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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窩福福堂堂查查經經團團契契  
第四十二課：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啟示錄十九：11-21) 

(一) 查經前討論 

請比較一下基督第一次來臨與第二次來臨有何不同的地方。 

1. 祂如何來到這個世上？ 

第一次(路加福音二：11-12) 降生在馬槽裏，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第二次(啟示錄十九：1) 騎著白馬，以征服者，王者姿態而來   

2. 祂來這世上的目的是什麼？ 

第一次(約翰福音三：16) 拯救   

第二次(啟示錄十九：15) 審判  

3. 祂用什麼身份來到這個世上？ 

第一次(約翰福音一：20) 受苦的僕人、人子   

第二次(啟示錄十九：16)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4. 祂的能力是如何地彰顯出來？ 

第一次(哥林多前書一：18-19) 十字架  

第二次(啟示錄十九：1-21) 審判、大能、勝利者、征服者  

5. 祂成就了什麼？ 

第一次(約翰福音十九：30) 成就救恩  

第二次(啟示錄十一：1) 新天新地，審判大地及列國及撒但  

 

(二) 基督─那征服者(v.11-13) 

1. 當約翰觀看，他看到什麼現象？（參看四：1） 

天開了  

（a） 當耶穌受洗時，天又發生了什麼現象？ 

天開了  

（b） 耶穌第一次來與第二次來，同是「天開了」，究竟「天開了」是什麼意思？它又象徵
些什麼？（參看以西結書一：1） 

參看註  

(註：「天開了」表示神要從天上啟開祂要啟示地上人的異象，第一次來的異象是指耶穌要
受洗，象徵祂要受苦，第二次是指耶穌以一個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審判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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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能否從 v.11-13 找出耶穌作為一個征服者，有那七個特徵？ 

（a） 祂的名字叫 誠信與真實  

（b） 祂是按公義去 審判 和 爭戰  

（c） 祂的眼睛如 火焰  

（d） 祂頭上戴著 許多冠冕  

（e） 祂有 寫著的名字 ，除了祂自己以外，沒有人知道。 

（f） 祂穿的是 濺了血的衣服  

（g） 祂的名字是 神的道  

3. 首先，我們要看看那些征服者（耶穌）的名字，從以上七個特徵來看，有三個特徵都是與名
字有關的，這是什麼？ 

◼ 誠信與真實  

◼ 無人知的新名  

◼ 神的道  

（a） 什麼是「誠信」(faithful)與「真實」(true)?(參看一：5；三：14) 

參看下面  

（i） 「誠信」表示祂沒有騙我們，祂是可信可靠的，為什麼約翰形容耶穌為一
個騎在白馬上，稱為「誠信」呢？ 

參看註  

（註：耶穌的信實在乎祂以征服者之姿態來執行審判，正如祂應許我們的。） 

（ii） 「真實」是指什麼？為什麼稱那騎在白馬的耶穌為「真實」？ 

參看註  

（註：希臘文 alethinos 是指真實無偽，不是虛假，不是幻象，祂的來臨審判這個
世界不是幻覺，不是夢想，是真實的。） 

（b） 既說祂的名字叫「誠信真實」，為什麼又說祂有寫著的名字，無人知曉呢？究竟這是
什麼名字？（參看二：17，以賽亞書六十二：2，三：12） 

參看註  
(註：在古代，人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隱藏的名號，象徵他的特性，這名字是表明耶穌
的特性(essence)但卻要到末世的時候才會顯露出來，所以十九：12 如此說，只有耶穌才
知道，但到末世耶穌才會把這名字啟示給我們(二：17) 

（c） 耶穌第三個名號又是什麼？這又是什麼意思？ 

參看註  

(註：神的道，道是 logos，約翰福音稱耶穌為道，是指道成肉身，帶給我們恩典，宣告了
祂的救恩，但在此處則指耶穌宣告神的審判，神的道＝宣告神，特別是神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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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約翰又怎樣形容耶穌的眼睛和頭？ 

如火焰  

（a） 為什麼以火焰來形容基督的眼睛？（參看但以理書十：6） 

參看註  

(註：火＝審判，潔淨，耶穌的眼光銳利，明察秋毫，祂的判斷絕無錯誤。) 

（b） 冠冕又是象徵什麼？ 

參看註  

（註：希臘文是 diadema，是指皇帝戴的冠冕，這指出耶穌就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5. 祂又是穿什麼？這又象徵些什麼？ 

濺了血的衣服  

（a） 濺了血是指誰人的血？是耶穌的還是敵人的血？ 

參看註  
（註：是指敵人的血，因這幅圖畫不是指耶穌受死，而是指耶穌的征服和審判。） 

6. 據 v.11，耶穌這次來的目的是什麼？ 

審判與爭戰  

 

(三)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v.14-16） 

1. 那征服者作了何事(v.14-16)？ 

（a） 帥領著什麼？ 天軍               

（b） 祂用利劍作什麼？ 擊殺列國             

（c） 祂用鐵杖作什麼？ 轄管他們             

（d） 祂踹(treads)什麼？ 大能神烈怒之酒醡          

2. 據 v.14-16，基督是什麼姿態來臨這個世界？ 

（a） 審判者   

（b） 爭戰者  

3. 祂帥領著天軍，騎著白馬，身穿細麻衣，又白又潔的來到這個地上，究竟「天軍」是何許人
也？ 

參看下面  

（a） 參看列王紀下六：17，究竟這天軍是誰？ 

天使  

（b） 再參看馬太福音廿六：53，究竟這天軍是誰？ 



蘇穎睿牧師-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啟示錄第 42 課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_答案  第4頁，共5頁 

天使  

（c） 再參看啟示錄十七：14，誰會與基督再臨地上？ 

信徒  

你的結論是什麼？ 

天使＋信徒  

4. 在 v.15，約翰用了三幅圖畫去描繪基督的征服及審判，首先祂口中的劍是什麼？ 

參看下面  

（a） 「劍」在羅馬是象徵擁有生殺之權，是統治者所佩戴的，但為什麼這劍是從祂口中

出來？ 

參看註  

（註：這是一個 forensic judgment多於 military destructions，是基督宣佈神對列國的
審判，在希伯來書，神的話也被形容為一把利劍。） 

（b） 第二幅圖畫又是什麼？鐵杖是象徵些什麼？（參看詩篇二：9） 

參看註  

(註：鐵杖是牧羊人所用的，這並不是用來管束羊群，而是用來打敵人及野獸。) 

（c） 「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又是什麼意思？（參看啟示錄十六：19） 

參看註  

(註：這一幅審判的圖畫，酒醡是用作醡酒之大磨石，當壓醡葡萄時，流出紅色的葡萄汁，
猶如鮮血一樣，這是形用神的烈怒降臨在列國不信之人中，以致他們的血也濺染基督的衣
服，所以 v.13 說祂的衣服是濺了血的。) 

5. 基督的名字叫什麼？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a） 這名字是刻在那兒？  

參看註  

（註：這裏所謂大腿，是指那掩蓋大腿的衣服，這也是戴劍之處，這也是羅馬皇帝把自己
的記號刻上之地方。） 

（b） 祂的名號是什麼？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四) 最後勝利(v.17-21) 

1. 在 v.17-21，我們看到另一類的彌賽亞筵席，(Messianic Banquet)，這是怎麼樣的？ 

（a） 誰是邀請人？ 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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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誰被邀請赴筵？ 鳥               

（c） 這是怎麼樣的筵席？ 大筵席，Messianic Banquet         

（d） 他們吃的是什麼？ 君王、將軍、壯士、騎馬的、為奴、自主、所有不信者   

（e） 這地是何處？ 參看註              

(註：是在亞米吉多頓 Armageddon，這是末日大戰之地。) 

2. 我們參看以西結書卅九：17-20，這兩幅圖畫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參看下面  

（a） 誰會被吃？ 

神的敵人  

（b） 然而，啟示錄與以西結也有不同的地方，這是什麼？ 

參看註  

（註：啟示錄：在戰爭未開始，神的使者已經呼召這些雀鳥來到，而以西結是在戰爭之後
才呼召而來的，這表示這是一面倒的戰爭。） 

3. 讓我們看看這未日世紀大爭戰 

（a） 作者用了多少節聖經去形容這爭戰？為什麼這麼少？ 

v.19-21，共 3 節，因為戰爭快而且是一面倒的  

（b） 兩軍對陣，是那兩支軍？ 

◆ 基督及跟從祂的天軍 

◆ 世上之軍以誰為首？ 獸             

誰為跟隨者 地上君王             

（c） 地點在那兒？ 亞米吉多頓             

（d） 戰爭的結果是什麼？ 獸及地上君王不敵          

(i) 獸的命運如何？ 被擒及扔在火湖中          

(ii) 假先知曾作垂死之掙扎，這是什麼？後來又怎樣？ 

也是一樣  

(iii) 其後的人又如何？ 被鳥吃            

4. 從這段經文，你認識基督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