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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耶穌基督的啟示與見證 

祢是我異象 
一、耶穌基督的啟示 

啟 1:1 耶穌基督的啟示耶穌基督的啟示耶穌基督的啟示耶穌基督的啟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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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神奧祕的事是隱藏于神裏的奧秘、是屬靈的實際 

弗 1:9 都是照他自己所豫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二) 「啟示」的意義是揭開幔子，使幔內的奧祕隱藏的事顯露出來 

弗 1:15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 
弗 1:16 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 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 
弗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

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二、耶穌基督的見證 

啟 1:2 約翰便將 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耶穌基督的見證耶穌基督的見證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證明出

來。 
(一) 使徒約翰為「耶穌基督的見證」，曾被流放在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啟 1: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同有

分．為 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for the testimony of Jesus Christ)、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二) 基督是神的見證人，是神的見證和彰顯 

約 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三) 教會是基督的見證和彰顯－耶穌基督的實際在我們的身上顯出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

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三、啟示、異象與見證 

(一) 啟示成了我們的異象－就神來說是啟示，就人來說是異象 

徒 26:19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二) 看見異象的時候，就有了見證 

約一 1:1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

摸過的． 
約一 1:3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

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 
 
(三) 見證是存儲在一個器皿裏，這個器皿稱為教會，就是主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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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神旨意的完成 

金琴在天響起 
一、藉創造完成神的旨意－成了 

創 1: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

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27 神就照

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

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

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創 1:29 神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

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30 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

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他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成了成了成了。 
 
二、藉救贖完成神的旨意－成了 

賽 53: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 神

擊打苦待了。5 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

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約 19:30 耶穌嘗〔原文作受〕了那醋、就說、成了成了成了成了．便低下頭、將靈魂交付 神

了。 
 
三、藉審判完成神的旨意－成了 

啟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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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成了成了成了． 
啟 19:1 此後、我聽見好像群眾在天上大聲說、哈利路亞、〔就是要讚美耶和華的

意思〕救恩、榮耀、權能、都屬乎我們的 神．2 他的判斷是真實公義

的．因他判斷了那用淫行敗壞世界的大淫婦、並且向淫婦討流僕人血的

罪、給他們伸冤。 
 
四、藉教會完成神的旨意－成了 

啟 21:6 他又對我說、都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我要

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啟 21:9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

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

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 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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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得救與得賞 

會否祂來正逢我們儆醒 
一、得救在乎恩典，得賞在乎行為 

弗 2: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9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一) 救恩是一個白白的恩賜 

提後 1: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

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裏賜給我們的． 
啟 22:17 聖靈和新婦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

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二) 賞賜是各人所行的報應 

弗 6:8 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

主的賞賜。 
啟 22:12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二、得救穿金繡衣，得賞穿錦繡衣 

(一) 在神面前基督是我們的義袍 

詩 45:13 王女在宮裏、極其榮華‧他的衣服是用金線繡的。 
路 15:22 父親卻吩咐僕人說、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

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 
加 3:27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二) 在台前義行是我們的白衣 

詩 45:14 他要穿錦繡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隨從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帶到你面

前。 
啟 19: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

己豫備好了。8 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

義。 
 
三、得救現在有永生，得賞台前有冠冕 

(一) 救恩是信耶穌時在基督裏 

羅 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 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乃是

永生。 
約一 5:11 這見證、就是 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裏面。 
 

(二) 賞賜是主來時在基督臺前 

林後 5:10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

善或惡受報。 
啟 2:10 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 
啟 3: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

上與他同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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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堂、不要限止 
多又多 

賽 54:1 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你這未曾經過產難的、要發聲歌唱、揚

聲歡呼‧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這是耶和華說的。 
賽 54:2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

堅固你的橛子。 
 
一一一一、要歌唱歡呼－教會屬靈生育的讚美 

二二二二、要擴張帳幕－教會外表見證的擴大 

三三三三、要張大幔子－教會裏面生命的擴大 

四四四四、要放長繩子－教會交通連結的擴大 

五五五五、要堅固橛子－教會穩固根基的擴大 



2016 China Fuqing 梁家聲 www.east.casgv.org 5

第五堂、啟示錄中的羔羊 

羔羊是配; 榮耀神羔羊 
一、永遠的羔羊 

啟 13:8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

拜他。 
 
二、被殺的羔羊 

啟 5:11 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

的數目有千千萬萬．12 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

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 
 
三、寶座中的羔羊 

啟 5: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

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

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就是 神的七靈、奉差

遣往普天下去的。 
 
四、忿怒的羔羊 

啟 6:15 地上的君王、臣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切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

山洞、和巖石穴裏．16 向山和巖石說、倒在我們身上罷、把我們藏起來、

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17 因為他們忿怒的大日到了、誰能

站得住呢。 
 
五、牧養的羔羊 

啟 7:17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

們一切的眼淚。 
 
六、得勝的羔羊 

啟 17:14 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

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必得勝。 
 
七、寶座上的羔羊 

啟 22:1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 神和羔

羊的寶座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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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堂、啟示錄中的聖靈 

一、寶座前的七靈 

(一) 啟示錄中的三一神 

啟 1:4 約翰寫信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但願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    神神神神．和他

寶座前的七靈寶座前的七靈寶座前的七靈寶座前的七靈．5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裏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

的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有恩惠平安歸與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

惡． 
(二) 神寶座前的七火燈，就是神的「七靈」-完全的亮光與聖靈的光照 

啟 4: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

燈就是 神的七靈。 
(三) 神寶座前的羔羊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靈」-完全的能力和智慧啟示        

啟 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

七眼、就是 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五旬節聖靈降臨) 
亞 4:10 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這七眼乃是耶和華的眼睛、遍察全地‧見所羅巴

伯手拿線鉈、就歡喜。 
 
二、聖靈的工作 

(一) 聖靈呼召得勝者（啟 2:7,11,17,29；3:6,13,22） 
啟 2: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 
(二) 聖靈感動 

啟 1:10 當主日我被聖靈感動、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 
啟 4:2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啟 17:3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到曠野去． 
啟 21: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 神那裏從天而降的

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三) 聖靈見證 

啟 19:10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見

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 神．因為豫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

作見證。 
(四) 聖靈說話 

啟 14:13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

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啟 22:17 聖靈和新婦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

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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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神神的福音的福音的福音的福音    

(一) 恩典的福音－神的家，神的兒女，權利與享受 

約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 

(二) 國度的福音－神的國，神的子民，權柄與責任 

啟 5: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

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 神、10 又叫他們

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 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三) 榮耀的福音－神的城，羔羊的妻，行為與見證 

 

第七堂、國度的福音 

昨日今日直到永遠 
太 4:23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

病症。 
太 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 
 

一、公開的國度 

路 23:42 就說、耶穌阿、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43 耶穌對他說、我

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啟 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

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二、隱密的國度 

太 12:28 我若靠著 神的靈趕鬼、這就是 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來 6:4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分、5 並嘗過 

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 

(一) 國度的實際-主掌權在我們身上 

(二) 十架生命的權能 

啟 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

角七眼、就是 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三) 醫治釋放的權能 

徒 10:38  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他周流

四方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 神與他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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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堂、恩典的福音    

我愛傳講主福音 
徒 20:24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

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 神恩惠的福音(恩典的福音恩典的福音恩典的福音恩典的福音)。 

一、恩典的福音是神的兒子所是的 

可 1: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約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

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二、恩典的福音是神的兒子所作的(代替) 

弗 1: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8
這恩典是 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三、恩典的福音是神的兒子所活的(代表) 

弗 2: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

乎恩）．6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7 要將他極

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

代看．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

所賜的． 

 

四、恩典的福音是蒙恩兒女所傳的 

西 1:6 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也傳到普天之下、並且結果增長、如同在你們中

間、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知道神恩惠(恩典)的日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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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堂、榮耀的福音 

我是個罪人蒙主恩, 主榮上加榮正在改變我 

一、保羅傳的福音 (羅 1:1-4) 

羅 1:1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2 這福音是神從

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3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

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4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

是神的兒子。 

 

二、榮耀福音的見證 (提前 1:11-17) 

提前 1:11 這是照著可稱頌之神交託我榮耀福音榮耀福音榮耀福音榮耀福音說的。12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

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13 我從前是褻瀆神

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

時候而作的。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

和愛心。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

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16 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

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

樣。 

 

三、榮耀福音的光照 (林後 4:3-7) 

林後 4:3 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4 此等不信之人、被

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榮耀福音榮耀福音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基督本是

神的像。5 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並且自己因耶穌

作你們的僕人。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

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

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四、榮耀福音的盼望 (西 1:27; 羅 8:28-30) 

西 1: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

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榮耀的盼望榮耀的盼望榮耀的盼望． 

羅 8: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人。29 因為他豫先所知道的人、就豫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

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30 豫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

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得榮耀得榮耀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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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堂、神的呼召 

詩歌 294 起來起來為耶穌 
一、恩召—滿有盼望的呼召 

弗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

們、使你們真知道他．18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恩恩恩

召召召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19 並知道他

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二、上召—叫我們進入基督的豐滿 

腓 3: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上面召上面召上面召我來得的獎

賞。 
 
三、聖召—叫我們分別為聖 (作貴重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分別分別分別分別才有才有才有才有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提後 1: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聖召聖召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

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裏賜給我們的．10 但如今藉著

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纔表明出來了。他已經把死廢去、藉著福

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 
 
四、天召—叫我們在地生活如同在天 

來 3:1 同蒙天召天召天召天召的聖潔弟兄阿、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

穌． 
 
五、呼召與使命—「呼召」在我們身上成了「使命」 

弗 4:1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蒙召的恩蒙召的恩蒙召的恩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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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堂、一切都變成新的 
詩歌 492 玉漏沙殘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一一一一、、、、在基督裏在基督裏在基督裏在基督裏與住在基督裏與住在基督裏與住在基督裏與住在基督裏 
1. 在基督裏 
林前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 神、 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

公義、聖潔、救贖． 
約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信入) 
羅 6:3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浸入) 
2. 住在基督裏 
約 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

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二二二二、、、、是新造的人與作新造的人是新造的人與作新造的人是新造的人與作新造的人是新造的人與作新造的人 
1. 主是末後的亞當(第二個人) 
林前 15:45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靈或

作血氣〕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 
林前 15:47 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 
2. 作新造的人 
加 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林後 3:6 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精意．因為那字

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精意或作聖靈〕 
 
三三三三、、、、舊事已過與忘記背後舊事已過與忘記背後舊事已過與忘記背後舊事已過與忘記背後 
腓 3: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四四四四、、、、新創造與新生活新創造與新生活新創造與新生活新創造與新生活 
羅 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

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裏復活一樣。 
 

五五五五、、、、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我將一切都更新了我將一切都更新了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啟 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2

我又看見聖城新新新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

整齊、等候丈夫。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

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

們的 神．4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

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啟 21:5 坐寶座的說、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我將一切都更新了我將一切都更新了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

信的、是真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