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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示錄的成書背景、內容、結構及訊息 
 

李子忠 
 
 
默示錄的序言指出本書是「耶穌基督的啟示（apokalypsis = revelation）」，這是「默
示錄」一名的來由。一聽到默示錄這名字，許多人都以為這是一本特別為專家而

寫的深奧書籍；其實，它是預備供每一位教友閱讀的經卷。默示錄可以說是七十

三卷聖經當中，唯一完全以默示體裁寫成的。舊約中有些經卷，也局部採用了默

示體裁，如達尼爾書、厄則克耳書和匝加利亞書等都是。 
 
 
默示錄的成書背景 
 
在耶穌降生前後三百年間，猶太人盛行默示體裁的文學（apocalytic）。默示體裁
的特色是喜用富於象徵性的語言，作者也往往假託古人的名字，因此有厄里亞默

示錄、亞巴郎默示錄，甚至亞當默示錄等偽經出現。默示體裁的作者，又喜歡用

反面的手法，強調作品不應廣傳，以增加神秘性，從而吸引更多的讀者。 
 
古代近東民族的時間觀是圓形循環、周而復始的，但以色列民在聖經所展示的時

間觀卻是直線的，有開始，也有終結。聖經中的時間是指向末世的，直指天國，

期待新天新地的來臨。默示錄卻把兩種時間觀合而為一，既循環、又向前：歷史

中一切都不斷重複發生，但重複中又有新事，且不斷趨近新天新地。 
 
默示錄成書於第一世紀的教難時期，當時教會正受到迫害。默示錄所要宣布的

是：儘管重重教難不斷出現，但最後的勝利將屬於基督和教會。 
 
默示錄是為每一位信友而寫的，這一點可見於默 1:3：「那誦讀和那些聽了這預
言，而又遵行書中所記載的，是有福的！」在這一節裡，誦讀者是用了單數「那」，

聆聽者則是用複數「那些」，表明這是一個基督徒團體聚會中的禮儀，是人人共

同參與的。 
 
默示錄雖然是為一切信友而寫的，但無可否認，本書也有難明之處。首先，默示

錄用了很多象徵性的語言，表達方式有力而內容豐富。其次，文化及歷史背景的

距離，也加深了現代人閱讀本書的困難。最後，默示錄引用了大量舊約典故，如

達尼爾書、匝加利亞書及厄則克耳書等，我們可能覺得不明所指，但為當時的猶

太人來說，卻是很清楚易懂的表達方法。因此，只要我們稍加注意默示錄的象徵

學和舊約典故，是不難領悟其中意義的。 
 
 
默示錄的內容及結構 
 
默示錄全書共二十二章，可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由第一至三章，是復活基督的

顯現：基督命作者致書給七個教會，這也是給我們現代各教會的信。第二部分由

第四至二十二章，是人類歷史的寫照，也是教會歷史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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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以一段充滿禮儀色彩的致候辭開始（1:4-8）：「願恩寵與平安…賜
與你們…願光榮與權能歸於他，直到萬世萬代。亞孟。」作者繼而敘述自己與復
活基督相遇的經驗（1:9-20）。他又按基督的命令，致書亞細亞（土耳其西部）
七個教會，講出勸勉悔改和鼓勵的說話（2:1-3:22）。每封信開始都以基督顯現
時的一個特徵作自我介紹，如「那右手握著七顆星，而在那七盞金燈台當中行走

的」（2:1），接著是對教會的稱許、責備、勸勉、警告和許諾；結束時，作者
都重申：「有耳的，應聽聖神向各教會說的話。」（參看 2:7,11,17,29; 3:6,13,22）
可見，這些訊息是為整個教會而寫的（「七」象徵全部或圓滿）。 
 
第二部分以第四、五章作序幕，列舉出推動歷史的元素，它們對全書的發展很重
要，必須時常把握著它們，置它們於眼前： 

 
1）坐在寶座上的那位萬世萬代的永生者（ho zon 4:2,3,9,10），他是歷史
的主宰，在冥冥中安排一切。他的出現一如出谷紀十九章所描寫的，「有

閃電、響聲和雷霆。」他手拿一書卷，內外都寫著字，用七個印密封著。

這書卷就是人類歷史的奧秘，全由天主所計劃，圓滿無缺（內外都寫滿

字，無以復加），但也是人無法完全明瞭的（七個封印）。 
 
2）周圍二十四長老（eikosi tessares presbuteroi 4:4），指十二宗徒及十
二支派，代表著新約及舊約的一切成員。他們坐在寶座上，擁有審判權

（瑪 19:28）。 
 
3）天主寶座下的四個活物（tessara zoa 4:6），前後長滿眼睛，象徵全知。
它們的形狀分別相似獅子、牛犢、人和飛鷹，與厄則克耳先知書第一章

的描寫大同小異。活物象徵天主的一切受造界。牠們詠唱「聖、聖、聖…」

（依 6:3），顯示出天上的禮儀與地上的禮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4）一隻曾被宰殺而站著的羔羊（to arnion 5:6），指復活的基督。羔羊
有七隻角，指擁有全能；有七隻眼，指全知。他來到永生者前面，取去

書卷，並開啟它的印，指基督藉其死而復活的奧蹟，解開了人類歷史的

奧秘。活物及長老於是俯伏朝拜羔羊（5:8）。 
 
5）聖徒（hoi hagioi）的祈禱──長老奉上的香料即聖徒的祈禱（5:8，
亦請參看 8:3,4）。「聖徒」這名稱是新約中用來指一切信徒的，他們藉
自己的行動，尤其藉祈禱，促使天國的來臨。天使也把聖徒的祈禱，連

同乳香一同獻上（參看 8:3-4）。 
 
6）所有天使（hoi angeloi）也同聲讚美羔羊基督（5:11）。 
 
7）最後，一切受造物（pan ktisma）都同聲讚美天主及羔羊（5:13），
四個活物答應「阿們」，長老俯伏朝拜（5:14），這是天廷一幕美麗的禮
儀。可見人類歷史的奧秘，並非藉個人研究推敲所能領悟，而是整個基

督徒團體，在禮儀聚會中，藉聆聽和祈禱，並在基督逾越奧蹟的啟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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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探求天主的旨意。 
 
以上（4-5章）都是推動人類歷史的正面元素。由第六章開始，也會逐步展示那
些相反天主的元素。這種正反勢力的對抗過程（6-20 章），將以「七封印」
（6:1-8:1）、「七號角」（8:2-11:19）、「三異兆」（12:1-14:20）、「七金盂」（15:1-16:21）、
「三大事」（17:1-22:21）來描寫。最終達致天主拯救普世的圓滿結局。 
 
第六章開始，即開啟第一印，羔羊化身成騎白馬者出現，他就是那忠信和真實者，
即天主聖言（19:11,13）。他領先推進人類的歷史，與邪惡鬥爭，百戰百勝。 
 
以後，繼開啟第二至第四個印而來的，有紅馬（指流血、暴力）、黑馬（指飢荒）
和青馬（指死亡），牠們相繼出現，帶來災難，牠們象徵邪惡的勢力，蹂躪著大

地。 
 
第五印是為天主而犧牲的殉道者（hoi martures），他們喊冤說：「聖潔而真實的
主啊！你不行審判，不向世上的居民為我們的血伸冤，要到幾時呢？」（6:10）
天主遂給了他們每人一件白衣，叫他們仍要等待，直到他們的數目完滿為止。這

表示流血犧牲是有價值的，能推動歷史向新天新地前進。殉道者的死，催促了天

國的來臨。 
 
開啟第六印時，天地萬象也動搖（6:12,13），它們也參與歷史的進程。那些忠於
基督的天主眾僕（7:3），也要與基督一起對抗黑暗的勢力。傾刻間，我們進入
了七號角的部分（8:1-11:14）。人間的惡始自（三分之一）天使的敗壞，吹第一
至第六個號角時，象徵天使的天象（冰雹、火、星辰、太陽、月亮）從天上掉下

或變色，意味他們的敗壞，導致地上（三分一）也敗壞了，人類受到罪惡的摧殘

（8:6-9:21）。面對這邪惡肆虐的局面，天主以祂的聖言（小書 10:1-11）和兩位
見証（11:1-14），宣告聖子的救世苦難。至此，善惡的交戰已進入了劇烈的階
段，善惡各有暫時的勝利，尤其邪惡的一方（11:1-14）。 
 
吹第七個號角，跟著就是三異兆的描述（11:15-16:16），即女人，紅龍和七金盂。
如今這戰爭已到了戲劇化的階段，即那「偉大的日子」的來臨（16:14），戰鬥
在這高峰，已演變成為女人與紅龍的生死戰（12 章）。這位「身披太陽，腳踏
月亮，頭戴十二顆星的榮冠」的女人（12:1），正象徵著產生新舊約選民的教會。
那條龍明顯地就是創世紀中的蛇（12:9）。那條龍既未能傷害那生於女人的男孩，
「便大發忿怒，遂去與女人其餘的後裔，即那些遵行天主的誡命，且為耶穌作證

的人交戰。」（12:17） 
 
這宇宙的大戰遂發展成為魔鬼與教會之戰。魔鬼不但直接與教會交戰，更藉他的
助手兼化身，即來自大海和陸地的兩隻獸，繼續難為教會（13 章）。這時，出
現了第三個異兆，即代表七種災禍的七金盂（15:1-16:16），這是天主對邪惡世
代的懲罰，內容頗似天主對埃及所施的災難（毒瘡、水變血、烈火、黑暗），又

為阿瑪革冬的末日大戰，在大河中開出一條旱路。 
 
這樣，我們便到達了世界的最後三大事（16:17-22:5）：象徵罪惡的巴比倫淫婦，



默示錄的成書背景、內容、結構及訊息 04-09-2011                       4 

終於受到公義的審判和毀滅（17-18）；基督——天主的聖言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19:11-21）和義人蒙受救恩（20:11-15）；最後，出現了新的耶路撒冷，一個
新天新地（21:1-22:5）。 
 
作者也多次在段落結束前，加上一些小插曲。在第六個印後，加上被選者接受蓋
印之記述（7:1-17）。在第六個號角後，加上了吞小書（10:1-11）和測量聖殿和
兩位見證人 (11:1-14)。在第二個異兆後，加上了與羔羊為伍的被選者（14:1-5）
和宣佈審判（14:6-20）。在第六個金盂後，加上阿瑪革冬之戰（15:13-16）。這
些小插曲，使七印、七號角、三異兆和七金孟的節奏，充滿了異彩和變奏。 
 
 
默示錄的訊息 
 
在過往的歷史中，許多不義的政權成為了惡龍的幫凶，結果，他們都一一被粉碎

了（19:20），但這個過程，卻要人們付出不少血淚和犧牲，這正是逾越奧跡的意
義。這事實，在我們目前仍然繼續發生著。 
 
在這裡我們不禁要問，在教難和迫害當中，祈禱有效嗎？默示錄給我們的答案

是：天主的計劃不是定命論，天主不強迫人接受救恩，而是要求人的合作和參與。

天主的旨意是要人類參與創造自己的歷史──救恩史。 
 
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往往在各段的敘述中，加插了不少禮儀部分或讚歌，

使整個敘述，蒙上濃厚的禮儀色彩（4:811; 5:9-14; 7:10-12; 11:15-19; 15:3,4; 
19:1-10）。默示錄中的金香爐，混合了祈禱，獻予天主。信眾的祈禱與行動都
有瑕疵，但經過天朝神聖的祝聖，都是有效果的（5:8; 8:3,4）。 
 
殉道者斯德望的祈禱曾經促使保祿的皈依（參看宗 7:60）。保祿曾明認自己「激
烈地迫害過天主的教會，竭力想把她消滅」（迦 1:13）。但天主卻轉化了他，使他
成為在外邦宣揚基督的宗徒。我們也熱切祈禱，求主轉化執政者的心靈，使他們

以正義和真理為人民服務。默示錄的信息正是我們危機中的曙光。 
 
在默示錄最後一章中，聖神推動新娘（指教會）對主耶穌說：「你來吧！」（22:17）。
默示錄以「亞們」作結，即願一切事物如此實現。整部聖經也同樣以這句「亞們」

作結。這也是我們的意願：「主耶穌，你來吧！Maranatha, Amen」。 
 
默示錄在彌撒讀經的安排上，被置於復活期第二至第七主日丙年，及基督普世君

王節乙年，聖母蒙召升天節，聖母大殿奉獻日，巴爾多祿茂宗徒慶日，三位總領

天使慶日，諸聖節，以及常年期第三十三及三十四週雙數年的平日讀經： 
 

聖油彌撒 默 1:5-8他使我們成為國度，成為侍奉他的天主和父
的司祭 

復活期第二主日 默 1:9-11a,12-13,17-19 我曾死過，看，我如今卻活
着，直到萬世萬代。 

復活期第三主日 默 5:11-14 被宰殺的羔羊，堪受權能和富裕 
復活期第四主日 默 7:9,14b-17 羔羊要牧放他們，要領他們到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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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泉 
復活期第五主日 默 21:1-5a 天主要拭去他們眼上的一切淚痕 
復活期第六主日 默 21:10-14,22-23 天使將那從天上降下的聖城，指

給我看 
復活期第七主日 默 22:12-14,16-17,20 主耶穌，你來罷！ 
基督普世君王節 默 1:5-8 他使我們成為國度，成為侍奉他的天主和

父的司祭 
聖母蒙召升天節 默 11:19a; 12:1-6a,10ab有一個女人，身披太陽，腳

踏月亮 
聖母大殿奉獻日 默 21:1-5a 新聖城耶路撒冷 
巴爾多祿茂宗徒慶日 默 21:9b-14 在十二座基石上面，刻着羔羊的十二位

宗徒的名字 
三位總領天使慶日 默 12:7-12a 彌額爾和他的天使一同與那龍交戰 
諸聖節 默 7:2-4,9-14 我看見數不清的一大群人，來自各邦

國、各支派、各民族、各語言的 
三十三週星期一 默 1:1-4; 2:1-5 你該回想你是從那裏跌下來的，你該

悔改 
三十三週星期二 默 3:1-6,14-22 誰若給我們開門，我就要進去同他坐

席 
三十三週星期三 默 4:1-11 上主天主是神聖的，全能的，祂是今在、

昔在及將來永在者 
三十三週星期四 默 5:1-10 羔羊已被宰殺，用祂的血從各邦國中把人

贖了回來 
三十三週星期五 默 10:8-11 我接下了小書，訧吞下了它 
三十三週星期六 默 11:4-12 那兩位先知實在磨難了地上的居民 
三十四週星期一 默 14:1-3,4b-5 你們的額上都劇着羔羊的名號和祂

父的名號 
三十四週星期二 默 14:14-19 收割的時期已到，地上的莊稼已成熟了 
三十四週星期三 默 15:1-4 他們唱梅瑟的歌曲，和羔羊的歌曲 
三十四週星期四 默 18:1-2,21-23; 19:1-3,9a 偉大的巴比倫已陷落了 
三十四週星期五 默 20:1-4,11-21:2 死過的人，都按照他們的行為受

了審判；我看見那新耶路撒冷聖城，從天上由天主

那裏降下 
三十四週星期六 默 22:1-7 以後不再有黑夜了，因為上主天主要光照

祂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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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示錄的行文結構 

 

                         復活基督 1:1-20 
                          
                         

七封信 2:1-3:22                          
                          
                         天廷景象 4:1-5:14 
                          
                         

七封印 6:1-8:1                          
                          
                         

七號角 8:2-11:19                          
                          
                         

三異兆 12:1-14:20                          
                          
                         

七金盂 15:1-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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