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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12/04/2012 
 

默 14:1-5; 19:11-16   被選者的隊伍及百戰百勝的「天主聖言」 
 

李子忠 
 
14:1以後，我看見羔羊站在熙雍山上，同他在一起的，還有十四萬四千人，他們的額上都刻

著羔羊的名號和他父的名號。	 2我聽見一個聲音來自天上，好像大水的聲音，又好像巨雷

的聲音；我所聽見的那聲音，也好像彈琴者在自己的琴上所彈的聲音。	 3他們在寶座前，

在那四個活物和長老前唱的歌，似乎是一首新歌；除了那些從地上贖回來的十四萬四千人

外，誰也不能學會那歌。	 4這些人沒有與女人有過沾染，仍是童身；羔羊無論到那裡去，

他們常隨著羔羊。這些人是從人類中贖回來，獻給天主和羔羊當作初熟之果的；	 5他們口

中沒有出過謊言，他們身上也沒有瑕疵。	 

（默15-18	 七金盂及巴比倫慘敗）	 
19:11隨後我看見天開了，見有一匹白馬；騎馬的那位，稱為「忠信和真實者，」他憑正義

去審判，去作戰。	 12他的眼睛有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還有寫的一個名號，除

他自己外，誰也不認識；	 13他身披一件染過血的衣服，他的名字叫作：「天主的聖言。」	 
14天上的軍隊也乘著白馬，穿著潔白的細麻衣跟隨著他。	 15從他口中射出一把利劍，用來

打敗異民；他要用鐵杖統治他們，並踐踏那充滿全能天主忿怒的榨酒池。	 16在衣服上，即

在蓋他大腿的衣服上寫著「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名號。 
 
 
 
上下文： 
上文描述兩獸，一「從海裡上來」（13:1），另一「由地中上來」（13:11），牠們是龍的

助手，與聖徒交戰，令世人朝拜那龍，並在這些人的身上刻上獸的名號。那龍即「那遠古

的蛇，號稱魔鬼或撒殫的，那欺騙了全世界的」（12:9）。前一隻獸是迫害教會的政治勢

力，喻指當時的羅馬政權。後一隻獸代表反基督的宗教勢力，喻指羅馬女神和羅馬皇帝的

敬禮；撒殫藉着這種敬禮，妄用人類的宗教情緒，去迷惑世人，領導他們去崇拜自己。 

 

在默 14 中，出現了與這股邪惡勢力和陣營對立的被選者隊伍，他們在額上刻着羔羊的名號

（14:1-5）。接着便是宣布審判的來臨，並以收割葡萄喻意天主的審判（14:6-20）。跟着

是七個盛着天主義怒的金盂（15:1-21），每個傾倒出懲罰惡人的災禍，內容類似「七號角」

（8:2-11:19）的描寫，是出谷紀中埃及十大災難的重演。最後，就是象徵世上一切邪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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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的滅亡（17:1-18:24），以及天上得救者的凱歌（19:1-10）和天主聖言的最後勝利

（19:11-16）。這次聖言誦讀，將集中默想這些緊隨羔羊和天主聖言的得救者隊伍（14:1-5; 
19:11-16）。至於得救者的凱歌（19:1-10），我們將用作結束時的默想祈禱。 

 

 

釋經： 

﹣「羔羊站在熙雍山上」（14:1）——位於耶路撒冷的熙雍山即聖殿所在，是天主臨在的

象徵。熙雍（Zion - !AYci）有「乾地」或「堡壘」之意，原指耶路撒冷東南的一個山崗，達

味時代初為耶步斯人的城市（撒下5:7）。達味攻佔了耶路撒冷，其子撒羅滿建聖殿於城北

的摩黎雅山上，熙雍遂成了聖殿山的別名（依8:18; 18:7; 24:33; 岳3:17; 米4:7）。後來此名

泛指全耶路撒冷城（列下19:21; 詠48:12; 69:36; 113:3; 依1:8; 3:16; 4:3; 10:24; 52:1; 60:14）。 
 
十字軍時代，熙雍一名漸由東北的聖殿山，轉移至今日耶路撒冷西南，即最後晚餐廳所在

的山崗上。這裡是教會的發源地，是耶穌升天後，宗徒「同一些婦女及耶穌的母親瑪利亞

並他的兄弟，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的地方（宗 1:14）。五旬節日聖神降臨，就在這裡發

生；在那一天，有三千人領洗加入教會，是為教會誕生之日。為此，熙雍也指世上作戰的

教會而言（希 12:22），但也指得救的教會——天上的耶路撒冷（默 14:1）。「羔羊站在熙

雍山上」也喻意耶穌成了天主的聖殿（參看若 1:19），因為「羔羊就是她的聖殿」（21:22），

人在那裡「將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若 4:23）。 
 
﹣「十四萬四千人，他們的額上都刻著羔羊的名號和他父的名號」（14:1）——默示錄告

訴我們，在天主懲罰世人前，天使在得救者額上蓋了印，「在以色列子孫各支派中蓋了印的，

共有十四萬四千」（7:1-4）。這象徵數字是 12 x 12 x 1000 的結果，意即舊約天主子民（12）

和新約天主子民（12）一起的總和，而且數目龐大（1000），「沒有人能夠數清」（7:9）。 
 
「蓋印」表示該事物屬於印章的主人，歸他所有，受到他的保護。這蓋印就是聖神，亦即

在洗禮中歸於聖三名字的人所享有的「神印」（《天主教教理》698）。聖保祿指出：「那

堅固我們同你們在基督內的，並給我們傅油的，就是天主；他在我們身上蓋了印，並在我

們心裡賜下聖神作為抵押」（格後 1:21-22）。他又說：「在基督內你們一聽到了真理的話，

即你們得救的福音，便信從了，且在他內受了恩許聖神的印證；這聖神就是我們得嗣業的

保證，為使天主所置為嗣業的子民，蒙受完全的救贖，為頌揚他的光榮」（弗 1:13-14）。

這印也是一個新名號，與獸的名字對立（參看 2:17 得救者獲得的新名號；13:16-17 崇拜獸

像者被蓋上獸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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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唱的歌，似乎是一首新歌」（14:3）——默示錄記載了許多歌曲，這班得救者在

天主的寶座前唱出「一首新歌」（ode kaine - wv|dh. kainh,），這首歌之所以是「新的」，不在於是

「新譜成的歌」（ode nea - wv|dh. ne,a），而是其內容和性質是「新的」（kaine - kainh,），而且「除

了那些從地上贖回來的十四萬四千人外，誰也不能學會那歌」（14:3）。這十四萬四千人所唱的，

與那些俯伏在羔羊前的「四個活物和那二十四位長老」（5:9）所唱的，同被稱為「新歌」。 
 
聖經提到的「新歌」（希伯來文：shir hadash - vd"x' ryvi；希臘文：asma kaine - a=|sma kainh, 或 
hymnos kainos - u[mnoj kaino,j）（詠33:3; 40:4; 96:1; 98:1; 149:1；依42:10；友16:13；默5:9; 14:3）

常與救恩有關。而羔羊耶穌藉自己的犧牲，為我們賺來的救贖，更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歌

頌這救恩的歌曲也應是完全「新穎」（kaine）的。 
 
﹣「這些人沒有與女人有過沾染」（14:4）——若望跟從舊約先知的傳統，視不忠於雅威

信仰的人為淫亂者。十四萬四千「童身」者，是指世上所有保存純正信仰，而不朝拜巨獸

的基督徒（參看格後11:2；弗5:27）。原來聖經常以背棄天主敬拜邪神為犯邪淫。若望描寫

這些基督徒為「童身」、「常隨著羔羊」、「從人類中贖回來」、「初熟之果」、「沒有出過謊言」

和「沒有瑕疵」的。（14:4-5） 
 

﹣「獻給天主和羔羊當作初熟之果」（14:4）——初熟或初果（希伯來文：bikkurim - ~yrIWKBi；
希臘文：aparche - avparch,）原指五旬節獻於聖殿的初熟麥穗（戶28:26 ; 肋23:15-21）。初果

的概念，在新約中也多次用來指基督的復活和信友的皈依。「基督從死者中實在復活了，做

了死者的初果（aparche）」（格前15:20），表示其他信仰他的人也一樣會自死者中復活，因

為「如果所獻的初熟麥麵（aparche）是聖的，全麵團也成為聖的」（羅11:16）。 
 
信友在眾人當中，就如天主所選出來的初果，為使眾人都得救：「天主從起初（aparchen）

就揀選了你們，藉聖神的祝聖和信從真理而得到拯救」（得後2:13），「他自願用真理之言生

了我們，為使我們成為他所造之物中的初果（aparchen）」（雅1:18）。皈依基督的信友，就

好比獻於天主的初果（aparche；參看羅16:5；格前16:15）。 
 
﹣「一匹白馬」（19:11）——早在「七印」（6:1-8:1）的記述中，已為我們報道了這「一

匹白馬」，但沒有清楚交代騎白馬者的角色是什麼，只說「有一匹白馬出現，騎馬的持著弓，

並給了他一頂冠冕；他像勝利者出發，必百戰百勝」（6:2）。更重要的是，在第一至第四印

中（6:1-8），這位騎白馬者，與其他三位騎着紅馬、黑馬和青馬者，象徵着截然不同的事

情，後三者象徵戰爭、饑荒和瘟疫。默示錄作者在十九章才說明這位騎白馬者，就是「忠

信和真實者」（19:11；參看1:5; 3:14；耶42:5），更透露他的名字就是「天主的聖言」（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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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馬的那位」（19:11）——若望對這位騎白馬者有很詳盡的描寫（19:11-16），當中許

多細節與 1-3 章相似： 

「他憑正義去審判，去作戰」（11）——他所施行的懲罰是正義的，因他是全知的（12； 
參看 1:14）；戰無不勝，因他是全能的聖言（參看智 18:15；若 1:1-14）。 

「眼睛有如火焰」（12）——指他的全知，像火一樣透徹一切（參看 1:14）。	 

「頭上戴著許多冠冕」（12）——在第一個印的描述中，指他戴着「一頂冠冕」（6:2），

這裡卻指他戴着「許多冠冕」，因為他成了「萬王之王」（19:16）。 

「一個除他自己外，誰也不認識的名號」（12）——指他的名字所含的深意（參看

2:17）。 
「身披一件染過血的衣服」（13）——指他所行的救贖（7:14）和審判萬民的事（依

63:1-4：「那由厄東而來，身穿染紅了的衣服，那由波責辣而來，衣著華麗，力

量強大，闊步前進的是誰啊？」「是宣佈正義，具有拯救大能的我。」「你的服

裝怎麼成了紅色，你的衣服好似一個踏酒醡的呢？」「因為唯獨我一人踐踏了酒

醡，我的人民中沒有一個與我在一起。我在怒氣中踐踏了他們，我在怒火中蹂躪

了他們，因此他們的血液濺到我的衣服上，我的服裝就完全染污了。因為復仇的

日子已在我心中，我施救的歲月已經來到。」）。	 

「天主的聖言」（13）——若望福音指出「在起初已有聖言」（若 1:1），默示錄更告訴

我們，世界終窮時獲得最後勝利的，也是天主聖言。 

「口中射出一把利劍」（15）——天主聖言洞悉一切（參看 1:16），誠如希伯來書說的：

「天主的話確實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種雙刃的劍還銳利，直穿入靈魂和

神魂，關節與骨髓的分離點，且可辨別心中的感覺和思念」（希 4:12）。 
「用鐵杖統治」（15）——此語出自詠 2:9「你必以鐵杖將他們粉碎，就如同打破陶匠

的瓦器」，指默西亞與邪惡之戰必勝無疑（參看詠 110:5-6），在默 2:27 已引述了

一次。 
「踐踏…⋯…⋯天主忿怒的榨酒池」（15）——榨酒池由岩石鑿成，多建於葡萄園中（依

5:2; 瑪 21:33 等）。葡萄成熟後，人將收穫的熟葡萄就地置於池中，赤足踐踏（厄

下 13:15），兩手捉住繫在上面的繩索而操作，以免滑倒，使其汁液順著池中的

缺口流下，注入另一池中，保存起來，成為釀酒的主要原料。榨酒池和打麥場，

在聖經上是人民富有及安居樂業的象徵（戶 18:27, 30；申 15:16；列下 6:27；約

24:11；箴 3:10）。「榨酒」也是上主審判萬民的象徵（哀 1:15；依 63:2；歐 9:2；

默 14:19-20），因此說：「踐踏那充滿全能天主忿怒的榨酒池」。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16）——在以民的心目中，他們的真正君王是天主自己，

天主被稱為君王（戶 23:21; 申 33:5; 列上 22:19; 依 6:5），以及「上主為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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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號，在聖經上是屢見不鮮的（參看詠 47; 93; 96; 97; 98; 99）。就算是後來以民

選出了自己的國王，而這位國王也只不過是天主的代表而已；只有「上主你們的

天主是萬神之神，萬主之主，偉大、有力、可畏的天主」（申 10:17；參看加下 13:4）。 
 

﹣「天上的軍隊也乘著白馬，穿著潔白的細麻衣跟隨著他」（19:14）——這批天軍亦即那

「十四萬四千人」（14:1），「羔羊無論到那裡去，他們常隨著羔羊」（14:4），他們也就是那

批先前提及的「來自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異語的，他們都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手持棕櫚枝」的人（7:9；參看3:5）。他們都是忠於天主聖言的人，有些甚至犧

牲了自己的牲命：「這些人是由大災難中來的，他們曾在羔羊的血中洗淨了自己的衣裳，使

衣裳雪白」（7:14）。血本是紅色的，基督的寶血卻能潔淨人，使他們的「衣裳雪白」。這正

是基督為教會所作的，因為「基督愛教會，並為她捨棄了自己，以水洗，藉言語，來潔淨

她，聖化她，好使她在自己面前呈現為一個光耀的教會，沒有瑕疵，沒有皺紋，或其他類

似的缺陷；而使她成為聖潔和沒有污點的」（弗5:25-27）。 
 
（常年期第三十四週星期一 默14:1-3,4b-5；星期二 默14:14-19；星期四 默19:1-3,9a） 
 

*****     *****     ***** 

 

天主聖言常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工作，表面覺察不到，就像默 6:2 所描寫的騎着白馬去作戰

的騎士，在整個人類歷史過程中，看似沒有什麼作為，其實他在默默工作，發揮着他的全

能，直至默 19:11-16 才顯露出來。在這一點上，依撒意亞把天主聖言比作「雨和雪」，十

分貼切：「譬如雨和雪從天降下，不再返回原處，只有灌溉田地，使之生長萌芽，償還播

種者種子，供給吃飯者食糧；同樣，從我口中發出的言語，不能空空地回到我這裡來；反

之，它必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它的使命」（依 55:10-11）。 

 

若望在福音的序言中瞻想聖言，由祂與天主同在開始，至到祂成了血肉，及至祂從此帶着

祂所取的人性回到父那裏去。由祂來自天主，直至回到天主那裏（參閱若 13:3; 16:28; 17:8, 
10），祂向我們顯示自己是「告訴我們」有關天主的那位（參看若 1:18）。正如聖依勒內

（St. Irenaeus of Lyons）所說，子「是父的啟示者。」納匝肋人耶穌可說是「從來沒有人

見過」的天主的詮釋者。「他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哥 1:15）。我們在這事上，看到

依撒意亞論上主話語效力的預言應驗了：「譬如雨和雪從天降下，不再返回原處，只有灌

溉田地，使之生長萌芽，」同樣天主的話「不能空空地回到我這裏來；反之，它必實行我

的旨意，完成我派遣它的使命」（參閱依 55:10-11）。耶穌基督就是這絕對和有效力的話，

祂來自父，並回到祂那裏，完美地在世上實現祂的旨意。（《上主的話》Verbum Domini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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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默想： 默 19:1-9 
 
【答】Sing Allelujah to the Lord!  Sing Allelujah to the Lord!  Sing Allelujah, Sing 
Allelujah!  Sing Allelujah to the Lord!  (Linda Stassen, 1974) 

﹣亞肋肋路路亞！天主的眾僕人，凡敬畏他的，無論論大小，請讚美我們的天主罷，亞肋肋路路亞！

【答】 
﹣亞肋肋路路亞！因為我們全能的天主，上主為王了了，亞肋肋路路亞！【答】 

﹣亞肋肋路路亞！讓我們歡樂樂樂樂鼓舞，將光榮歸於他罷，亞肋肋路路亞！【答】 
﹣亞肋肋路路亞！因為羔羊的婚期來來近了了，他的新娘也準備好了了，亞肋肋路路亞！【答】 
﹣亞肋肋路路亞！天主又賞賜她穿上了了華麗麗而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們的義行行，亞

肋肋路路亞！【答】 
﹣亞肋肋路路亞！被召赴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福的！這都都是天主真實的話，亞肋肋路路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