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示錄 1:8

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 ，是昔在、今
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啟示錄 1:10-20

10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
动，听见在我后面有
大声音如吹号，说：

11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
书上，达与以弗所、
士每拿、别迦摩、推
雅推喇、撒狄、非拉
铁非、老底嘉那七个
教会。」



啟示錄 1:10-20

12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声
与我说话；既
转过来，就看
见七个金灯台
。

13 灯台中间有一
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直
垂到脚，胸间
束着金带。



啟示錄 1:10-20

14 祂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15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
16 祂右手拿着七星，从祂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17 我一看见，就仆倒在祂脚前，像死了一样。祂用右
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
后的，

18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
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19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
事，都写出来。



啟示錄 1:10-20

20 论到你所看
见、在我右
手中的七星
和七个金灯
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
七个教会的
使者，七灯
台就是七个
教会。」



“Saying, I am Alpha and Omega, the first and the last: and, What thou 

seest, write in a book, and send it unto the seven churches ….” （
Revelation 1:11 KJV）

1.阿拉法和俄梅戛（启示录 1:8，11）

▪ 神性

2.首先的和末后的 （启示录 1:11, 17; 2:8; 22:13）

▪ 人性



15愛子是那不能
看見之神的像，
是首生的，在一
切被造的以先。

18祂也是教會全
體之首。祂是元
始，是從死裏首
先復生的，使祂
可以在凡事上居
首位。

歌羅西書 1:15, 18



最後要毀滅的仇敵就是死，

哥林多前書 15:26 新译本



3.耶稣的眼睛：眼目如同火焰 （启示录 1:14）
▪ 忌邪的爱

申命記 4:24

因為耶和華－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

▪ 光和热

▪ 看到所有

希伯來書 4:13

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祂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
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箴言 15:3

耶和華的眼目無處不在； 惡人善人，祂都鑒察。



倘若守望的人見刀劍臨到，不吹角，以致
民不受警戒，刀劍來殺了他們中間的一個
人，他雖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守望
的人討他喪命的罪 。

以西结 33:6

4.耶稣的声音：大聲
音如吹號，聲音如
同眾水的聲音 （
启示录1:10，15）

▪ 号角声：集合神百姓。审判来临的警告。宣
告耶稣的回来。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6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
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
吹響 ；那在基督裏死了
的人必先復活。

▪ 众水的声音：非常有能力和威严，不会被其它
声音压过

诗篇 29:4

耶和華的聲音大有能力； 耶和華的聲音滿有
威嚴



但以理 7:9,13-14

5.耶稣的头发：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 （
启示录 1:14）

▪ 人子耶稣像天父一样的荣耀

9 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
。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
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

13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
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14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
各族的人都事奉祂。祂的权柄是永远的，不
能废去；祂的国必不败坏。



6.耶稣的衣裳: 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着金帶
（启示录 1:13）

▪ 大祭司: 理解我们。为我们开了到天父那里的路

希伯来 4:15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祂也曾
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

希伯来 10:19-20

19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20 是借着祂给我们开了一条又
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
这幔子就是祂的身体。



7.耶稣的行走：在教会中（启示录 1:20，2:1）

▪ 了解我们的需要、软弱、和压力

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園中，到香花畦，
在園內牧放群羊，採百合花。

雅歌 6:2



8.耶稣的右手：拿
着七星（启示录
1:16，20）

▪ 恩膏、带领、和保护教会领袖们的应许

▪ 右手指恩宠的位置

詩篇 110:1

耶和華對我主說：祢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使祢
仇敵作祢的腳凳。

但以理 12:3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
，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9.耶稣的口：一把兩刃的
利劍 （启示录 1:16）
。祂话语能力的释放。

▪ 针对教会中的罪

启示录 2:12,16

12 「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两刃利剑的，说：

16 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
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 针对逼迫教会的仇敌

啟示錄 19:15

有利劍從祂口中出
來，可以擊殺列國
。祂必用鐵杖轄管
他們，並要踹全能
神烈怒的酒醡。

▪ 主的话如利剑，我们要像主一样用神的话抵挡诱惑

希伯来 4:12， 以弗所 6:17， 马太 4:4



10.耶稣的脚：好像在爐中鍛鍊光明的銅（启示录 1:15）

▪ 铜指对罪的审判



▪ 耶稣迫切的介入以改变教会的光景和提升我们
对神的敬畏

啟示錄 2:18

你要寫信給 推
雅推喇 教會的
使者，說：『
那眼目如火焰
、腳像光明銅
的神之子說：



11.耶稣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启示录 1:16）

▪ 圣徒得祝福



啟示錄 21:23-24

23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
光照；因有 神的
荣耀光照，又有羔
羊为城的灯。

24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
行走；地上的君王
必将自己的荣耀归
与那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