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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的背景
•主題: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 神賜給他、叫他將
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差遣使者、曉
諭他的僕人約翰 (1:1)． 注意 Revelation 是單數
而不是複數。Revelation = Apocalypse = 
unveiling。

•作者: 作者自稱是約翰 (1:1, 4, 9; 22:8). 
•日期: 聖經學者認為使徒約翰被多米田 (Domitian, 
51-96) 放逐到拔摩島 (Patmos), 啟 1:9。在 多米
田死後 (96) 約翰才被準回到以弗所。所以一般聖
經學者認為啟示錄的成書 日期是在 95-96 年間。



有關啟示錄的知識
•啟示錄是聖經中唯一本,神保證讀者和遵守有福的書

啟 1:3 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

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

•啟示錄是聖經中唯一本, 由,神自己定大鋼的書

啟 1:19 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

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

•在啟示錄的 404 節經文中﹐ 明指或 暗示了舊約有

800 次之多。



創世紀與啟示錄的比較(1)
創世記 啟示錄

創造天地 (1:1) 天地已經過去了 (21:1)
創造的管理 (2:6) 天地的審判 (16:8)
太陽管晝 (1:6) 不用日月光照 (21:23)
神稱暗為夜 (1:5) 不再有黑夜 (21:25;22:5)
稱水的聚處為海 (1:10) 海也不再有了(21:1)
神用河祝福大地 (2:10-14) 新天地的河 (22:1,2)
人是照神的樣形象而造 (1:26) 人受撒但的印記 (13 章)
罪的開始 (3章) 罪的終止(21,22 章)
咒詛的頒發 (3:14-17) 咒詛的終止 (22:3)
悲哀和痛苦的開始 (3:17) 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 (21:4)
死進入世界(3:19) 不再有死亡 (21:4)



創世紀與啟示錄的比較(2)
創世記 啟示錄

基路伯 第一次出現 (3:24) 基路伯(四活物)最後一次出現(19:4)
人被逐出伊甸園 (3:24) 人得進城(神的國) (22:14)
生命樹的把守 (3:24) 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裏 (22:14)
宗教脫離神 (4章) 宗教被審判 (18章)

巴比倫的開始- 寧錄 (10:8-10) 巴比倫的毀滅 (17,18章)

神以洪水消滅惡人 (6-9) 撒但以洪水消滅選民 (12)
彩虹:神的應許 (9:13) 彩虹:神的記號 (4:3; 10:1)
所多瑪和埃及:腐敗,審判(13,19) 所多瑪和埃及:(耶路撒冷) (11:8)
亞伯拉罕兒子的新婦 (14) 亞伯拉罕那個子孫的新婦 (19)
第一個亞當的婚姻 (2:18-23) 最後一個亞當的婚姻 (19)
人的統治終止,撒但的統治開始(3:24) 撒但的統治終止,恢復人的統治 (22)



七教會 1:4, 11, 20 七雷 10:3, 4

七金燈台 1:12, 13, 20; 2:1 七千 11:13

七靈 1:4; 3:1; 4:5; 5:6 七頭 12:3; 13:1; 17:3, 7, 9

七星 1:16, 20; 2:1; 3:1 七冠冕 12:3

七盞火燈 4; 5 七災 15:1, 6, 8; 21:9

七印 5:1,6 七碗 15:7; 17:1; 21:9

七角 5:6 七座山 17:9

七眼 5:6 七位王 17:10,11

七天使 8:2,6; 15:1,6,7,8; 

16:1; 17:1; 21:9

七個天堂的頌 4:9-11; 5:8-13; 7:9-
12;11:16-18; 14:2,3; 15:2-4;19:1-6

七支號 8:2, 6 七福 1:3, 14:13, 16:15, 19:9, 20:6, 

22:7, 22:14

啟示錄中的七(1)



基督的七個”我是”1)首先/末後

1:8a,17, 21:6, 22:12; 2) 全能者

8b; 3) 那存活的,死而復活,直活到

永永遠遠 1:18a; 4)拿著死亡和陰

間的鑰匙 1:18b; 5)大衛的根

2:16a; 6)大衛的後裔 22:16b; 7)

明亮的星 22:16c 

耶穌基督的七個特徵 1:13-15,1)好

像人子; 2)身穿長衣、直垂到腳; 3)

胸間束著金帶; 4) 他的頭與髮皆白、

如白羊毛、如雪; 5)眼目如同火焰; 

6)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 7)聲

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每封給七個教會的信有七個段落

(2,3)

七樣新事, 新天(21:1)，新地(21:1)，

新耶路撒冷(21:2)，新聖殿(21:22)，

新河(22:1)，新光(21:23-27,22:5)，

新樂園(22:1-5)
*** 七年審判 11:3; 12:6, 14; 13:5 ***

啟示錄中的七(2)



但以理七十個七(9:24)
但 9:24 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了
七十個七、要
•止住罪過、除淨罪惡(來 9:24)、
•贖盡罪孽(多 2:14)、
•引進永義(羅 5:21)、
•封住異象和預言(啟 22:18,19)、並

•膏至聖者(徒 10:38)。



但以理七十個七(9:25-26a)
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必有七

個七、和六十二個七．正在艱難的時候、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

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者〔那或作有〕必被剪除、一無所有(但9:25-26a)

亞達薛西王二十
年、Nisan月、王
出令重新建造耶
路撒冷(尼 2:1)

公元前 444年，
3月 5日

(7+62)X7 = 483年(猶太人曆) 或 476.067年(西曆)

耶穌被釘十字架(被剪
除)是公元 33年 4月3
日

猶太人曆、Nisan 月
14日(約 19:14-16)

公元 33年，
3月30日,耶穌
以受膏君的身份
進入耶路撒冷

猶太人曆、
Nisan月10日

483 X 360 = 173880 日
173880 / 365.2422 =  476.067年

1 2 3



全本聖經都是關於耶穌基督
•看哪、我來了．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詩
40:7)
•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彼後1:19)
•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約 5:39)
•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
給他們講解明白了 (路 24:27)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 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
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 (啟 1:1)。
•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啟 19:10)



但以理書七十個七的首尾對偶
A)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 (9:24a)

B)並膏至聖者(9:24b)

C)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
撒冷(9:25a)

D)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9:25b)

C)正在艱難的時候、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
都必重新建造(9:25c)

B)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9:26a)

A)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9:26b)



但以理七十個七(9:26b)
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水

沖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但

9:26b)。

出令重新建造
耶路撒冷

公元前 444年，
Nisan月1日

六十九個七

耶穌被剪除
公元 33年，
Nisan月14日

受膏君入耶路撒冷

公元 33年、
Nisan月10日

耶路撒冷城、
和聖所被毀滅
公元 70年，

1                                                                             2        3                         4



• 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
息．那行毀壞可憎的 如飛而來、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直
到所定的結局。

但以理七十個七(9:27)

七個七 六十二個七

六十九個七 最後一個七

預言間隙
羅 11:25 -26 
弗 3:2-5 

教會時期

敵基督必與許
多人堅定盟約

他必使祭祀與
供獻止息．那
行毀壞可憎的

忿怒傾在那行
毀壞的身上直
到所定的結局

1                                              2   3      4                       5               6              7

教
會
被
提



啟示錄的首尾對偶
A.1)前言 (1:1-20)

B.2)七間教會 (2:1-29;3:1-22)

C.3)七印 (4:1- 6:17; 8:1)

D.144,000聖徒與 5)七號 (7:11-11:19)

F.兩見證人 (11:1-13)

G.婦人身披日頭 (12:1)

H.大龍從天上墮下 (12:4)

I.婦人逃至曠野 (12:6)

J大龍被趕出天堂 (12:12-13)

I.婦人飛到曠野 (12:14)

H.大龍逼迫婦人 (12:15)

G.婦人的兒女守神誡命 (12:17)

F.兩獸 (13:1-18)

D.144,000聖徒 與 七天使 (14:1-15:4)

C.8)七碗 (15:5-16:21)

B.假宗教和新耶路撒冷 (17:1-22:5)

A.結語 (22:6-21)

7)婦人
與

大龍

6)兩見
證人
與
兩獸

4)144,000聖徒

9) 大淫婦
10)王的再來
11)千年的國度
12)永恆的開始



啟示錄的時間表

最後一個七

七教會 七印 七
號

婦
人
與
大
龍

兩見證人 兩獸

七碗

大
淫
婦

王
的
再
來

教
會
被
提

千
年
國
度

永
恆
開
始

144,000聖徒

1        2   3      4                            5                                6                                7



啟示錄的大鋼
• 1)前言 (1:1-20) 所看見的事 (1章) (拔摩海島的異象)

• 2)七間教會 (2:1-29;3:1-22) 現在的事 (2-3章) (七教會的異象)

• 3)七印 (4:1 至 6:17; 8:1)

• 4)144000聖徒(7:1-17;14:1-20)

• 5)七號 (8:2 – 10:11;11:14-19)

• 6)兩見證人與兩獸(11:1-13;13:1-18)

• 7)婦人與大龍(12:1-17) 3)

• 8)七碗 (15:5 至 16:21) 將來必成的事(4-22章)(末日的異象)

• 9) 大淫婦(17:1-18 至 19:8)

• 10)王的再來(19:9-21)

• 11)千年的國度(20:1-15)

• 12)永恆的開始(21:1 至 22:21)
根據 啟1:19 的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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