動的，而我們只能被動。所以在這

裏要提出一個實際的方法，因為只要一個人願意，都可以做得到。我們表示了主動的願意和神

同工，相信祂一定會照著祂的話做，因為聖經真是神所默示的。簡而言之，我們是主動的被

動。 

  

  

2. 我們應該主動的願意做的事 

  

       這是一個實際的方法，因為每一點都是我們能做得到的，問題在於我們願不願意這樣做。第

一點是不要把聖經白紙黑字寫的話打折扣。第二點是正確的使用邏輯。第三點是要加上聖經的

一致性，也就是神透過聖經告訴我們是一致的。我們以下就舉例說明這三點。 

  

       第一點是不要把聖經白紙黑字寫的話打折扣。『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提摩太後書 3:16) 

雖然保羅寫那句話時不是整本的新約都已經有了(如啓示錄)，但基督徒相信整本聖經都是神所默

示的。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不創造一個不是聖經所講的神。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從聖經的角度看就是從神的角度看。但是聖經不是記載所有的事

情，如約翰福音選擇神蹟的標準就是，『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約翰福音 20:31) 所以從神的角度看廣多了，不

是只從聖經的角度看。讀經的時候不要隨便劃等號。其實聽別人的話也要如此。譬如說，好心

的提醒別人不要做一件事情，卻常常被那個人認為是責備那人已經做了那事情。沒有一個(對啓

示錄的七個教會都說的)能聽的耳，是不能被提醒的，因為一方面是沒有用，另方面也是可以避

免爭論。 

  

       我們再舉一個說明從人的角度看和從神的角度看的大大不同的例子。在保羅見大光前，絕對

有熱心，但他是從人的角度看，讀錯了，以致於到迫害基督徒的地步。見大光之後，他得到了

啓示，這是從神的角度看事情，神也大大的使用他。 

  

       不要把聖經白紙黑字寫的話打折扣是不容易做到的。我們舉一個羅馬書 8:29 的例子，『因為

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模成)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很

明顯的，這裏說到同時有預知和預定。但是馬丁路得說只有預知，而喀爾文說只有預定，如果

以聖經作為絕對標準，這兩個人在這一點上都是錯的，結果是到現在這麼多年了，還為那個是

對的在爭論！ 

  

       事實上，聖經明講，當一個人被人認為很屬靈而犯了錯誤時，影響是非常大的。我們都知道

所羅門建聖殿，但『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妃嬪誘惑他的心去隨從別神，不效法他父親大衞

誠誠實實地順服耶和華他的神。…所羅門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亞捫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

撒冷對面的山上建築邱壇。』(列王紀上 11:4-7) 可能是沒有人敢動這樣的錯誤，一直到猶大快滅

亡時，約西亞才解決了這問題。『從前以色列王所羅門在耶路撒冷前、邪僻山右邊為西頓人可

憎的神亞斯她錄、摩押人可憎的神基抹、亞捫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築的邱壇，王(約西亞)都污穢



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將人的骨頭充滿了那地方。』(列王紀下 23:13-14) 同樣的理由，我

們實在要分辨話語是不是從神來的，或只是從人來的，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點是正確的使用邏輯。我們知道(數學上)的邏輯只是一個工具，在任何地方邏輯都是一樣

的，不同的假設(公理)送入了同樣的邏輯(機器)會得到不同的結論(定理)。譬如說我們日常是用十

進位代表一個數目，每一個數字可以從零到九，而計算機裏面是二進位，每一個數字只能有零

或壹，所以有些定理在計算機的設計中成立，但同樣的敘述就不是日常生活的定理，在日常生

活中是不對的。不同人有不同信心的看見，就決定了不同人的假設不同，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

是無神論者的假設和基督徒完全不同，前者是認為沒有神，而我們在信心中相信神，雖然我們

和他們用同樣的邏輯，我們的結論(看見)是完全的不同。記得，人有自由意志，所以即使是符合

聖經的話和邏輯，人還是可以選擇不信。這基本上是從人的角度看，因為自己的經驗認為是不

可能的事，殊不知聖經給我們的是真知識。譬如哥白尼說到地球繞太陽旋轉，聖經甚至說，

『…將大地懸在虛空。』(約伯記 26:7)  而當時的科學正好是以地球為中心，認為其他的星體繞著

地球，我們現在知道當時的科學是不對的。 

    

        我們在這一點上舉一個最後的例子，看見了我們不總是能對有關聖經的所有問題有唯一的結

論。首先我們從下述三個經文看出，瑪土撒拉死的那年正好是洪水來的那年，因為 782-

182=600。這三節經文為：『瑪土撒拉生拉麥之後，又活了七百八十二年，…』(創世記 5:26) 

『拉麥活到一百八十二歲，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挪亞，…』(創世記 5:28-29) 『當洪水泛

濫在地上的時候，挪亞整六百歲。』(創世記 7:6) 從人的角度看，我們可能會問，是瑪土撒拉被

洪水淹死的，或是瑪土撒拉一死洪水就來了？從神的角度來看，洪水是那一天來了，瑪土撒拉

是怎麼死的，不重要，沒有記，我們也不必爭論這話題，這時聖經沒說是那個，我們不會有唯

一的結論的。 

  

       第三點是要加上聖經的一致性，也就是神透過聖經告訴我們是一致的。基督徒因信得救後，

即使是草木禾稭的工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

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哥林多前書 3:15)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經文和邏輯上看到「一次得救，永

遠得救」的摡念。有人可能會問，有些人花一生之久去走成聖的道路，而有些人只要信一次就

可以上天堂了，這樣公平嗎？是的，公平，聖經對這兩樣人的方式是不同的。當新天新地時，

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參啓示錄 21:1-2)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進城的，就如啓示錄 

21:27 所說：『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

冊上的才得進去。』 有人會以為這些在城外的是非基督徒，但依照聖經，這些至少是僅僅得救

的基督徒。 

 

       為什麼我們說這些在城外的是基督徒呢？首先我們可以從腓立比書 4:3 看到基督徒的名字是在

生命册上的，『…這兩個女人…還有革利免，並其餘和我一同做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

上。』啓示錄 21:27 並沒有說，所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都可以進去。所以「在生命册上」

是「能進去」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不能劃等號。從時間上來看，白色的大寶座是出現

在啓示錄 20:11，到啓示錄 20:15 就說，『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

所以這時沒有記在生命册上的非基督徒已經下到火湖裏了。到了啓示錄 21:8 就强調的說明這是

第二次的死，『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



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那些不能進城的人是在

生命册上，但如啓示錄 21:27 所說的這樣的基督徒。 

  

       有人回頭說那些人是從未真正的得救過，只有神知道一個人是否真信？後者是沒錯的。只是

我們將曾經真信過而軟弱的基督徒放在何處？這些基督徒是和非基督有區別的。如果是這樣，

我們把神的信實放在那裏？祂不是明明應許了信而稱義嗎？難道傳道人是騙人信主嗎？當然不

是，是信主的門檻放得很低，因為主『…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得後書 3:9) 

但成聖之路的標準很高，是要一生之久，祂最後的審判決定了誰可以進城，因為最後的審判至

少有兩卷册子，『…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着這些案卷

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啓示錄 20:12) 這樣，就可以維持聖經的一致性。 

  

       有人說，在城外至少比下到硫磺火湖好多了，這是沒錯的，但我們實在是要追尋做一個能進

城的基督徒。這又是一個神透過聖經告訴我們是一致的例子，因為神是無限而人是有限，我們

必須用外插法，從有限的例子中，假設在所有的情況中這都是成立的。一定要記得，『…神就

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神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約翰一書 4:16) 神是很公平的，因

祂『…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路加福音 12:48) 

  

  

3. 啓示錄第十五章的看見 

  

    這章只有八節，我們就大致地逐節說明，應用這三點到我們的看見上。 

  

15:1 我又看見在天上有異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災，因為神的大怒在這七災

中發盡了。 

  

        有一位弟兄說第七號之災就是七碗之災，如同第七印之災就是七號之災一樣。他說這災在啓

示錄 11:14 中又稱為第三災，因為前文將七號之災分為四災和三災兩組，它是第二組的第三個。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推論中得到同樣的結果，因為聖經常是用這種多餘的寫法。啓示錄 16:17 寫

著：『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成了！」』這是指

第七號之災的結束。如果不是，第七號之災在第七碗之災前結束，就會和 15:1 衝突，不能有神

的大怒在這七災中發盡了。所以我們可以得到結論，第七號之災就是七碗之災。在這裏我們用

了聖經的話和邏輯。 

  

15:2 我看見彷彿(G5613)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攙雜。又看見那些勝了獸和獸的像，並牠名字數目

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 

  

        聖經沒有明講那些勝了獸和獸的像並牠名字數目的人是不是得勝者，但他們都是願為主耶穌

擺上生命的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來書 11:38) 啓示錄在開始講的七個教會中，

都是在呼召得勝者，因為神從來就沒有只希望我們僅僅得救，如前述討論聖經的一致性時哥林

多前書 3:15 所說。 



  

       有人可能會問，玻璃海是不是說那海是玻璃做的？我們應該已習慣了在彙編中有字的數目編

號，那就看 G5613 這字的意義，這是可以從啓示錄 1:14 和其他經文中看出來的，『他的頭與髮

皆白，如(G5613)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G5613)火焰。』(啓示錄 1:14) 也就是說看起來像是玻

璃海，所以那些人可以站在其上。其實玻璃海只出現兩次，另外一次在啓示錄 4:6，『寶座前好

像一個玻璃海，如同(like G3664)水晶。 …』這裏是用不同的字 G3664，我們就從經文看 G3664 

的意義，『看那坐着的，好像(G3664)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着寶座，好像(G3664)綠寶石。』

(啓示錄 4:3) 這雖然是不同的字，但意義是相同的，就如我們在中文中說、下午二點半和下午二

時三十分是一樣的意義。聖經是一致的。 

  

15:3 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說(G3004)：「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

世之王啊，你的道途義哉，誠哉！ 

  

15:4 主啊，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與你的名呢？因為獨有你是聖的，萬民都要來在你面前敬

拜，因你公義的作為已經顯出來了。」 

  

       這歌因有 G3004 這字，已在這裏清楚的在括弧裏面說明是什麼了，不要和申命記 32 章的摩西

之歌弄混。這些經文講到了「你的作為和你的道路」是指什麼呢？在整本聖經中實在是不可勝

數，至少道成肉身的整體計劃是其中之一，也是因有了這計劃，我們才有希望。另外講到祂的

「公義的作為」也是太多了，至少在啓示錄中我們這時已有六印，而第七印開時我們已有發生

過的六號。第七號有這時尚未發生的七碗。就像先前所說，到第七碗成了時就是第七印的結

束。請注意，第六號中包括了要約翰不寫的七雷，而他也的確沒有寫。在這裏我們看到了約翰

的順服，也知道他是按他所看到的耶穌基督的啓示順著秩序寫的，是可信的。的確，『公義和

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詩篇 89:14) 我們要看見，舊約的公義中有愛，新約愛中有公義。 

  

15:5 此後，我看見在天上那存法櫃的殿開了。 

  

        我們在 15:5 看到了天上有法櫃，我們也知道地上在摩西的時代造了法櫃，我們來看看世上的

法櫃是如何做成的？這在希伯來書 8:5 說得很清楚，『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

像，正如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蒙神警戒他，說：「你要謹慎，做各樣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

上指示你的樣式。」』是的，天上的是實體，影子必須要照著山上指示的樣式才不會錯。 

  

       這就猶如約伯記一開始所說的，天上先發生了事情，地上才有事情發生。第二次撒但挑戰神

時，『耶和華對撒但說：「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於是撒但從耶和華面前退去，

擊打約伯，使他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約伯記 2:6-7) 我們也看到撒但所行的不能超越神所同

意的，而撒但看不到是、神本是要藉著這事祝福約伯，還以為是牠贏了呢！這不是和救恩的計

劃相同嗎？聖經怎麼會不一致呢？ 

  

15:6 那掌管七災的七位天使從殿中出來，穿着潔白光明的細麻衣，胸間束着金帶。 

  

15:7 四活物中有一個把盛滿了活到永永遠遠之神大怒的七個金碗給了那七位天使。 



  

       我們看到了七碗是由何而來，至於七碗的執行是開始在下一章，『我聽見有大聲音從殿中出

來，向那七位天使說：「你們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啓示錄 16:1) 

  

15:8 因神的榮耀和能力，殿中充滿了煙。於是沒有人能以進殿，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災完

畢了。 

  

       就我所知，神的榮耀和能力大到沒有人能以進殿只發生了其他的兩次。一次可從出埃及記 

40:34-35 看出，『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摩西不能進會幕，因為雲

彩停在其上，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出埃及記 40:34-35) 另外一次是在所羅門蓋的聖

殿中，『所羅門祈禱已畢，就有火從天上降下來，燒盡燔祭和別的祭。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

殿。因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耶和華殿，所以祭司不能進殿。』(歷代志下 7:1-2) 在回歸聖殿重建

時，沒有發生這事。我們要强調的一點，就是新舊約都是一位神，聖經是一致的。 

  

  

相關的知識 

  

[1] 『聖經說要如何讀聖經』的直接鏈結為：http://a-christian-voice.com/2022/02/27/2023-

%e8%81%96%e7%b6%93%e8%aa%aa%e8%a6%81%e5%a6%82%e4%bd%95%e8%ae%80%e8%81%9

6%e7%b6%93-%e6%97%8b%e9%a2%a8%e8%91%97/ ，  

       或可以在『 https://a-christian-voice.com/ 』網站按『對屬靈生命的瞭解』，接著按『2023 聖經

說要如何讀聖經』。 
  

  

 

 

http://a-christian-voice.com/2022/02/27/2023-%e8%81%96%e7%b6%93%e8%aa%aa%e8%a6%81%e5%a6%82%e4%bd%95%e8%ae%80%e8%81%96%e7%b6%93-%e6%97%8b%e9%a2%a8%e8%91%97/
http://a-christian-voice.com/2022/02/27/2023-%e8%81%96%e7%b6%93%e8%aa%aa%e8%a6%81%e5%a6%82%e4%bd%95%e8%ae%80%e8%81%96%e7%b6%93-%e6%97%8b%e9%a2%a8%e8%91%97/
http://a-christian-voice.com/2022/02/27/2023-%e8%81%96%e7%b6%93%e8%aa%aa%e8%a6%81%e5%a6%82%e4%bd%95%e8%ae%80%e8%81%96%e7%b6%93-%e6%97%8b%e9%a2%a8%e8%91%97/
https://a-christian-voi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