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ꀖꀨꄯꒉ 

启示录 

 
ꇬꅇꌋꆀꋬꂻꄜꅇ 前言和问候 

1 ꑳꌠꏢꄖꀖꀨꅍꆹ，ꏃꃅꌋꄻꋋ

ꇖꄉ，ꋌꁳꌤꉆꐥꃅꇫꅐꇁꂯꀐ 
1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

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ꈧꌠꄐꌐꋍꁏꐚꈧꌠꀨꎻꌠ。ꉬꉎꊩ

ꌺꋌꇱꊪꌊꌤꑠꄻꋍꁏꐚꒀꉴꁳꅉꐚ

ꎻ。2ꒀꉴꆹꏃꃅꌋꇗꅉꌋꆀꑳꌠꏢ

ꄖꈀꌬꌠꅇꊪ，ꋌꇫꈀꂿꈧꌠꃅꋌꊩ

ꀽꎼꇁꌐ。3ꊿꄯꒉꋌꋐꇬꅉꄜꅇꀘ

ꌠꌋꆀꊿꌤꆿꁱꄯꒉꇬꄀꄉꈧꌠꈨꇈ

ꇬꍪꌠꆹ，ꐯꇯꌒꃤꊌꀐ，ꑞꃅꆏ，ꃅ

ꑍꑟꇁꂯꄉꀐ。 

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
者晓喻他的仆人约翰。2约翰便
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
来。3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
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
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4ꒀꉴꄯꒉꁱꑸꑭꑸꃅꄷꑇꊿꏓ

ꉻꏃꂷꌠꁵ：ꀋꉊꇯꆐꇫꐥꌠ、ꀋꃅ

ꇫꐥꌠ、ꋌꊂꈍꄮꑌꇫꐥꌠꏃꃅꌋꀕ

ꆀꋍꃰꃅꑋꅉꂾꒌꏃꂷꌠ，5ꉈꑴꀋꎪ

ꀋꑴꃅꅇꊪꌬꌠ、ꌦꃤꈬꇬꄉꇬꂾꇬ

ꀱꐥꇁꌠ、ꋧꃅꃰꃅꈧꌠꏲꂠꌠꑳꌠ

ꏢꄖꂶꌠ，ꋀꊇꑆꊋ、ꋬꂻꄻꆍꁳꅊ

ꇈ。 

4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
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坐前的
七灵，5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
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
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
归与你们。 

ꋌꉪꊇꉂ，ꋌꋍꊨꏦꌦꅪꌌꉪꁳ

ꑽꃤꇔꎻ（“ꇔ”ꀊꆨ꒰ꀨꇬ“ꒈꋌꇫꎭ”ꃅꅑ

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
们脱离罪恶（“脱离”有古卷作“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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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ꐥ），6ꉈꑴꉪꁳꃰꃅꇩꃰꊿꐛꎻ，ꉪ

ꁳꋍꀉꄉꏃꃅꌋꎁꃅꆦꑝꊿꄻꎻ。

ꀑꒉꑊꒉꌋꆀꌅꈌꐩꋊꐩꍂꃅꋍꃤꉬ

ꅊꇈ！ꀊꂱ！ 

去”），6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
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
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
们。 

7ꇬꉚ！ꏢꄖꃅꄂꋩꄉꀁꋌꐛ

ꇁ。 
ꑓꅑꇬꈀꐥꌠꐯꇯꋋꂿ， 
ꊿꋋꋯꌠꑋꋋꂿꌠꉬ。 
ꃄꅉꇬꊿꋅꇬꈀꐥꌠꃅꋍꒉꄸ

ꃅꐒꊀꄉꉩꌐ。 
ꅇꂷꑠꆹꇯꍝꌠꉬ！ꀊꂱ！ 

7看那！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阿们。 

8ꌋꏃꃅꌋꄹꇬ：“ꉡꆹꀊꇁꃔ，ꉡꆹ

ꀒꂰꇤ（“ꀊꇁꃔ”ꌋꆀ“ꀒꂰꇤ”ꆹꑝꇂꃚꌐꁱ

ꂷꉘꃀꂶꌠꌋꆀꄽꂫꂶꌠꉬ），ꉡꆹꀋꉊꇯꆐꇫ

ꐥꌠ、ꀋꃅꇫꐥꌠ、ꋌꊂꈍꄮꑌꇫ

ꐥꌠ、ꀋꄐꅍꀋꐥꂶꌠꉬ”ꄷ。 

8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
梅戛（“阿拉法，俄梅戛”乃希腊字母首

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
在的全能者。” 

 

ꏢꄖꐛꒌꇣꋲꌠ 基督的异象 
9ꉢꒀꉴꆹꆍꃺꑌꉬ，ꉢꆍꊇꌋꆀ

ꐯꇯꑳꌠꃤꎬꅧ、ꃰꃅꇩ、ꋰꄿꃅ

ꋋꈨꇬꋍꁧꐊ；ꉢꏃꃅꌋꇗꅉꌋꆀꑳ

ꌠꎁꃅꅇꊪꌬꄉ，ꎿꅔꀠꃀꄷꀊꋨꂷ

ꇬꐥꋺ。10ꌋꃅꑍꄹꉇ，ꉢꌃꎔꒌꇱ

ꌵꄉꉌꐡꄮꇬ，ꃚꋒꉶꁱꄏꌠꌟꃅꁧ

ꉺꇉꉺꑠꉠꊂꈌꐚ，11ꃚꋒꇫꌠꑠꃅ

ꉉ：“ꆏꅽꈀꂿꌠꁱꄯꒉꇬꄀꄉꄡ

ꑟ，ꄷꀋꁧꎭꑇꊿꏓꉻꑱꃛꌙ、ꌦꂰ

ꇂ、ꀙꏦꃀ、ꄧꑷꄧꇁ、ꌒꄃ、ꃏ

ꇁꄝꃏꌋꆀꇅꄂꏦꋋꏃꂷꁵ”ꄷ。

12ꉢꏮꉈꑴꉜꄉ，ꈀꄸꂷꉠꏯꉉꌠꉬ

ꉏꂿꉂ；ꏮꉈꑴꉜꄷꌦꆏ，ꂷꇭꄉꅍ

9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
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
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
名叫拔摩的海岛上。10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
有大声音如吹号，11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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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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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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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ꌌꄻꄉꌠꏃꂷꉢꊌꂿ。13ꂷꇭꄉꅍ

ꈧꌠꈬꄔꆏ，ꊾꌺꌡꃅꑠꂷꇬꉆ，ꋌꃢ

ꈜꀊꎴꇈꇁꏸꑭꇬꑟꃅꑠꈬꈚ，ꉦꃀ

ꇬꏂꃰꈭꌺꅑ。14ꋍꀂꏾꌋꆀꀍꑐꐯ

ꇯꐍꊭꀕ，ꑾꎭꀊꐎꌠꌡ，ꃰꐎꌡ；ꋍ

ꑓꋪꑍꁆꌠꃆꄔꉐꆂꌡ。15ꏸꑭꑍꁆ

ꌠꆹꄻꎷꃚꅉꃚꄉꌠꏁꇅꀕꌠꐯꀻ

ꌠ；ꋍꃚꋒꆹꒊꃀꈧꌠꂆꃚꌡ。16ꋍ

ꇇꇀꑳꁆꌠꆏꃅꏸꏃꂷꌌꐺ，ꈂꀸꇬ

ꂗꍵꑱꃀꑍꈌꅑꑠꏼꇬꁖꇁ；ꈁꑓꆏꂵ

ꆧꉘꁮꌟꃅ꒰ꃅꏁꌬ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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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他的头与发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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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
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
如同烈日放光。 

17ꋌꉢꊌꂿꄷꆏ，ꉢꌦꌠꌟꃅꐚꋍ

ꏸꑭꂾꅞ。ꋍꇇꇀꑳꁆꌠꋌꐛꉢꄀ

ꄉꉠꏯ：“ꏸꄡꏦ，ꉡꆹꇬꂾꂶꌠꉬ，

ꉡꆹꄽꂫꂶꌠꉬ，18ꉡꆹꇫꐥꂶꌠꉬ；

ꉢꌦꋺ，ꀋꃅꉢꉈꑴꀱꐥꇁꀐ，ꐩꋊꐩ

ꍂꃅꇫꐥꇬꎷ；ꄷꀋꁧ，ꌦꈔꌋꆀꅉ

ꃴꏦꑳꐎꇬꎤꁉꆹꉢꌌꐺ。19ꑠꅹ，ꆏ

ꑴꌠꆏꈀꂿꋺꌠ，ꌤꆿꀋꃅꇫꅐꌠꌋ

ꆀꇫꅐꇁꂯꀐꌠꉬꇮꃅꁱꎼꇁ。20ꉉ

ꅷꆏꈀꂿꌠꉠꇇꇀꑳꁆꇬꀀꌠꃅꏸꏃ

ꂷꌠꌋꆀꏂꂷꇭꄉꅍꏃꂷꌠꇬꑟꇬ

ꆏ，ꄚꈐꏭꌧꊋꂾꊋꌠꂁꌤꆏꑠꄜ：ꃅ

ꏸꏃꂷꌠꆹꑇꊿꏓꉻꏃꂷꌠꊩꌺꉬ，

ꂷꇭꄉꅍꏃꂷꌠꆹꑇꊿꏓꉻꏃꂷꌠ

ꉬ”ꄷ。 

17我一看见，就仆倒在他脚
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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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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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ꎭꑱꃛꌙꑇꊿꏓꉻꁵꌠꄯꒉ 给以弗所教会的信 

2 “ꆏꑴꌠꄯꒉꁱꑱꃛꌙꑇꊿꏓ

ꉻꊩꌺꁵꄉ，ꑠꃅꉉ：‘ꇇꇀꑳ 2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
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 

ꁆꌠꃅꏸꏃꂷꌌꇈꏂꂷꇭꄉꅍꏃꂷꇢ 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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ꊭꈴꐺꂶꌠꄹꇬ：2ꅽꃅꐨꑽꑌ、ꑘ

ꎭꃣꅧ、ꋰꄿꑠꉢꅉꐚ，ꉈꑴꊿꄷꅠ

ꌠꂾꄉꋰꄉꀋꄐꌠꑌꉢꅉꐚ。ꊿꊨ

ꏦꄹꇬꋀꆹꁆꄻꊩꌺꉬꄷ，ꄚꇯꍝꃅ

ꇬꆏꀋꉬꈧꌠꑌꆏꇫꎖꉚꄉ，ꋀꊇꆹ

ꃶꀋꐚꈨꉬꌠꆏꉜꅐꇁꀐ。3ꆏꋰꄉ

ꑌꄎ，ꆏꉠꂓꒉꄸꃅꈁꄽꎬꅧꅗꇬ，ꆏ

ꄡꇗꈌꀋꊰ。4ꄚ，ꌤꋍꐘꇬꄉꉢꆎꅑ

ꀵ，ꆎꆹꅽꉂꏣꇬꂾꑌꈧꌠꆏꇵꇫꎭ

ꀐ。5ꆎꆹꇿꇬꄉꊰꇬꅜꌠꊼꇅꎺꉜ，

ꉈꑴꉪꁏꄺꀱꄉꆏꇬꂾꈀꃅꈧꌠꃅ

ꌶ！ꀋꄸꄷ，ꆏꉪꀋꁏꄻꀋꀱꑲꆏ，ꉢ

ꅽꄹꇁꄉ，ꅽꂷꇭꄉꅍꂴꄈꅉꇬꄉꉢ

ꇱꎞꌊꁧꌠꉬ。6ꑠꃅꑴꇬ，ꆏꄡꇗꌤ

ꃅꌊꃪꐘꐥꑴꌦ，ꆀꇰꇁꁥꌠꊿꃅꐨ

ꑽꑌꆏꇫꌂꇫꑷ，ꋍꑠꉡꑌꇫꌂꇫꑷ

ꌠ。7ꊿꅺꅑꈨꉆꌠꆏ，ꐯꇯꅇꂷꌃ

ꎔꒌꌌꑇꊿꏓꉻꈧꌠꏭꈁꉉꌠꅲꄡ

ꑟ。ꊿꊋꐛꌠꆏ，ꉢꀋꎪꃅꏃꃅꌋꐥ

ꌒꅉꇬꀑꇬꌩꁧꁦꌠꅑꌠꌩꋚꇓꂷꄻ

ꋋꍈ’ꄷ”ꄷ。 

说：2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
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
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
的来。3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
名劳苦，并不乏倦。4然而有一
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
初的爱心离弃了。5所以应当回
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
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
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
的灯台从原处挪去。6然而，你
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憎
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
是我所憎恶的。7圣灵向众教会
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
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
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ꎭꏃꂰꇂꑇꊿꏓꉻꁵꌠꄯꒉ 给士每拿教会的信 
8“ꆏꑴꌠꄯꒉꁱꏃꂰꇂꑇꊿꏓ

ꉻꊩꌺꁵꄉ，ꑠꃅꉉ：‘ꇬꂾꂶꌠ、

ꄽꂫꂶꌠ、ꌦꇈꀱꐥꇁꂶꌠꄹꇬ：

9ꅽꎬꅧꐨꌋꆀꌢꎭꌠꉢꅉꐚ（ꄚ，ꆎ

ꆹꌣꈚꌠ）。ꆍꃅꄷꊾꈨꊨꏦꆹꒀꄠ

ꊿꉬꄷ，ꇯꍝꃅꇬ，ꋀꊇꆹꒀꄠꊿꀋ

ꉬ，ꋀꆹꌑꄉꉻꏑꅉꊿꉬ，ꋀꍍꋉꄸ

ꄀꅇꑌꉢꅉꐚ。10ꆎꆹꎬꅧꅍꆎꊝꇁ

8“你要写信给士每拿教会的
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
的、死过又活的说：9我知道你
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
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
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
犹太人，乃是撒但一伙的人。
10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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ꂯꈧꌠꄡꏦ。ꑊꋌꌌꁈꆹꆍꊇꈬꄔꊿ

ꋍꈨꋌꇵꏦꑳꇬꊐꄉ，ꆍꁳꎖꉺꌠꊝ

ꎻ，ꆍꊇꀋꎪꃅꃅꐎꊰꑋꂷꎭꌶꅧ

ꌸ；ꄚ，ꆏꌦꄷꑌꉌꂵꀋꎪꀋꎙꌶ，ꑠ

ꃅꑲꆏ，ꀑꇬꄂꌆꀍꄟꉢꄻꆏꄀꌠ

ꉬ。11ꊿꅺꅑꈨꉆꌠꆏ，ꐯꇯꅇꂷꌃ

ꎔꒌꌌꑇꊿꏓꉻꈧꌠꏭꈁꉉꌠꅲꄡ

ꑟ。ꊿꊋꐛꌠꆏ，ꈍꃅꑌꑍꃢꀕꌠꌦ

ꈔꋌꉮꀋꄐ’ꄷ”ꄷ。 

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
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
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11圣
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
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
受第二次死的害。’” 

 

ꎭꀙꏦꃀꑇꊿꏓꉻꁵꌠꄯꒉ 给别迦摩教会的信 
12“ꆏꑴꌠꄯꒉꁱꀙꏦꃀꑇꊿꏓ

ꉻꊩꌺꁵꄉ，ꑠꃅꉉ：‘ꂗꍵꑱꃀꑍ

ꈌꅑꏼꐥꂶꌠꄹꇬ：13ꅽꀀꅉꆹꉢꅉ

ꐚ，ꅽꀀꅉꆹꌑꄉꑋꅉꇬꐛ；ꀋꎪꀋꎙ

ꃅꉠꅇꊪꌬꌠꀊꄝꁁꂶꌠꆍꈬꄔꌑꄉ

ꀀꅉꇬꄉꊿꇱꌉꇫꎭꄮꇬ，ꆏꄡꇗꏟ

ꈯꀕꃅꉠꂓꆏꐏꄉ，ꉠꇗꅉꑌꆏꍞꇬ

ꀋꎭ。14ꄚ，ꌤꆿꈍꑋꐘꐛꅹꃅ，ꉢ

ꅽꏯꅑꀵ，ꑞꃅꆏ，ꆍꊇꈬꄔꇬꊿꋍ

ꈨꋋꈨꀠꇂꉙꅇꂘꅇꅲꄉꇫꅇꃅꀐ；

ꀠꇂꋋꂷꆹꀠꇍꋌꉙꋌꂘꌊꑭꇹꇓꄻ

ꑱꌝꆀꊿꂾꅞꄉ，ꋀꁳꌩꁱꇓꁱꉙꋚ

ꋠ、ꎼꃅꃏꃅꎻ。15ꆍꊇꈬꄔꇬꊿꋍ

ꈨꋋꈨꑌꐯꌟꃅꆀꇰꇁꁥꌠꉙꅇꂘꅇ

ꅲꄉꇫꅇꃅ。16ꑠꅹ，ꆏꉪꁏꄺꀱꄡ

ꑟ！ꑠꀋꉬꑲꆏ，ꉢꉆꐥꃅꅽꄹꇁꄉ，

ꉠꈌꇬꂗꍵꑱꃀꑍꈌꅑꌠꌌꆍꏭꄉꇁ

ꌠꉬ。17ꊿꅺꅑꈨꉆꌠꆏ，ꐯꇯꅇꂷ

ꌃꎔꒌꌌꑇꊿꏓꉻꈧꌠꏭꈁꉉꌠꅲꄡ

ꑟ。ꊿꊋꐛꌠꆏ，ꉢꀋꎪꃅꂸꇂꂁꄉ

12“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
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
说：13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
撒但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
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但
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
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14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
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
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
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
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
事。15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
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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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
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
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
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



ꀖꀨꄯꒉ  2 771 启示录  2 

 

 

ꈧꌠꄻꋌꁳ，ꄷꀋꁧ，ꇓꐎꂷꑌꄻꋌ

ꁳ，ꇓꂵꋋꂷꇬꂓꀊꏀꂷꁱꇬꄀꄉ，

ꊿꇓꂵꋋꂷꊌꂶꌠꀉꄂꑲꆏ，ꊿꀉꁁ

ꂓꋋꂷꅉꐚꌠꀋꐥ’ꄷ”ꄷ。 

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
外，没有人能认识。’” 

 

ꎭꄧꑷꄧꇁꑇꊿꏓꉻꁵꌠꄯꒉ 给推雅推喇教会的信 
18“ꆏꑴꌠꄯꒉꁱꄧꑷꄧꇁꑇꊿ

ꏓꉻꊩꌺꁵꄉ，ꑠꃅꉉ：‘ꏃꃅꌋꌺ

ꑓꋪꑍꁆꌠꃆꄔꉐꆂꌡ，ꏸꑭꑍꁆꌠ

ꐯꀻꏁꇅꀕꌠꌡꂶꌠꄹꇬ：19ꅽꃅꐨ

ꑽꑌ、ꉂꐪ、ꑇꐨꉌꊋ、ꌋꎁꃅꌤ

ꃅꌠꌋꆀꋰꄿꌠꉢꅉꐚ，ꄽꂫꇬꂄꎔ

ꌠꌤꆏꃅꌠꆹ，ꇬꂾꄮꇬꏭꀋꋌꃅꀉꑌ

ꌠꑌꉢꅉꐚ。20ꄚ，ꌤꐘꐛꅹꃅꉢꅽ

ꏯꅑꀵ，ꑞꃅꆏ，ꆏꀂꌋꅪꅉꄜꊿꉬ

ꄷꌠꑳꑭꀙꀋꏢꀋꇍꃅ，ꋌꁳꉠꁏꐚ

ꉙꂘꎻ，ꋀꊇꋌꇱꊏꅰꌊꎼꃅꃏꑽ、

ꌩꁱꇓꁱꉙꋚꋠ。21ꉡꆹꉪꁏꄺꀱꌠ

ꊜꋽꄮꄻꋌꁳꋺ，ꄚ，ꋌꋍꊨꏦꎼꃅꃏ

ꑽꌠꑠꉪꁏꄺꀱꀋꅲ。22ꉜꉏ！ꋋꆹ

ꉢꍞꀀꈤꇬꏀꄉ，ꊿꋋꌋꆀꎼꃅꃏꑽ

ꈧꌠ，ꀋꄸꄷꋀꊇꉪꀋꁏꄻꀋꀱꑲ

ꆏ，ꉢꋀꁳꑌꑗꉘꃴꇉꀕꌠꊝꎻ。

23ꉈꑴꊿꋋꌋꆀꋍꁥ（“ꊿꋋꌋꆀꋍꁥ”ꑝ

ꇂꉙꇬꆏ“ꌺꇖ”ꃅꅑ）ꈧꌠꉢꌉꌦꇫꎭꄉ，

ꑇꊿꏓꉻꈀꐥꌠꁳꑠꅉꐚꎻ：ꃰꊿꉪ

ꐨꌋꆀꉌꃀꉢꉜꈴ，ꄷꀋꁧ，ꉢꆍꃅꐨ

ꑽꑌꇬꉜꄉ，ꆍꊿꋍꂷꇬꈀꐥꌠꏭꀱ

ꌠꉬ。24ꆍꊇꄧꑷꄧꇁꊿꀉꁁꋍꉙꅇ

ꂘꅇꊂꀋꈹꌠ，ꑍꃀꑍꋀꈁꉉꌠꌑꄉ

ꇗꅉꀊꅼꌠꅉꀋꐚꈧꌠꆏ，ꉢꉉꆍꇰ，

18“你要写信给推雅推喇教会
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
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19我知
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
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
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20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
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
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
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21我
曾给她悔改的机会，她却不肯
悔改她的淫行。22看哪！我要叫
她病卧在床。那些与她行淫的
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
叫他们同受大患难。23我又要杀
死她的党类（“党类”原文作“儿女”），
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
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
为报应你们各人。24至于你们推
雅推喇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
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
说撒但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
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
们身上。25但你们已经有的，总
要持守，直等到我来。26那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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ꉢꃣꁧꀉꁁꄻꆍꁳꀵꄜꀋꎽ。25ꄚ，

ꆍꊇꐥꀐꈧꌠ，ꆍꊇꀋꎪꃅꏟꈯꀕꃅ

ꌭꅷꉢꇫꑟꇀꄮꇬꑟꑲꆀꍑ。26ꊿꊋ

ꐛꇈꏟꈯꀕꃅꉠꁵꅇꍬꅷꄽꂫꇬꑟꈧ

ꌠꆏ，ꉡꆹꌅꈌꊿꋅꄩꏲꌠꄻꋌꁳ。

27ꋌꀋꎪꃅꎸꅍꄯꁯꌌꋀꏲꂠꇁ(“ꏲꂠ”

ꑝꇂꉙꇬꆏ“ꆫ”ꃅꅑ)，ꄢꌺꐷꌠꌟꃅ，ꋀꊇ

ꋌꅥꋧꐛꃀꐛꌐ；28ꑠꆹꉢꉠꀉꄉꄷꄉ

ꊪꊊꌠꌅꈌꌋꆀꐯꌟ。ꉢꉈꑴꏷꃬꀮ

ꂶꌠꑌꄻꋋꇖ。29ꊿꅺꅑꈨꉆꌠꆏ，

ꐯꇯꅇꂷꌃꎔꒌꌌꑇꊿꏓꉻꈧꌠꏭꈁ

ꉉꌠꅲꄡꑟ’ꄷ”ꄷ。 

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
给他权柄制伏列国；27他必用铁
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作“牧”），将
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
碎，28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
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29圣
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
的，就应当听。’” 

 

ꎭꌒꄃꑇꊿꏓꉻꁵꌠꄯꒉ 给撒狄教会的信 

3 “ꆏꑴꌠꄯꒉꁱꌒꄃꑇꊿꏓꉻ

ꊩꌺꁵꄉ，ꑠꃅꉉ：‘ꏃꃅꌋꒌ 3 “你要写信给撒狄教会的使
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 

ꏃꂷꌋꆀꃅꏸꏃꂷꋌꐥꂶꌠꄹꇬ：ꅽ

ꃅꐨꑽꑌꉢꅉꐚ，ꂒꅉꃅꄉꇬ，ꆏꇫꐥ

ꑴꌦ，ꄚ，ꆎꆹꌦꀐꌠ。2ꆏꀀꐚꑓꄧ

ꃅꄉꇫꋒꇈꌠꌗꑍꂯꄉꀐꍇꌠꄻꈫꈈ

ꃅꄉ。ꑞꃅꆏ，ꉠꏃꃅꌋꂾꄉꇬ，ꅽ

ꃅꐨꑽꑌꐛꒆꃅꐙꑠꑵꑋꉢꋌꊊꀋ

ꂿ。3ꑠꅹ，ꆏꈍꃅꊪꊊꌠ，ꈍꃅꈨꅜ

ꌠꉪꀱꏡꀱꌶ；ꍬꑌꇬꍪ，ꄷꀋꁧꉪ

ꁏꄺꀱꌶ！ꀋꄸꄷ，ꆏꋓꉪꁨꀋꄉꑲ

ꆏ，ꉡꆹꏄꍿꌟꃅ，ꈍꃅꑌꆍꄷꑟꇁꌠ

ꉬ。ꉢꈍꄮꇬꇫꑟꇁꌠ，ꆏꈍꃅꑌꇫ

ꅉꐚꀋꄐꌠ。4ꄚ，ꌒꄃꃅꄷꆏ，ꊿꊨ

ꏦꃢꈜꍍꆀꀋꋻꑠꈍꑋꑼꐥꑴꌦ，ꋀ

ꊇꆹꃢꈜꀊꐎꌠꈚꄉꉡꐊꐺ。ꑞꃅ

ꆏ，ꋀꆹꋭꌠꉬ。5ꊿꊋꐛꌠꆏ，ꑠꃅ

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2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
微的（“衰微”原文作“死”）；因我见你
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
样是完全的。3所以要回想你是
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
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惕，
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
样。我几时临到，你也决不能
知道。4然而在撒狄，你还有几
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
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
们是配得过的。5凡得胜的，必
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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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ꃢꈜꀊꐎꌠꈚꌠꉬ；ꉡꆹꈍꃅꑌꀑ

ꇬꄯꒉꇬꄉꋍꂓꌉꇬꀋꎭ，ꉢꉠꀉꄉ

ꌋꆀꉬꉎꊩꌺꈧꌠꂾꄉꋍꂓꉉꏚꌠ

ꉬ。6ꊿꅺꅑꈨꉆꌠꆏ，ꐯꇯꅇꂷꌃ

ꎔꒌꌌꑇꊿꏓꉻꈧꌠꏭꉉꌠꅲꄡ

ꑟ’ꄷ”ꄷ。 

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
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
名。6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是有耳的，就应当听。’” 

 

ꎭꃏꇁꄝꃏꑇꊿꏓꉻꁵꌠꄯꒉ 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信 
7“ꆏꑴꌠꄯꒉꁱꃏꇁꄝꃏꑇꊿ

ꏓꉻꊩꌺꁵꄉ，ꑠꃅꉉ：‘ꌃꎔ、ꇯ

ꍝꌠ、ꄊꃥꎤꁉꋌꌌꐺ、ꀃꈈꋌꁉ

ꄉꑲꆏꊿꇬꈢꄎꌠꀋꐥ，ꀃꈈꋌꈢꄉ

ꑲꆏꊿꇬꁇꄎꌠꀋꐥꂶꌠꄹꇬ：8ꅽꃅ

ꐨꑽꑌꉢꅉꐚ，ꆏꊊꍈꑌ，ꉠꇗꅉꑌ

ꍬꋺ，ꉠꂓꆏꍞꇬꀋꎭ。ꇬꉚ！ꀃꈈ

ꐬꉢꁉꅽꂴꆽꄉ，ꊿꇬꈢꄎꌠꀋꐥ。

9ꌑꄉꉻꏑꅉꊿꈧꌠ，ꋀꊨꏦꆹꒀꄠꊿ

ꉬꄷꉉ，ꇯꍝꃅꇬꋀꆹꒀꄠꊿꀋꉬ，ꋀ

ꆹꈰꏅꌠ；ꉡꆹꋀꁳꅽꏸꑭꂾꄉꀍꃈꄚ

ꎻ，ꋀꁳꉢꆎꉂꀐꌠꑌꅉꐚꎻ。10ꆏ

ꉠꋰꄿꌠꇗꅉꏡꌠꍬꐛꅹ，ꐧꇁꃰꊿ

ꃅꎖꉺꑠꊜꄮꇬ，ꉡꆹꀋꎪꃅꆎꀧꌋꃅ

ꄉ，ꆏꁳꎖꉺꌠꀋꊝꎻ。11ꉢꉆꐥꃅ

ꇁꂯꄉꀐ，ꆏꑴꌠꏟꈯꀕꃅꅽꈁꁨꈀ

ꐥꌠꐏꄉ，ꑠꀋꉬꑲꆏ，ꅽꄂꌆꀍꄟꊿ

ꇑꌊꁧꂵ。12ꊋꐛꂶꌠꆏ，ꉢꋌꁳꉠ

ꌋꑷꂿꇬꑷꈯꌷꁧꐛꎻ，ꋋꑌꀋꎪꃅ

ꀊꄶꇬꄉꅐꀋꁧꀐ，ꉢꉠꏃꃅꌋꂓꌋ

ꆀꉠꏃꃅꌋꇓꈓꂓꁱꋍꇭꀧꇬꄀꄉ

（ꇓꈓꋋꂷꆹꉬꉎꇬꉠꏃꃅꌋꄷꄉꀁ

ꋌꇁꌠ、ꀊꏀꌠꑳꇊꌒꇌꉬ），ꉢꉠ

7“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
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
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
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
说：8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
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
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
无人能关的。9那撒但一伙的，
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
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
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
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10你既遵
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
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
你的试炼。11我必快来，你要持
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
冠冕。12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
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
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
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
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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ꂓꀊꏀꂶꌠꑌꁱꋍꇭꀧꇬꄀꄉꂯ。

13ꊿꅺꅑꈨꉆꌠꆏ，ꐯꇯꅇꂷꌃꎔꒌ

ꌌꑇꊿꏓꉻꈧꌠꏭꉉꌠꅲꄡꑟ’

ꄷ”ꄷ。 

他上面。13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
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ꎭꇅꄂꏦꑇꊿꏓꉻꁵꌠꄯꒉ 给老底嘉教会的信 
14“ꆏꑴꌠꄯꒉꁱꇅꄂꏦꑇꊿꏓ

ꉻꊩꌺꁵꄉ，ꑠꃅꉉ：‘ꀊꂱꄷꌠ、

ꀋꎪꀋꎙꇈꇯꍝꃅꅇꊪꌬꌠ、ꏃꃅ

ꌋꈀꄻꌠꐥꇐꄩꐥꌠꏃꌋꂶꌠꄹꇬ：

15ꅽꃅꐨꑽꑌꉢꅉꐚ，ꆎꆹꈺꑌꀋꈻ，

ꊷꑌꀋꊸ；ꉡꆹꆏꈻꀐꇬꈻ，ꊸꀐꇬꊷ

ꑟꁈ。16ꄚ，ꆎꆹꒉꊸꌟꃅ，ꈺꑌꀋ

ꈻ，ꊷꑌꀋꊸ，ꑠꅹ，ꆎꆹꀋꎪꃅꉠꈂ

ꀸꇬꄉꉢꀞꇫꎭ。17ꆏꉉꇬ：‘ꉡꆹ

ꌣꈚ，ꎆꊌꀐꄉ，ꑞꑌꀋꇎꀋꂪꅍꀋ

ꐥ’ꄷ；ꄚ，ꅽꊨꏦꆹꎬꅧ、ꈧꊰ

ꀕ、ꌢꎭ、ꑓꁖ、ꇭꀧꅩꀧꍓꌠꉬ

ꌠꆏꇫꅉꀋꐚ。18ꉢꅽꏯꉉ，ꆏꄚꉠ

ꄹꄉꃆꄔꌌꏸꋺꌠ꒰ꅪꃼꇁ，ꉢꆏꁳ

ꌣꈚꎻꂿ；ꉈꑴꃢꈜꀊꐎꌠꃼꈚꄉ，

ꆏꁳꎲꄏꑊꏦꌠꅽꇭꀧꅩꍓꀕꂶꌠꉱ

ꄉꎻ；ꉈꑴꑓꋪꁬꋌꈨꃼꅽꑓꋪꇬꉖ

ꄉ，ꆏꁳꊌꂿꉆꎻ。19ꊿꉢꇫꉂꈧꌠ

ꆏ，ꉢꀊꅰꃅꇫꊨꀖꄉꏲꂘ，ꑠꅹ，ꆏ

ꉌꊢꑓꊢꃅꄉꉪꁏꄺꀱ！20ꇬꉚ！ꉢꀃ

ꈈꁭꑭꉆꄉ，ꀃꈈꇬꅥꇰ，ꀋꄸꄷ，ꊿ

ꉠꃚꋒꋀꊌꈨꄉꀃꈈꁉꌠꐥꑲꆏ，ꉢ

ꇁꌊꋍꄷꑟ，ꉢꋌꈽꋙꋠ，ꋌꉢꈽꋙ

ꋠ。21ꉢꊋꐛꇈꉠꀉꄉꌋꆀꐯꈽꋍꃰ

ꃅꑋꅉꂶꌠꇬꑌꌠꌟꃅ，ꉢꊿꊋꐛꈧ

14“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
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
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
之上为元首的说：15我知道你的
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
不得你或冷或热。16你既如温
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
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17你说：
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
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
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
的。18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
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
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
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
你能看见。19凡我所疼爱的，我
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
心，也要悔改。20看哪！我站在
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
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座席。
21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
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22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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ꌠꁳꉢꈽꄉꉠꃰꃅꑋꅉꂶꌠꇬꑌ

ꎻ。22ꊿꅺꅑꈨꉆꌠꆏ，ꐯꇯꅇꂷꌃ

ꎔꒌꌌꑇꊿꏓꉻꈧꌠꏭꈁꉉꌠꅲꄡ

ꑟ’ꄷ”ꄷ。 

耳的，就应当听。’” 

 

ꉬꉎꇬꄉꏃꃅꌋꏭꀍꃈꄚ 天上的敬拜 

4 ꋍꈭꐨ，ꉢꇬꉚꇬꆏ，ꉬꉎꇬꀃ

ꈈꐬꁉꄉꌠꉢꊌꂿ。ꉢꇬꂾꃢ 
4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

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 
ꌠꃚꋒꉶꁱꄏꌠꌡꑠꉢꈨ，ꉠꏯ：

“ꆏꄚꄩꇁ，ꉢꌤꆿꋌꊂꀋꎪꃅꇫꅐ

ꇁꈧꌠꄐꌐꆏꀦꂿ”ꄷ。2ꉢꋋꇅꃅ

ꌃꎔꒌꇱꌵꉌꐡꄉ，ꉬꉎꇬꑋꅉꂷꄻ

ꇬꐓꄉꌠꉢꊌꂿ，ꑋꅉꋋꂷꇬꋍꂷꇫ

ꑌ。3ꇫꑌꂶꌠꆏꑽꏃꀈꆧꌋꆀꇓꅪ

ꁌꇐꈤꌠꌟꃅꌬ；ꉈꑴꑋꅉꋋꂷꈭꇍ

ꆏꌊꌋꇬꐙ，ꀋꇊꆏꇓꆧꁌꇐꈤꌠ

ꌡ。4ꑋꅉꋋꂷꈭꇍꉈꑴꑋꅉꑍꊎꇖ

ꂷꇫꎍ，ꅡꈭꌟꒉꑍꊎꇖꑻꇫꑌ，ꋀ

ꊇꃢꈜꀊꐎꌠꈚ，ꀂꏾꇬꏂꄂꌆꀍꄟ

ꅑ。5ꃰꃅꑋꅉꂶꌠꇬꄉꃅꆗ、ꃚ

ꋒ、ꃅꊭꑠꇫꅐꇁ。ꃰꃅꑋꅉꂶꌠ

ꂾꆏꄔꊏꉙꀕꉘꃅꐞꑠꏃꊏꄔꄉ，ꄔ

ꊏꋋꏃꊏꆹꏃꃅꌋꒌꏃꂷꌠꉬ。6ꑋ

ꅉꂾꆏꑊꈻꇓꎿꃀꑠꂷꇬꐙꌠꌡ，ꀋ

ꇊꆏꇓꋤꀕꌡ。 

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
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
给你。”2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
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
一位坐在宝座上。3看那坐着
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
虹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4宝
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
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
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5有闪
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
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
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6宝
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
晶。 

ꑋꅉꂶꌠꇢꊭꇬꌋꆀꑋꅉꂶꌠꈭ

ꇍꇬ，ꇙꀕꌗꑌꇖꂷꇫꐥ，ꋀꊇꇭꀧ

ꂴꊁꃅꑓꋪꀉꄂꌐ。7ꇙꀕꌗꑌꋍꂷ

ꂶꌠꆏꆿꅪꌡ，ꑍꂷꂶꌠꆏꇂꇤꌹꏢ

ꌡ，ꌕꂷꂶꌠꈁꑓꆏꊿꌟ，ꇖꂷꂶꌠ

ꆏꏬꆉꌡ。8ꇙꀕꌗꑌꇖꂷꌠꋍꂷꌠ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
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7第
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
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
像飞鹰。8四活物各有六个翅
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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ꅏꊭꃘꁆꅑ，ꇭꀧꋋꂷꈏꉈꃅꑓꋪꅑ

ꌐ。ꋀꊇꑍꇁꌋꀋꐥꃅꀋꆏꃅ： 
们昼夜不住地说： 

“ꌃꎔ！ꌃꎔ！ꌃꎔ！ 
ꌋꏃꃅꌋꆹꀋꉊ、ꀋꃅ、 
ꋌꊂꐩꋊꐩꍂꃅꇫꐥꌠꀋꄐꅍ

ꀋꐥꂶꌠꉬ”ꃅꏅ。 

“圣哉！圣哉！圣哉！ 
主神是昔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9ꋍꃢꋑꀋꋒꇙꀕꌗꑌꋋꇖꂷꀑꒉꑊ

ꒉ、ꐤꒉꌠꌋꆀꈀꎭꀕꅇꑠꄻꑋꅉꇬ

ꑌ、ꐩꋊꐩꍂꃅꇫꐥꂶꌠꁵꄮꇬꆏ，

10ꅡꈭꌟꒉꑍꊎꇖꑻꌠ，ꑋꅉꇬꑌꂶ

ꌠꂾꄉꇇꑭꃃꇵꀕꃅꐩꋊꐩꍂꃅꇫꐥ

ꂶꌠꏭꀍꃈꄚ，ꉈꑴꋀꊇꄂꌆꀍꄟꋀ

ꇔꑋꅉꂶꌠꂾꐕꄉ，ꑠꃅꉉ： 

9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
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
永远远者的时候，10那二十四位
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
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
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 

11“ꉪꌋ，ꉪꏃꃅꌋ， 
ꀑꒉꑊꒉ、ꐤꒉꌠꌋꆀꌅꈌꄻ

ꆏꁳꋭꐯꋭ， 
ꑞꃅꆏ，ꐥꇐꈀꐥꌠꃅꆏꄻꄉꌐ

ꌠ，ꄷꀋꁧ，ꐥꇐꈀꐥꌠꃅꅽꉪ

ꐨꇬꈴꄉꆏꄻꇫꐥꎻꌠ”ꄷ。 

11“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
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
造而有的。” 

 

ꄯꒉꎭꆱꌋꆀꑾꌺ 书卷和羔羊 

5 ꋍꈭꐨꆏ，ꑋꅉꇬꑌꂶꌠ，ꇇꇀ

ꑳꁆꌠꇬꄯꒉꎭꆱꈐꏭꉈꏭꐯꇯ 5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
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 

ꁱꂷꁱꇬꄀꄉꌐꇈ，ꇇꌒꏃꂷꌊꍅꄉ

ꑠꋐꌌꌠꉢꊌꂿ。2ꉈꑴꉬꉎꊩꌺꊋ

ꑌꁦꅤꑠꂷꃚꐕꉐꐓꄉ：“ꈀꄸꂷꇇ

ꌒꋋꏃꂷꍻꄉꄯꒉꎭꆱꋌꋐꁉꋭ？”

ꃅꉉꌠꉢꈨ。3ꄚ，ꉬꉎ、ꉬꐮ、ꅉ

ꃴꇬꄉꄯꒉꎭꆱꋌꋐꁉꋭꌠ、ꀘꋭ

ꌠꋍꂷꑋꀋꐥ。4ꄯꒉꎭꆱꋌꋐꁉꋭ

ꌠ、ꀘꋭꌠꀋꐥꐛꅹ，ꉢꈨꃅꑳꉨ。

封严了。2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
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
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3在天
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
开、能观看那书卷的。4因为没
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
我就大哭。5长老中有一位对我
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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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ꅡꈭꌟꒉꈬꄔꋍꂷꉠꏯ：“ꄡꉩꀐ！

ꇬꉚ！ꒀꄊꁯꌠꆿꅪ，ꄊꃥꐴꑭ，ꋋꆹ

ꊋꐛꀐ，ꋋꆹꇇꌒꏃꂷꌠꍻꄉ，ꄯꒉꎭ

ꆱꋐꌠꁉꄎ”ꄷ。 

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
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
七印。” 

6ꋍꈭꐨ，ꑋꅉꂶꌠꌋꆀꇙꀕꌗꑌ

ꇖꂷꌠ、ꅡꈭꌟꒉꈬꄔꇬ，ꑾꌺꂷꇬ

ꉆꌠꉢꊌꂿ；ꑾꌺꂶꌠꀋꇊꆏꌌꌉꋻ

ꀐꂷꌡ，ꀑꉻꏃꁆꅿ，ꑓꋪꏃꁆꅑ，ꑠ

ꆹꁆꌊꃅꑆꋌꁬꇂꃴꁧꌠꏃꃅꌋꒌꏃ

ꂷꌠꉬ。7ꑾꌺꂶꌠꇁꌊꑋꅉꇬꑌꂶ

ꌠꇇꇀꑳꁆꌠꇬꄉ，ꄯꒉꎭꆱꋐꌠꋌ

ꊪꌊꇁ。8ꄯꒉꎭꆱꋐꌠꑾꌺꂶꌠꊪ

ꌊꇁꄷꌦꆏ，ꇙꀕꌗꑌꇖꂷꌠꌋꆀꅡ

ꈭꌟꒉꑍꊎꇖꑻꌠꇇꑭꃃꇵꀕꑾꌺꂶ

ꌠꂾꅞ。ꋀꊇꋍꂷꋑꀋꋒꁀꁻꂷꌋ

ꆀꅿꉗꌒꋌꐛꃅꀀꌠ꒰ꍔꌺꏢꌌꐺ；

ꅿꉗꌒꋌꋋꈨꆹꌃꎔꌺꈼꂟꅇꉬ。

9ꋀꊇꐯꇯꑵꉙꀊꏀꑠꑵ： 

6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
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
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
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
的。7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
右手里拿了书卷。8他既拿了书
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
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
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
圣徒的祈祷。 
9他们唱新歌，说： 

“ꆎꆹꄯꒉꎭꆱꒃꄉꇇꌒꁉꋭꌠ， 
ꑞꃅꆏ，ꆏꊿꇱꌉꇫꎭꋺ， 
ꊨꏦꌦꅪꌌꊿꋅꈀꐥꌠ、ꃅꄷ

ꉙꈀꐥꌠ、ꉹꁌꈀꐥꌠ、ꇩꏤ

ꈀꐥꌠꈬꇬꄉ，ꊿꆏꃼꌊꇁꀐ，

ꋀꁳꏃꃅꌋꇂꃴꐥꇁꎻ， 

“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
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10ꆏꉈꑴꋀꁳꃰꃅꇩꃰꊿꐛ， 
ꆦꑝꊿꄻ，ꏃꃅꌋꇂꃴꐥ， 
ꃄꅉꇬꄉꃰꃅꌅꈌꌬꎻ”ꄷ。 

10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作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11ꉈꑴꂾꑌꉢꂿ，ꈧꑌꉢꈨꌠꆏ，ꑋꅉ

ꂶꌠꌋꆀꇙꀕꌗꑌꈧꌠ、ꅡꈭꌟꒉ

ꈧꌠꈭꇍꆏꉬꉎꊩꌺꃚꋒꈍꑋꇫꈌ

ꐚ，ꋀꃷꁨꆏꄙꀕꃪꀕꐥ，12ꋀꊇꃚꐕ

11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
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
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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ꉐꐓꄉꑠꃅꉉ： 万，12大声说： 

“ꊿꇱꌉꇫꎭꋺꌠꑾꌺꆹꌅꈌ、 
ꌐꀋꉆꐨ、ꌧꅍꂿꅍ、 
ꊋꃤ、ꐤꒉ、 
ꀑꒉꑊꒉꌋꆀꍖꀴꑠꊌꋭ！”

ꄷ。 

“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 
丰富、智慧、 
能力、尊贵、 
荣耀、颂赞的。” 

13ꋍꈭꐨ，ꉈꑴꉢꈨꌠꆏ，ꉬꉎꇬ、ꉬ

ꐮꇬ、ꅉꃴꇬ、ꎿꃀꇬꌋꆀꏃꃅꋋ

ꂷꇬꐥꇐꈀꄻꄉꈧꌠꐯꇯꑠꃅꉉ： 

13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
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
被造之物，都说： 

“ꍖꀴ、ꐤꒉ、ꀑꒉꑊꒉ 
ꌋꆀꌅꈌꄻꑋꅉꇬꑌꂶꌠ 
ꌋꆀꑾꌺꂶꌠꁵꅷ 
ꐩꋊꐩꍂꄮꇬꑟꅊꇈ”ꄷ。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 
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 
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14ꇙꀕꌗꑌꇖꂷꌠꆏ“ꀊꂱ”ꄷ

ꉉ。ꅡꈭꌟꒉꈧꌠꑌꇇꑭꃃꇵꀕꄉ

ꀍꃈꄚꌐ。 

14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
也俯伏敬拜。 

 

ꇇꌒꏃꂷ 七印 

6 ꑾꌺꂶꌠꇇꌒꏃꂷꌠꇬꋍꂷꂶꌠ

ꋌꁉꎼꇁꌠꉢꊌꂿꇬꆏ，ꇙꀕꌗ 6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
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 

ꑌꇖꂷꌠꇬꋍꂷꃚꋒꃅꇴꃅꏢꌠꌟ

ꃅ：“ꆏꄚꇁ！”ꄷꉉꌠꉢꈨ。2ꉢ

ꏮꇬꉚꇬꆏ，ꃆꀞꀊꐎꂷꉢꊌꂿ；ꃅꋩ

ꐺꂶꌠꆏꉹꋬꌌꐺ，ꉈꑴꄂꌆꀍꄟꑌ

ꄻꋋꇖꄉ。ꋌꅐꇁ，ꊋꐛꇈ，ꉈꑴꊋ

ꐛꑴꌦ。 

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
“你来！”2我就观看，见有一匹
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
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
了又要胜。 

3ꇇꌒꑍꂷꂶꌠꑾꌺꂶꌠꁉꎼꇁꇬ

ꆏ，ꇙꀕꌗꑌꑍꂷꂶꌠ：“ꄚꇁ！”

ꄷꉉꌠꉢꈨ。4ꉈꑴꃆꀞꀊꅪꂷꇫꅐ

ꇁ；ꌅꈌꄻꃅꋩꐺꂶꌠꇖꄉ，ꋌꁳꃄꅉ

ꇬꄮꐽꋌꇑꌊꁧꄎꎻ，ꊿꁳꐯꌉꐮꆳ

3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
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4就
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
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
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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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ꉈꑴꂗꍵꀉꒉꏼꑌꄖꋌꁳ。 又有一把大刀剑赐给他。 
5ꇇꌒꌕꂷꂶꌠꑾꌺꂶꌠꁉꎼꇁꇬ

ꆏ，ꇙꀕꌗꑌꌕꂷꂶꌠ：“ꄚꇁ”ꄷ

ꉉꌠꉢꈨ。ꉢꏮꇬꉚꇬꆏ，ꃆꀞꀉꆈ

ꂷꉢꊌꂿ；ꃅꋩꂶꌠꇇꇬꋂꏣꋬꌌ

ꐺ。6ꇙꀕꌗꑌꇖꂷꌠꇢꊭꇬꄉꃚꋒ

ꑠꃅꉢꈨꌠꌡ：“ꐎꋍꑭꎭꂷꋍꏂꃼ

ꊊꄎ，ꐎꋍꑭꌿꂷꌘꏂꃼꊊꄎ；ꒀꌋ

ꆀꎧꌌꄔꈻꀋꉆ！”ꄷ。 

5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
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
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
上的手里拿着天平。6我听见在
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
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
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遭蹋。” 

7ꇇꌒꇖꂷꂶꌠꑾꌺꂶꌠꁉꎼꇁꇬ

ꆏ，ꇙꀕꌗꑌꇖꂷꂶꌠ：“ꄚꇁ”ꄷ

ꉉꌠꉢꈨ。8ꉢꏮꇬꉚꇬꆏ，ꃆꀞꀉꌙ

ꑠꂷꇫꅐꇁ，ꃅꋩꂶꌠꂒꆏ‘ꌦꈔ’

ꂓ，ꅉꃴꏦꑳꆈꑠꋍꊂꈹꐺ。ꌅꈌꄻ

ꋀꁳꌠꐥꄉ，ꂗꍵꑱꃀ、ꃱꉩꄸ

ꌋ、ꇵꆅꁠꆅ（ꅀ“ꌦꃤ”ꄷꑌꍑ）、ꑋ

ꁮꉆꁮꑠꌌꋧꃅꃰꊿꇖꁧꋊꋍꁧꆏꋀ

ꉮꌦꇫꎭ。 

7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
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8我
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
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阴府
也随着他；有权炳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瘟疫”

或作“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
分之一的人。 

9ꇇꌒꉬꂷꂶꌠꑾꌺꂶꌠꁉꎼꇁꇬ

ꆏ，ꆦꑝꇮꊙꇂꃴꄉꊿꒌꆠꉢꊌꂿ。

ꋀꊇꆹꏃꃅꌋꇗꅉꎁꃅ、ꅇꊪꌬꒉꄸ

ꃅꄉꊿꇱꌉꇫꎭꈧꌠꉬ。10ꋀꊇꐯꇯ

ꃚꐕꉐꐓꄉꑠꃅꏅꄉꉉ：“ꌃꎔ、

ꇯꍝꀕꌠꌋꀋ！ꆏꇁꉚꅷꈍꄮꇬꑲꆀ

ꃄꅉꇬꊿꈧꌠꇬꀞꇽꇁꄉ，ꉪꇫꅐꀐ

ꌠꌦꅪꎁꃅꑖꉬꎹꇁꂯ？”ꄷ。11ꄚ

ꄉꊾꂿꃢꈜꀊꐎꈬꄻꋀꇖ。ꉈꑴꋀ

ꏭꑠꃅꉉ：“ꉈꑴꀂꉗꍈꑬꆏꄉ，ꇁ

ꉚꅷꐯꇯꁏꐚꄻꌠꌋꆀꋀꃺꑌꈧꌠ

ꑌꋀꊇꌡꃅꊿꇱꌉꇫꎭꄉ，ꃷꁨꇎꄮ

ꇬꑟ”ꄷ。 

9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
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
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
10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
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
时呢？”11于是白衣赐给他们各
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
息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
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
满足了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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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ꇇꌒꃘꂷꂶꌠꑾꌺꂶꌠꁉꎼꇀ

ꄮꇬ，ꉢꈀꂿꌠꆏ，ꃄꅉꀉꇨꐯꀉꇨ

ꃅ꒚，ꉘꁮꐈꌌꍶꑐꑸꀬꌡꃅꆈꃅꆈ

ꏸꀕ，ꆧꁨꋋꂷꃅꌦꅪꌡꃅꅪꃅꅩꇉ

ꀕ。13ꃅꃴꇬꃅꏸꊰꇁꃄꅉꇬꅞ，ꀋ

ꇊꆏꀋꃨꂶꂷꅑꌩꁧꑠꁧꃅꆳꁏꌊꉈ

ꈧꐺꄉ，ꂶꂷꀋꂔꑴꌦꈧꌠꊰꇁꌠ

ꌡ。14ꃅꃴꋋꂷꃅꊈꐺ，ꀋꇊꆏꄯꒉ

ꎭꆱ꒚ꄉꀐꌠꌡ，ꁦꌺꌋꆀꎿꅔꑠꐯ

ꇯꊈꌊꊨꏦꐛꅉꇬꀋꐛꌐ。15ꋧꃅꃰ

ꃅ、ꇛꌺ、ꂽꏃꌊꁈ、ꌣꈚꌠ、ꁦ

ꋠꀉꇨꌠꌋꆀꁏꐚ、ꊨꏦꌄꇤꌠꇬ

ꈀꐥꌠꐯꇯꂁꃅꐬꌋꆀꃪꐬꇬꀀꁧꌐ

ꀐ。16ꋀꊇꁦꌺꌋꆀꃪꊭꏭ：“ꐚꉪ

ꊇꇭꀧꄩꍑꇁ，ꉪꂁꄉ，ꉪꁳꑋꅉꇬꑌ

ꂶꌠꀑꑊꌋꆀꑾꌺꂶꌠꇨꇅꃃꅍꑠꂾ

ꁈꎻ；17ꑞꃅꆏ，ꃅꑍꋀꊇꇨꇅꃃꄹꉇ

ꑟꀐ，ꈀꄸꂷꇬꉆꄎꑴꌦꂯ？”ꄷ。 

12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
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
布，满月变红像血，13天上的星
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
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
样。14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
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
本位。15地上的君王、臣宰、将
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
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
石穴里，16向山和岩石说：“倒
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
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
羊的忿怒；17因为他们忿怒的大
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ꑱꌝꆀꊿꊯꇖꃪꇖꄙꑹꌌꌐꄀ 十四万四千以色列人受印 

7 ꋍꈭꐨ，ꉈꑴꉬꉎꊩꌺꇖꑻꃄꅉ

ꇖꎏꉆꌠꉢꂿ，ꋧꃅꇖꎏꃅꆳꋀ 7 此后我看四位天使站在地的
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 

ꌄꇤꄉ，ꃅꆳꁳꁏꃄꅉꇬ、ꎿꃀꇬꌋ

ꆀꌩꁧꇬꌸꀋꎽ。2ꉈꑴ，ꉬꉎꊩꌺꀉ

ꁁꂷꉘꁮꅏꅉꄉꇁꌠꉢꊌꂿ，ꐩꋊꐩ

ꍂꃅꇫꐥꌠꏃꃅꌋꇇꌒꋌꌌꐺ。ꋌ

ꃚꐕꉐꐓꌊꌅꈌꊌꄉꃄꅉꌋꆀꎿꃀꏭ

ꉮꄐꌠꉬꉎꊩꌺꇖꑻꌠꏭ：3“ꉪꊇꇇ

ꌒꄻꏃꃅꌋꁏꐚꑊꄜꇬꀋꄀꌦꂾ，ꆍ

ꊇꃄꅉ、ꎿꃀꌋꆀꌩꁧꇬꉮꀋꉆ”

ꄷ。4ꑱꌝꆀꊿꋍꁯꋑꀋꋒꇬꄉꌌꌐ

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
上。2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
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
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
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
说：3“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
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
人的额。”4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
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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ꄀꄉꌠꃷꁨꆹꊯꇖꃪꇖꄙꑹꐥꌠꉢꊌ

ꈨ； 
千； 

5ꒀꄊꁯꌠꈬꇬꌐꄀꄉꌠꊻꂷꋍ

ꃪꑍꄙꑹꐥ； 
ꑘꀜ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ꏦꄓ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6ꑸꎹ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ꇂꃛꄣꆀ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

ꐥ； 
ꂷꇂꑭ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7ꑭꂴ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ꆺꃥ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ꑱꌒꏦ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8ꑟꀯꇍ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ꒀꌝꁯꌠꈬꇬꋍꃪꑍꄙꑹꐥ； 
ꀝꑷꂱꁯꌠꈬꇬꌐꄀꄉꌠꊻꂷ

ꋍꃪꑍꄙꑹꐥ。 

5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
千； 
流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迦得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6亚设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拿弗他利支派中有一万二
千； 
玛拿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7西缅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利未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以萨迦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8西布伦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约瑟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
二千。 

 

ꇩꏤꈀꐥꌠꇬꄉꇁꌠꊿꄙꀕꃪꀕ 各国各族的人 
9ꋍꈭꐨ，ꉢꏮꇬꉚꇬꆏ，ꊿꈍꑋ

ꈍꑋꇈꃷꁨꊿꇬꃵꄎꌠꀋꐥꑠꉢꂿ，

ꊿꋋꈨꆹꇩꏤꋍꂷꈀꐥꌠ、ꊿꁭꋍ

ꁯꈀꐥꌠ、ꊿꋅꋍꋇꈀꐥꌠ、ꃅꄷ

ꉙꋍꉙꈀꐥꌠꇬꄉꇁꌊꃰꃅꑋꅉꂶꌠ

ꌋꆀꑾꌺꂶꌠꂾꉆꄉ，ꇭꀧꃢꐎꈚ，

ꇇꇬꒊꊰꏽꀕꌌꇈ，10ꃚꐕꉐꐓꌊꏅ

ꄉꑠꃅꉉ： 

9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
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
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
的，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身
穿白衣，手拿棕树枝，10大声喊
着说： 

“ꈭꋏꑆꊋꆹꑋꅉꇬꑌꌠꉪꏃꃅ

ꌋꃤꉬꅊꇈ，ꑾꌺꂶꌠꃤꑌꉬꅊ

ꇈ！”ꄷ。 

“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
的神，也归与羔羊。” 

11ꉬꉎꊩꌺꈀꐥꌠꐯꇯꑋꅉꂶꌠ、ꅡ 11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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ꈭꌟꒉꈧꌠꌋꆀꇙꀕꌗꑌꇖꂷꌠꈭꇍ

ꉆꌐ，ꋀꊇꑋꅉꂶꌠꂾꄉ，ꇇꑭꃃꇵ

ꀕꃅꏃꃅꌋꏭꀍꃈꄚ，12ꑠꃅꉉ： 

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
伏于地，敬拜神，12说： 

“ꀊꂱ！ꍖꀴ、ꀑꒉꑊꒉ、 
ꌧꅍꂿꅍ、ꈀꎭꀕꅇ、ꐤ

ꒉ、 
ꌅꈌꌋꆀꊋꃤꑠꉬꇮꐩꋊꐩꍂꃅ 
ꏃꃅꌋꃤꉬꅊꇈ。ꀊꂱ！”
ꄷ。 

“阿们。颂赞、荣耀、 
智慧、感谢、尊贵、 
权柄、大力都归与我们的
神， 
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13ꅡꈭꌟꒉꈬꇬꋍꂷꉠꏯ：“ꊿꃢꈜ

ꀊꐎꈚꋋꈨꆹꈀꄸꉬ？ꋀꊇꇿꄉꇁꌠ

ꉬ？”ꃅꅲ。14ꉢꋍꏭ：“ꌟꒉꀋ！

ꆏꅉꐚ”ꄷ。ꄚꄉ，ꋌꉠꏯ：“ꋀ

ꊇꆹꐤꇨꐤꊋꊬꌠꇬꄉꅐꇁꌠ，ꋀꊇ

ꑾꌺꂶꌠꌦꅪꌌꋀꃢꈜꋀꒈꋌꐎꃅꐍ

ꊭꀕꋺꀐ。 

13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
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
的？”14我对他说：“我主，你知
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
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白净了。 

15ꑠꅹ，ꋀꊇꏃꃅꌋꑋꅉꂾꄉ， 
ꑍꇁꌋꀋꐥꃅꋍꑷꂿꇬꄉꋋꀨ

ꎹ。 
ꑋꅉꇬꑌꂶꌠꋍꁁꑳꌌꋀꄩꄵ

ꄉ。 

15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事奉他。 
 
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
们。 

16ꋀꊇꀃꃀꑌꀋꂮꀐ， 
ꀆꐒꑌꀋꌤꀐ； 
ꉘꁮꑭꌋꆀꑬꊸꑌꀋꎪꃅꋀꀋ

ꉮ； 

16他们不再饥， 
不再渴； 
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
们； 

17ꑞꃅꆏ， 
ꑋꅉꇬꑾꌺꂶꌠꀋꎪꃅꋀꆫꉘ， 
ꋀꊇꋌꇱꏃꌊꀑꇬꒉꐑꇁꀦꇬ

ꑟ， 
ꋀꑓꁴꈀꐥꌠꃅꀋꎪꃅꏃꃅꌋ

17因为 
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 
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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ꌩꇫꎭꌐꌠꉬ”ꄷ。 泪。” 
 

ꇇꌒꏃꂷꂶꌠꌋꆀꏂꅿꉗꌒꋌꄔꅍ 第七印与金香炉 

8 ꇇꌒꏃꂷꂶꌠꑾꌺꂶꌠꁉꎼꇁꇬ

ꆏ，ꉬꉎꇬꄮꈉꈫꁁꂷꀋꇈꌕꃅ 
8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

上寂静约有二刻。2我看见
那 

ꌕꈈꀕ。2ꉬꉎꊩꌺꏃꑹꏃꃅꌋꂾꉆ

ꌠꉢꊌꂿ，ꉶꁱꏃꏢꑌꄻꋀꁳ。 
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
枝号赐给他们。 

3ꉈꑴꆏ，ꉬꉎꊩꌺꀉꁁꂷꏂꅿꉗ

ꌒꋌꄔꅍꌌꄉ，ꇁꌊꆦꑝꇮꊙꏢꁮꉆ；

ꅿꉗꌒꋌꈍꑋꃅꄖꋋꇖ，ꑠꆹꌌꌃꎔꌺ

ꈧꌠꈼꅇꂟꅇꌋꆀꐯꇯꌞꑋꅉꂶꌠꂾ

ꏂꆦꑝꇮꊙꇬꄉꎻꂿꄷꌠ。4ꅿꉗꌒ

ꋌꃅꇴꌋꆀꌃꎔꌺꈧꌠꈼꅇꂟꅇꆹ，

ꐯꇯꉬꉎꊩꌺꇇꈐꄉꐕꌊꏃꃅꌋꂾ

ꑟ。5ꉬꉎꊩꌺꂶꌠꅿꉗꌒꋌꄔꅍꋌ

ꄌꌊꆦꑝꇮꊙꇬꄉ，ꃆꄔꐛꃅꋌꄻꇬ

ꊎꄉꇈ，ꋌꉷꃄꅉꇬꎭ；ꋋꇅꇬ，ꃅꇴ

ꃅꏢꉼꏒꀕ、ꃅꆗ、ꃄꇙꑠꃅꐙ。 

3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
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
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
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4那香的
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
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5天使拿
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
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
电、地震。 

 

ꉶꁱ 号筒 
6ꉶꁱꏃꏢꌌꌠꉬꉎꊩꌺꏃꑹꌠ，

ꉶꁱꄏꂿꄷꄐꏤꄉꀐ。 
6拿着七枝号的七位天使就

预备要吹。 
7ꉬꉎꊩꌺꋍꂷꂶꌠꉶꁱꄏꇬꆏ，

ꋒꌦꉐꂷꌋꆀꃆꄔ、ꌦꅪꐮ꒟ꌠꊰ

ꃄꅉꇬꅞꌐ；ꃄꅉꌘꁧꋊꋍꁧꌋꆀꌩ

ꁧꌘꁧꋊꋍꁧꋌꐗꇫꎭ，ꁬꆰꇬꈀꋦ

ꌠꃅꋌꐗꇫꎭꌐ。 

7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
子与火搀着血丢在地上；地的
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
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8ꉬꉎꊩꌺꑍꂷꂶꌠꉶꁱꄏꇬꆏ，

ꁦꌺꐔꅑꌠꌡꑠꂷꊰꇁꎿꃀꇬꃹ，ꎿ

ꒉꌘꁧꋊꋍꁧꐈꌦꅪꐛ。9ꎿꃀꇬꇙ

ꀕꐥꇐꌘꁧꋊꋍꁧꌦꀐ；ꇈꑌꌘꁧꋊ

8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
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
的三分之一变成血，9海中的活
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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ꋍꁧꆿꐛꀐ。 三分之一。 
10ꉬꉎꊩꌺꌕꂷꂶꌠꉶꁱꄏꇬꆏ，

ꃅꏸꐔꅑꈍꒈꑠꂷꄔꊏꌟꃅꂿꃅꇬꄉ

ꊰꇁ，ꃅꏸꋋꂷꊰꇁꒊꃀꌘꁧꋊꋍꁧꇬ

ꌋꆀꒉꀕꈀꐥꌠꇁꀦꇬꅞ。11ꃅꏸꋋ

ꂷꂒꆏ“ꐀꈌ”ꂓ（ꁬꆰꈌꑠꑵꂓ，ꋋꆹꌌꉌ

ꎭꑓꅧꌠꃆꂮꄜꉺꌠ），ꄚꄉꒊꃀꈀꐥꌠꌘꁧ

ꋊꋍꁧꆏꐈꌌꐀꈌꐛ。ꒊꃀꃅꐈꌌꈌ

ꏷꑐꀕꐛꅹ，ꊿꈍꑋꃅꌦꀐ。 

10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
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
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
众水的泉源上。11这星名叫“茵
陈”；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茵
陈，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
人。 

12ꉬꉎꊩꌺꇖꂷꂶꌠꉶꁱꄏꇬꆏ，

ꉘꁮꌘꁧꋊꋍꁧ、ꆧꁨꌘꁧꋊꋍꁧꌋ

ꆀꃅꏸꌘꁧꋊꋍꁧꋌꇱꅥꌸꀐ；ꄚꄉ

ꉘꁮ、ꆧꁨ、ꃅꏸꃅꌘꁧꋊꋍꁧꐈ

ꌌꆈꏸꀕ，ꃅꑍꌘꁧꋊꋍꁧꁨꑭꀋꐥ，

ꃅꌋꑌꑠꃅꐙ。 

12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
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
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
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
黑夜也是这样。 

13ꉈꑴꏬꆉꂷꃅꈬꇬꃰꐺꌠꉢꊌ

ꂿ，ꄷꀋꁧ，ꋌꃚꐕꉐꐓꄉ：“ꉬꉎ

ꊩꌺꌕꑻꆹꉶꁱꇫꋒꇈꈧꌠꄏꂯꀐ，

ꆍꊇꃄꅉꇬꀀꌠꃰꊿꆹ，ꉮꌸꀐ！ꉮꌸ

ꀐ！ꉮꌸꀐ！”ꃅꏅꌠꉢꈨ。 

13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
中，并听见它大声说：“三位天
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
地上的民，祸哉！祸哉！祸
哉！” 

 

9 ꉬꉎꊩꌺꉬꂷꂶꌠꉶꁱꄏꇬꆏ，

ꃅꏸꂷꃅꃴꇬꄉꊰꃄꅉꇬꅞꌠꉢ 9 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
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 

ꂿ，ꃅꐬꉱꀋꅑꎤꁉꄻꋋꇖꌠꐥ。

2ꃅꐬꉱꀋꅑꂶꌠꋌꁉꎼꇁꄉ，ꃅꇴꃅ

ꐬꂶꌠꇬꄉꅐꇁ，ꀋꇊꆏꃅꇴꇤꄸꀉ

ꒉꐯꀉꒉꂷꇬꄉꅐꇁꌠꌡ。ꃅꇴꋋꈨ

ꐛꅹꃅ，ꉘꁮꌋꆀꃅꃴꐯꇯꆈꋧꋪ

ꀐ。3ꍈꀮꑠꃅꇴꇬꄉꅐꇁꇈ，ꐚꇁꃄ

ꅉꇬꅞ，ꊋꃤꄻꍈꀮꁵꌠꐥꄉ，ꍈꀮ

ꊋꃤꆹꃄꅉꇬꁮꇥꑑꌋꆀꐯꌟ。4ꄷ

ꀋꁧ，ꍈꀮꏭꉉꎼꇁꇬ，ꃄꅉꇬꁬ

底坑的钥匙赐给他。2他开了无
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
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
都因这烟昏暗了。3有蝗虫从烟
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
给它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
一样。4并且吩咐它们说，不可
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
一切树木，惟独要伤害额上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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ꆰ、ꋍꑞꋍꑵꀊꃴꌠꌋꆀꌩꁧꇓꁧ

ꇬꉮꀋꉆꃅ，ꊿꑊꄜꇬꏃꃅꌋꇇꌒꀋ

ꅑꈧꌠꀉꄂꉮꉆꄷ。5ꄚ，ꍈꀮꁳꊿ

ꋋꈨꉮꌦꇫꎭꀋꎽꃅ，ꊿꋋꈨꁳꃅꐎ

ꉬꁮꆪꂷꐒꆅꏽꎻ；ꑠꆹꊿꁮꇥꑑꑝ

ꄉꐒꆅꏽꌠꌋꆀꐯꌟ。6ꃅꑍꀊꋨꄮ

ꇬꆏ，ꋀꌦꂿꄷꑌꌦꀋꄐ；ꌦꏾꇬ，ꌦ

ꃤꆹꋀꂾꁈ。 

有神印记的人。5但不许蝗虫害
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
月，这痛苦就好像蝎子螫人的
痛苦一样。6在那些日子，人要
求死，决不得死；愿意死，死
却远避他们。 

7ꍈꀮꐛꐪꆹꌉꈿꁧꂿꄷꄐꏤꄉꌠ

ꃆꇭꌡ，ꀂꏾꇬꆏ꒰ꄂꌆꀍꄟꅑꌠꌡ，

ꈁꑓꆏꁦꋠꈁꑓꌡ，8ꀍꑐꆏꌋꅪꀍꑐ

ꌡ，ꎏꆏꆿꅪꎐꂷꌡ。9ꋀꊇꉦꏪꑣꆹ

ꎸꅍꉦꏪꑣꌡ，ꋀꅏꇤꂪꇤꌠꂾꃚꆹ

ꃆꇭꑬꈁꄚꅉꃅꋓꀥꏿꄉꌉꈿꁧꌠꂾ

ꃚꌡ。10ꂩꆹꁮꇥꑑꌡ，ꂪꇬꅋꇥꉧ

ꅑ，ꊿꑝꇬ，ꊿꋌꎼꃅꐎꉬꁮꆪꂷꆄ

ꈻ。11ꃅꐬꉱꀋꅑꅉꄉꇁꌠꊩꌺꂶꌠ

ꇁꌊꍈꀮꃰꃅꄻ，ꋍꑝꀨꆾꂒꆏꑸꀠ

ꄓꂓ，ꑝꇂꂒꆏꑸꀧꇍꂓ（ꂓꋋꂷꆏ“ꈔꋏ

ꌠ”ꄷꌠꄜ）。 

7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
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
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8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
子的牙齿。9胸前有甲，好像铁
甲；它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
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10有尾
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
人五个月。11有无底坑的使者作
它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
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玻
伦。 

12ꉮꃤꇬꂾꑵꌠꇫꈴꁧꀐ，ꄚ，ꉈ

ꑴꉮꃤꑍꑵꇁꑴꌦ。 
12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

两样灾祸要来。 
13ꉬꉎꊩꌺꃘꂷꂶꌠꉶꁱꄏꇬꆏ，

ꏃꃅꌋꂾ꒰ꆦꑝꇮꊙꇖꎏꇬꃚꋒꑵꇫ

ꅐꇁꌠꉢꈨ，14ꉶꁱꄏꌠꉬꉎꊩꌺꃘꂷ

ꂶꌠꏭꑠꃅꉉ：“ꐒꒀꃔꇁꄂꒊꃀꇬ

ꄀꄉꌠꊩꌺꇖꑻꌠꋊꃑꇫꎭ”ꄷ。

15ꄚꄉꊩꌺꇖꑻꌠꋊꃑꇫꎭꀐ，ꋀꊇꆹ

ꈍꄮꇬꇯꆐꃅꈎꑞꈓ、ꃅꆪꑞꆪ、

ꃅꑍꑞꑍꆏ，ꃰꊿꌘꁧꋊꋍꁧꌉꇫꎭ

ꌠꄐꏤꄉꀐꌠꉬꅊꇈ。16ꉢꈨꇬ，ꋀ

13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
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
出来，14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
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
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15那
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
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
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16马军
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



ꀖꀨꄯꒉ  10 786 启示录  10 

 

 

ꃆꇭꂽꃷꁨꑍꃪꀕꐥꄷ。17ꃆꇭꌋꆀ

ꊿꃅꋩꈧꌠꐛꒌꇣꋲꌠꇬꄉꉢꂿꄮ

ꇬ，ꑠꃅꐙ：ꃅꋩꈧꌠꉦꏪꑣꆹꃆꄔ

ꌡ、ꃀꆏꊪꅪꌠꌡ，ꀊ꒰ꌠꃪꂱꑌ

ꌡ。ꃆꇭꀂꏾꆹꆿꅪꀂꏾꌡ，ꈂꀸꇬ

ꃆꄔ、ꃅꇴꌋꆀꃪꂱꁖꇁ。18ꋀꈂ

ꀸꇬꁖꇁꌠꃆꄔ、ꃅꇴꌋꆀꃪꂱꉮꃤ

ꋋꌕꑵꆹ，ꃰꊿꌘꁧꋊꋍꁧꋀꈔꋏꇫ

ꎭ。19ꃆꇭꊋꃤꆏ，ꃅꈂꀸꇬꌋꆀꃅ

ꂪꇬꑌꌐ；ꑞꃅꆏ，ꃅꂪꆹꁮ꒰ꌡ，ꀂ

ꏾꅑꄉꊿꉮ。 

了。17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
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
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
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
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18口
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
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 
19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
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
用以害人。 

20ꊿꉮꃤꋌꈧꇱꈔꋏꇬꀋꎭꃅꇫ

ꋒꇈꈧꌠ，ꄡꇗꋀꇇꈀꃅꌠꌤꈧꌠꐛ

ꅹꃅ，ꉪꁏꄺꀱꀋꅲ。ꋀꊇꄡꇗꀋꆏ

ꃅꑊꋌꌋꆀ꒰、ꐎ、ꐯ、ꇓꂵ、

ꌩꐦꌌꄻꄉꌠꂿꀋꉆ、ꈨꀋꉆ、ꈛ

ꎼꀋꉆꌠꁱꈧꌠꏭꀍꃈꄚꑴꌦ。21ꉈ

ꑴꊿꌉꊾꆳ、ꃔꌤꌬ、ꎼꃅꃏꑽꌠ

ꌋꆀꊾꈐꊾꈱꌠꃅꐨꑽꑌꀂꏽꑌꉪꀋ

ꁏꄻꀋꀱ。 

20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
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
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不能走，金、银、
铜、木、石的偶像；21又不悔改
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
偷窃的事。 

 

ꉬꉎꊩꌺꌋꆀꄯꒉꎭꆱꀄꊭꋐ 天使与小书卷 

10 ꋍꈭꐨ，ꉬꉎꊩꌺꀉꁁꊋꑌꁦ

ꅤꑠꂷꉬꉎꇬꄉꀁꋌꇁꌠꉢꊌ 10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
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 

ꂿ，ꋌꇭꀧꃅꄂꈚ，ꀂꏾꌊꌋꅑ，ꈁꑓ

ꉘꁮꌡ，ꑭꆹꑍꁆꌠꆹꃆꄔꌷꁧꌡ。

2ꋍꇇꇬꄯꒉꎭꆱꁉꄉꌠꀄꊭꑠꋐꌌ

ꐺ，ꏸꑭꇀꑳꁆꌠꄻꎿꇬꄔꄉ，ꇀꃼ

ꁆꌠꄻꃄꅉꇬꄔꄉ，3ꋌꃚꐕꉐꐓꄉꆿ

ꅪꌟꃅꏅ。ꏅꌐꈭꐨꆏ，ꃅꊭꏃꇅꅇ

ꉉ。4ꃅꊭꏃꇅꅇꉉꇈ，ꉢꁱꎼꇁꂿꄷ

云彩，头上有虹，脸面像日
头，两脚像火柱。2他手里拿着
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
海，左脚踏地，3大声呼喊，好
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
七雷发声。4七雷发声之后，我
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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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ꆏ，ꉬꉎꇬꃚꋒ：“ꃅꊭꏃꇅꈁꉉ

ꌠꆹ，ꆏꑴꌠꋍꑕꄉ，ꁱꎼꇁꀋꉆ”ꃅ

ꈌꐚꌠꉢꈨ。5ꉢꈀꂿꌠꑭꎅꎿꃀꌋ

ꆀꃄꅉꇬꄔꄉꌠꉬꉎꊪꌺꂶꌠ，ꇇꇀ

ꑳꁆꌠꋌꎇꂿꃅꏭꉜꄉ。6ꉬꉎꊩꌺ

ꂶꌠꆹꃅꃴꌋꆀꃅꃴꇬꐥꇐ、ꃄꅉꌋ

ꆀꃄꅉꇬꐥꇐ、ꎿꃀꌋꆀꎿꃀꇬꐥ

ꇐ、ꐩꋊꐩꍂꃅꇫꐥꂶꌠꏭꄐꄉꅇ

ꏤꒃꄉ，ꑠꃅꉉ：“ꉈꑴꄮꈉꀋꐥ

ꀐ！”ꄷ。7ꄚ，ꉬꉎꊩꌺꏃꂷꂶꌠ

ꉶꁱꄎꄮꇬꆏ，ꏃꃅꌋꃤꌧꊋꂾꊋꌠ

ꂁꌤꆹꐛꒆꀐ，ꑠꆹꏃꃅꌋꄜꁊꋍꁏꐚ

ꅉꄜꊿꈧꌠꇰꌠꌒꅇꌋꆀꐯꌟ。 

声音说：“七雷听说的，你要封
上，不可写出来。”5我所看见的
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
手来，6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
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
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起
誓说：“不再有时日了（或作“不再

耽延了”）。”7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
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
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
先知的佳音。 

8ꃚꋒꂴꏭꉬꉎꇬꄉꉢꈨꑵꌠꉈꑴ

ꉠꏯ：“ꆏꉬꉎꊩꌺꑭꎅꎿꃀꌋꆀꃄ

ꅉꇬꄔꄉꂶꌠꇇꇬꄯꒉꎭꆱꁉꄉꋐꌠ

ꒃꌊꇁ”ꄷꉉ。9ꄚꄉꉢꆹꌊꉬꉎꊩ

ꌺꂶꌠꄷꑟ，ꉢꇬꏭ：“ꄯꒉꎭꆱꀄ

ꊭꋐꌠꄻꉢꁳꉏ”ꄷ。ꋌꉠꏯ：

“ꄯꒉꎭꆱꆏꇣꋠꇫꎭꇬ，ꅽꈂꀸꇬ

ꆹꐚꒉꌟꃅꐔ，ꄚ，ꅽꀃꃀꆹꋌꎼꏷꈌ

ꀕꌠꉬ”ꄷ。10ꉬꉎꊩꌺꇇꇬꄉꄯꒉ

ꎭꆱꀄꊭꋐꌠꉢꊪꌊꇁꇈ，ꉢꇣꋠꇫ

ꎭꌐ，ꉠꈂꀸꇬꇯꍝꃅꐚꒉꌟꃅꐔ，

ꄚ，ꋠꀃꃀꇬꊐꈭꐨꆏ，ꉠꀃꃀꆹꋌꎼ

ꏷꈌꀕꀐ。11ꋍꈭꐨꆏ，ꉬꉎꊩꌺ（ꑝꇂ

ꉙꇬꆏ“ꋀꊇ”ꃅꅑ）ꉠꏯ：“ꆏꀋꎪꃅꉈ

ꑴꊿꋅꀉꑌꈨ、ꇩꏤꀉꑌꂷ、ꃅꄷ

ꉙꀉꑌꑵ、ꃰꃅꀉꑌꂷꏭꅉꄜ”ꄷ

ꉉ。 

8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
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
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
书卷取过来。”9我就走到天使那
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
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
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
你口中要甜如蜜。”10我从天使
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
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
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11天
使（原文作“他们”）对我说：“你必
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
再说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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ꅇꊪꌬꊿꑍꂷ 两个见证人 

11 ꋍꈭꐨꆏ，ꃄꅉꎖꅍꂷꏦꑠꏢ

ꋌꄻꉢꁳ，ꄷꀋꁧ，ꉠꏯ： 11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
作量度的杖，且有话 

“ꄓꇁꄉ，ꏃꃅꌋꑷꂿ、ꆦꑝꇮꊙ

ꌋꆀꈐꏭꊿꇫꀍꃈꄚꈧꌠꊼꇅꎖꆹ。

2ꑷꂿꉈꏭꐷꈭꂶꌠꆏꊏꇫꄉ，ꎕꄻꀋ

ꅐ，ꑞꃅꆏ，ꋌꈚꆹꄻꉇꉻꊿꁵꄉꀐ；

ꌃꎔꇓꈓꃅꐎꇖꊰꑋꁮꆪꂷꋀꌌꄔ

ꈻ。3ꉡꆹꉠꅇꊪꌬꊿꀊꋨꑍꂷꁳꃆ

ꁁꎭꁁꈚꄉ，ꃅꐎꋍꄙꑋꉐꃘꊰꑋꇗ

ꅉꄜꁊꎻ”ꄷ。4ꊿꋋꑍꂷꆹꋧꃅꌌ

ꁈꂾꉆꌠꏝꃴꀋꍯꌩꁧꑍꁧꌠꌋꆀꂷ

ꇭꄉꅍꑍꂷꌠꉬ。5ꀋꄸꄷ，ꊿꋍꑊ

ꉮꏭꄐꌠꐥꑲꆏ，ꋍꑊꈂꀸꇬꃆꄔꇫ

ꅐꇁꄉ，ꁮꐚꋍꑊꐗꌦꇫꎭ；ꈀꄸꂷ

ꋍꑊꉮꏭꄐꆏ，ꀋꎪꃅꑠꃅꄉꈔꋏꇫ

ꎭ。6ꊿꋋꑍꂷꌅꈌꐥ，ꋀꊇꇗꅉꄜꁊ

ꄮꇬ，ꂿꃅꁳꀃꈈꈢꄉꂷꉐꐛꀋꎽ；

ꋀꊇꉈꑴꌅꈌꐥꄉ，ꀆꐒꁳꐈꌦꅪꐛ

ꎻ；ꄷꀋꁧ，ꉮꃤꋍꑞꋍꑵꋀꌌꈁꏾ

ꃅꋧꃅꋋꂷꅥꐷꄎ。7ꋀꊇꅇꊪꌬꌐ

ꈭꐨꆏ，ꉆꌦꉆꌋꃅꐬꉱꀋꅑꅉꇬꄉ

ꅐꇁꂶꌠꀋꎪꃅꋀꌋꆀꐯꌉ，ꋀꊇꇬ

ꀋꄿꃅꄉ，ꋀꋌꇱꅥꌦꇫꎭ。8ꋀꊇ

ꂾꆏꐚꇓꈓꀉꒉꀊꋨꂷꏦꈜꇬꅞ；ꇓ

ꈓꀊꋨꂷꆹꒌꃤꄜꐨꇬꈴꄉꄻꌙꄏꂷ

ꂓꄉ，ꉈꑴꉞꏹꄷꑌꄹ，ꋀꌊꑌꋌꈚ

ꇬꄉꊿꇱꋯꌩꏍꇬꄀꇫꎭꌠꉬ。9ꊿ

ꀕꋅꈀꐥꌠ、ꊿꁭꈀꐥꌠ、ꃅꄷꉙ

ꈀꐥꌠ、ꇩꏤꈀꐥꌠꇬꄉꇁꇈ，ꃅꐎ

ꌕꑍꀉꁁꂷꊿꋋꑍꂷꂿꉜꇁꌠꐥ。ꄷ

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
量。2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
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
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
月。3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毛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
天。”4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
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
的。5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
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
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
样被杀。6这二人有权柄，在他
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
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
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
击世界。7他们作完见证的时
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
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
们杀了。8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
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
所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
的主钉十字架之处。9从各民、
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
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
把尸首放在坟墓里。10住在地上
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
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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ꀋꁧ，ꉈꑴꊿꂿꄻꄃꁧꇬꊐꎻꑌꀋ

ꅲ。10ꊿꃄꅉꇬꀀꌠꆏ，ꊿꋋꑍꂷꌦ

ꀐꐛꅹꃅꉌꇿꌐ，ꋀꊇꈁꁠꄻꐯꏽ，

ꑞꃅꆏ，ꅉꄜꊿꋋꑍꂷꊿꃄꅉꇬꀀꈧ

ꌠꋍꑊꇱꎼꎬꅧꋺ。 

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11ꄚ，ꌕꑍꀉꁁꐛꈭꐨꆏ，ꏃꃅꌋ

ꄷꄉꀑꇬꌗꇁꋍꑊꇭꀧꇬꃹꄉ，ꋀꄓ

ꀍꉀꉆ，ꊿꋍꑊꄓꇁꌠꂿꈧꌠꃅꋌꇷ

ꃨꆰꏸꈧꌐ。12ꅉꄜꊿꑍꂷꌠꆹꂿꃅ

ꇬꄉꇁꌠ：“ꄚꇬꇁ！”ꃅꃚꋒꀊꂥ

ꑠꇬꋍꑊꈨ。ꄚꄉ，ꋍꑊꃅꄂꋩꂿꃅ

ꇬꃹꁧꀐ，ꋍꑠꋍꑊꁮꐚꈧꌠꑌꊌꂿ

ꀐ。13ꀊꋨꇅꇬꆏ，ꃄꅉꃅꇙꐺꄉ，

ꇓꈓꂶꌠꊯꁧꋊꋍꁧꐡꁧꀐ；ꊿꏃꄙ

ꑹꃄ꒚ꄉꌦ，ꊿꇫꋒꇈꈧꌠꐬꆠꌦꄉ

ꏽ，ꋀꊇꐯꇯꀑꒉꑊꒉꏮꉬꉎꇬꏃꃅ

ꌋꄀ。 

11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
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
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
怕。12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
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
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
们的仇敌也看见了。13正在那时
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
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
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
天上的神。 

14ꉮꃤꑍꑵꀕꌠꇫꈴꁧꀐ。ꉮꃤ

ꌕꑵꀕꌠꉆꐥꃅꑟꇁꂯꀐ。 
14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

灾祸快到来了。 
 

ꉶꁱꏃꏢꏡꌠ 第七号筒 
15ꉬꉎꊩꌺꏃꂷꂶꌠꉶꁱꄎꄮꇬ

ꆏ，ꃚꋒꀉꒉꌠꉬꉎꇬꄉꑠꃅꉉ： 
15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

有大声音说： 

“ꋧꃅꇩꏤꆹꉪꌋꀕꆀꌋꏢꄖꃤ

ꉬꀐ，ꋋꆹꐩꋊꐩꍂꃅꃰꃅꄻ”

ꄷ。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
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
远远。” 

16ꏃꃅꌋꂾꊨꏦꑋꅉꇬꑌꌠꅡꈭꌟꒉ

ꑍꊎꇖꑻꌠꈁꑓꃄꅉꊫꄉ，ꏃꃅꌋꏭ

ꀍꃈꄚ。17ꋀꊇꑠꃅꉉ： 

16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
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
拜神，17说： 

“ꀋꉊꇫꐥ、ꀋꃅꇫꐥꌠꌋꏃꃅ

ꌋ，ꀋꄐꅍꀋꐥꂶꌠꀋ！ 
“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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ꉪꊇꅽꏯꈀꎭꀕ！ 
ꑞꃅꆏ，ꆏꌅꈌꀉꒉꌠꅽꇇꈐꀀ

ꄉꃰꃅꄻꀐ。 

我们感谢你！ 
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 

18ꉇꉻꊿꈧꌠꇨꇅꃃ， 
ꀋꃅꅽꇨꇅꃃꐨꇫꑟꇁꀐ； 
ꌦꊿꈧꌠꏭꀞꇽꄮꑌꑟꇁꀐ； 
ꅽꁏꐚꅉꄜꊿꈧꌠꌋꆀꌃꎔꌺ

ꈧꌠ，ꅽꂓꈀꏦꈁꃪꌠꆏ， 
ꀄꊭꀉꒉꌠꃅꈁꁠꊌꄮꑌꑟꇁ

ꀐ； 
ꊿꋧꃅꈔꋏꈧꌠ， 
ꆏꋀꈔꋏꇀꄮꑌꑟꇁꀐ！”

ꄷ。 

18外邦发怒， 
你的忿怒也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 
凡敬畏你名的人， 
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
了； 
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
时候也就到了。” 

19ꉬꉎꇬꏃꃅꌋꑷꂿꂶꌠꁉꄉꀐ，ꋍ

ꑷꂿꇬꋍꏤꐪꇮꊙꂶꌠꇬꁖꇁ；ꊁꆏ

ꃅꆗ、ꃚꋒ、ꃅꊭ、ꃄꇙ、ꋒꌦ

ꉐꂷꀋꇰꀋꇊꌠꑠꇫꐊꇁ。 

19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
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用闪
电、声音、雷轰、地震、大
雹。 

 

ꌋꅪꌋꆀꁡꉐ 妇人与龙 

12 ꐛꒌꇣꋲꀉꒉꑠꂷꉬꉎꇬꄉ

ꅐꇁꀐ：ꌋꅪꉘꁮꃢꃅꈚ， 12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
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 

ꑭꎅꆧꁨꄔ，ꀂꏾꇬꃅꏸꊰꑋꂷꌌꄂ

ꌆꀍꄟꃅꅑꐺꑠꂷꐥ；2ꋌꀉꑳꁨꇈ，

ꀉꑳꒅꄮꇬꆏ，ꋌꆄꈻꌊꋰꀋꄐꃅ

ꏅ。3ꉬꉎꇬꉈꑴꐛꒌꇣꋲꌠꀉꁁꂷ

ꇫꅐꇀꌦ：ꁡꉐꀉꒉꇈꅩꇉꀕꑠꏢ，ꀂ

ꏾꏃꂷꅑ，ꀑꉻꊰꏢꅑ，ꀂꏾꏃꂷꌠ

ꄂꌆꀍꄟꏃꂷꅑ。4ꋍꁍꎼꌌꃅꃴꇬ

ꃅꏸꌘꁧꋊꋍꁧꋌꈻꌊꇵꃄꅉꇬꅞ，

ꁡꉐꏡꌠꀋꃀꀉꑳꒆꂶꌠꂾꉆꄉ，ꄐ

ꏤꄉꀉꑳꂶꌠꒆꎼꇁꄷꌦꆏꑍꅝꇫꎭ

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2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
痛呼叫。3天上又现出异象来：
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
头上戴着七个冠冕。4它的尾巴
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
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
后，要吞吃她的孩子。 
5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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ꏢꉨ。5ꌋꅪꂶꌠꌹꍈꒆꀐ，ꋋꆹꊁꋍ

ꑍꎸꅍꄯꁯꌌꇩꏤꈀꐥꌠꇬꏲꂠ（“ꏲ

ꂠ”ꑝꇂꉙꇬꆏ“ꆫ”ꃅꅑ）ꇁꂶꌠꉬ；ꀉꑳ

ꀿꏅꍇꌠꏃꃅꌋꇱꐕꌊꋍꑋꅉꇬꁧ

ꀐ。6ꌋꅪꂶꌠꆏꁈꇈꈬꇉꃪꃹꁧ，

ꀊꄶꇬꄉꏃꃅꌋꋍꎁꃅꐤꅉꄐꏤꄉ，

ꃅꐎꋍꄙꑋꉐꃘꊰꑋꋚꄻꋋꍈ、ꒉ

ꄻꋌꄎ。 

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辖管”原文

作“牧”）；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
那里去了。6妇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
使她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7ꉬꉎꇬꆏꌉꆳꇫꅐꀐ，ꂰꏦꇍꌋ

ꆀꋍꊩꌺꈧꌠꁡꉐꏡꌠꌋꆀꐯꌉ，ꁡ

ꉐꏡꌠꑌꋍꊩꌺꈧꌠꈿꄉꌉ。8ꄚ，

ꁡꉐꏡꌠꇬꀋꄿꄉ，ꉬꉎꇬꋀꐤꅉꇬ

ꀋꐛꀐ。9ꁡꉐꆹꀊꆨꁮꏂꏡꌠꉬ，ꋍ

ꂓꆏꑊꋌꌌꁈꄷ，ꉈꑴꌑꄉꄷꑌꄹ，

ꋋꆹꋧꃅꋋꂷꇬꁍꃖꊏꅰꂶꌠꉬ；ꋌ

ꂰꏦꇍꇱꇵꃄꅉꇬꅞ，ꋍꊩꌺꑌꋌꈽ

ꄉꂰꏦꇍꌋꆀꋍꊩꌺꈧꌠꇱꇵꃄꅉꇬ

ꅞ。10ꋍꈭꐨꆏ，ꉬꉎꇬꃚꋒꀊꂥꃅ

ꑠꉢꈨ：“ꉠꏃꃅꌋꈭꋏꑆꊋ、ꊋ

ꃤ、ꃰꃅꇩꌋꆀꋍꏢꄖꌅꈌ，ꀋꃅꐯ

ꇯꇫꑟꇁꀐ；ꑞꃅꆏ，ꑍꇁꌋꀋꐥꃅꉪ

ꏃꃅꌋꂾꄉꉪꃺꑌꊂꅇꎹꂶꌠ，ꋀꇱ

ꇵꀏꎭꀐ。11ꃺꑌꈧꌠꋍꄩꊋ，ꑠꆹꑾ

ꌺꌦꅪꌋꆀꋀꊨꏦꇫꊩꀽꌠꇗꅉꒉ

ꄸ。ꋀꊇꆹꌦꄷꑲꑌ，ꋀꀑꇬꀋꑴ。

12ꑠꅹ，ꉬꉎꈧꌠ（ꑠꆹꉬꉎꃅꄷꈀꐥꌠꄜ）ꌋ

ꆀꉬꉎꇬꀀꈧꌠꀋ，ꆍꐯꇯꉌꇿꑓꇿ

ꌶ！ꄚ，ꃄꅉꌋꆀꎿꃀꆹꉮꃤꐥꀐ，ꑞ

ꃅꆏ，ꑊꋌꌌꁈꋍꊨꏦꀊꉗꏢꀋꐥꀐ

ꌠꋌꅉꐚꄉ，ꃃꌦꄉꏽꃅꆍꄷꒉꀐ”
ꄷ。 

7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
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
同它的使者去争战，8并没有得
胜，天上再没有它们的地方。
9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
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
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
同被摔下去。10我听见在天上有
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
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
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
的，已经被摔下去了。11弟兄胜
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
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
不爱惜性命。12所以诸天和住在
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
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
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忿忿地
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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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ꁡꉐꏡꌠꊨꏦꋀꊇꇱꇵꃄꅉꇬ

ꅞꌠꋌꂿꇬꆏ，ꋌꇁꌊꌋꅪꌺꒆꂶꌠ

ꆼꍅꆹꆋ。14ꄚ，ꌋꅪꂶꌠꏬꆉꀋꃀ

ꅏꋒꋌꊌꄉ，ꋌꐚꇈꈬꇉꃪꁧ，ꊨꏦ

ꃅꄷꈚꌠꇬꑟꄉ，ꁮꏂꏡꌠꂾꁈ；ꋌ

ꀊꄶꇬꄉꃅꐎꋍꊭ、ꑍꊭ、ꉈꑴꀉ

ꁁꊭꃅꋚꄻꋋꍈ、ꒉꄻꋌꄎ。15ꁡꉐ

ꏡꌠꌋꅪꂶꌠꊂꆈꄉ，ꈂꀸꇬꀆꐒꒊ

ꃀꌡꑠꋌꀞꎼꇁꄉ，ꌋꅪꂶꌠꅸꁧꏢ

ꉨ。16ꄚ，ꃄꅉꆏꌋꅪꂶꌠꇇꀤꄉꈂ

ꀸꋌꏅꄉꇈ，ꁡꉐꈌꇬꄉꅐꇁꌠꒊꃀ

ꋌꑍꅝꇫꎭ。17ꁡꉐꏡꌠꌋꅪꂶꌠꊂ

ꃃꌦꄉꏽꄉ，ꀱꌊꌋꅪꂶꌠꌺꇖꇫꋒ

ꇈꈧꌠꏭꌉꆳꇁ；ꌺꇖꋋꈨꆹꊿꏃꃅ

ꌋꏥꏦꇬꍬꇈꑳꌠꎁꃅꅇꊪꌬꈧꌠ

ꉬ。 

13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
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14于是
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
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
方，躲避那蛇；她在那里被养
活一载二载半载。15蛇就在妇人
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
一样，要将妇人冲去。16地却帮
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
来的水（原文作“河”）。17龙向妇人
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
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
为耶稣作见证的。 

18ꀊꋨꄮꇬꁡꉐꏡꌠꎿꋮꂤꏂꀠ

ꇬꉆ。 
18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

上。 
 

ꉆꌦꉆꌋꑍꂷ 两个兽 

13 ꉈꑴꉆꌦꉆꌋꂷꎿꃀꇬꄉꅐ

ꇁꌠꉢꂿ，ꋌꀑꉻꊰꏢꅑ， 13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
上来，有十角七头；在 

ꀂꏾꏃꂷꅑ，ꀑꉻꊰꏢꌠꆏꄂꌆꀍꄟ

ꊰꂷꅑ，ꀂꏾꏃꂷꌠꍍꋉꌠꂓꇬꅑ。

2ꉆꌦꉆꌋꋋꂷꉜꎼꇁꇬ，ꐛꐪꆏꍀꐛ

ꐪꌡ，ꑭꁆꆏꊈꂾꑭꁆꌡ，ꈋꆏꆿꅪ

ꈁꐞꌡ。ꁡꉐꏡꌠꊨꏦꊋꃤ、ꑋꅉ

ꌋꆀꌅꈌꐯꇯꋌꄻꉆꌦꉆꌋꋋꂷꁵ

ꀐ。3ꉆꌦꉆꌋꋋꂷꀂꏾꏃꂷꌠꋍꂷ

ꀕꊂꌸꄉꌦꌠꉢꊌꂿ，ꄚ，ꌦꃤꂷꊂ

ꋋꂷꉃꌒꀐ。ꋧꃅꃰꊿꃅꋌꇰꈌꉛ

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
有亵渎的名号。2我所看见的
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
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
它。3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
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
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
那兽；4又拜那龙，因为它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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ꀕꄉ，ꉆꌦꉆꌋꋋꂷꊂꈹꐺꌐ。4ꋀ

ꊇꉈꑴꁡꉐꏡꌠꏭꀍꃈꄚ，ꑞꃅꆏ，

ꁡꉐꏡꌠꌅꈌꋌꄻꉆꌦꉆꌋꂶꌠꁵ。

ꋀꊇꉆꌦꉆꌋꂶꌠꏭꑌꀍꃈꄚ，ꋀꊇ

ꄹꇬ：“ꈀꄸꂷꉆꌦꉆꌋꋋꂷꌋꆀꋓ

ꈿꄎ？ꈀꄸꂷꋋꌋꆀꐯꌉꄎ？”
ꄷ。 

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
“谁能比这兽，谁能与它交战
呢？” 

5ꉈꑴꅇꂷꆺꒉꄇꒉ、ꍍꋉꄸꄀ

ꌠꉉꌠꈂꀸꄻꋌꁳ，ꄷꀋꁧ，ꌅꈌꄻꋌ

ꁳꄉ，ꋌꁳꃅꐎꇖꊰꑋꁮꆪꂷꈁꏾꃅ

ꀕꎻ。6ꑠꅹ，ꋌꈌꁉꄉꏃꃅꌋꏭꍍ

ꋉꅇꂷꉉ，ꏃꃅꌋꂓꌋꆀꏃꃅꌋꁁꑳ

ꏭꍍꋉꄸꄀ，ꋌꉈꑴꉬꉎꇬꀀꈧꌠꏭ

ꑌꍍꋉꄸꄀ。7ꉈꑴꈁꏾꃅꋌꁳꌃꎔ

ꌺꌋꆀꐮꉈꈽꎻ，ꄷꀋꁧꊋꐛ。ꌅꈌ

ꑌꄻꋌꁳꄉ，ꊿꋅꈀꐥꌠ、ꊿꁯꈀ

ꀀꌠ、ꃅꄷꉙꈀꐥꌠ、ꇩꏤꈀꐥꌠ

ꐯꇯꋌꇱꆼꍅꇂꃴꅞ。8ꃄꅉꇬꀀꌠ

ꊿ，ꁍꄻꏃꄻꈭꐨꅑꅸꇁꌠ，ꋀꂓꁱ

ꑾꌺꊿꇱꌉꇫꎭꂶꌠꀑꇬꄯꒉꋐꌠꇬ

ꄀꀋꄉꌠꆏ，ꐯꇯꉆꌦꉆꌋꂶꌠꏭꀍ

ꃈꄚꌐ。9ꅺꅑꌠꆏ，ꐯꇯꇫꅲꄡ

ꑟ。 

5又赐给它说夸大亵渎话的
口，又有权柄赐给它，可以任
意而行四十二个月。6兽就开口
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
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
在天上的。7又任凭它与圣徒争
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
它，制伏各族、各民、各方、
各国。8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
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
命册上的人，都要拜它。9凡有
耳的，就应当听。 

10ꊿꇱꒃꌊꁧꄡꑟꌠꆏ， 
ꈍꃅꑌꊿꇱꒃꌊꁧ； 
ꂗꍵꑱꃀꌌꊿꇱꌉꇫꎭꄡꑟꌠ

ꆏ， 
ꈍꃅꑌꂗꍵꑱꃀꌌꊿꇱꌉꇫ

ꎭ。 
ꑠꆹꌃꎔꌺꋰꄿꌠꌋꆀꑇꐨꉌꊋ

ꐥꄡꑟꄷꌠꄜ。 

10该被掳的， 
必定被掳； 
该被刀剑杀的， 
 
必定被刀剑杀。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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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ꉈꑴꉆꌦꉆꌋꀉꁁꂷꃄꅉꇬꄉꅐꇁ

ꌠꉢꂿ，ꋌꑾꌺꂷꌟꃅꀑꉻꑍꁆꅑ，

ꄚ，ꋌꅇꉉꇬꆏꁡꉐꏢꌡ。12ꋌꉆꌦ

ꉆꌋꂴꂶꌠꂾꄉꉆꌦꉆꌋꂴꂶꌠꌅꈌ

ꈀꐥꌠꌬ，ꄷꀋꁧ，ꋌꃄꅉꌋꆀꃄꅉ

ꇬꃰꊿꁳꂷꊂꌸꇈꉃꌒꀐꌠꉆꌦꉆꌋ

ꂴꂶꌠꏭꀍꃈꄚꎻ。13ꉆꌦꉆꌋꊁꂶ

ꌠꉈꑴꌤꂵꌦꂵꌋꌠꃅꄎ，ꄷꀋꁧ，

ꉹꁌꂾꉆꄉ，ꋌꃆꄔꁳꃅꃴꇬꄉꊰꃄ

ꅉꇬꇁꎻ。14ꌅꈌꄻꋌꁳꄉ，ꋌꉆꌦ

ꉆꌋꂴꂶꌠꂾꄉꌤꂵꌦꂵꌋꌠꃅ

ꄎ。ꑠꅹ，ꃄꅉꇬꀀꌠꃰꊿꋌꇱꁍꃖ

ꅜ，ꑠꃅꉉ：“ꂗꍵꑱꃀꇱꌉꂷꊂꌸ

ꇈꇫꐥꑴꌦꌠꉆꌦꉆꌋꂶꌠꎁꃅꄉꁰ

ꂷꒃ”ꄷ。15ꉈꑴꌅꈌꄻꋌꁳꄉ，ꉆ

ꌦꉆꌋꁱꂶꌠꁳꀑꇬꑌ，ꄷꀋꁧꅇꉉ

ꄎꎻ；ꉈꑴꉆꌦꉆꌋꁱꂶꌠꁳꊿꋍꊨ

ꏦꏭꀍꃈꀋꄚꈧꌠꌉꇫꎭꎻ。16ꉈꑴ

ꊿꈀꐥꌠ，ꌠꐭꌟꒉ、ꌣꈚꌢꎭ、

ꊨꏦꌄꇤꌠ、ꁏꐚꄻꌠꃅ，ꉆꌦꉆꌋ

ꊁꂶꌠꋀꁳꇇꇀꑳꁆꌠꅀꑊꄜꇬꌐꂷ

ꄀꄉꌐꎻ。17ꊿꌐꄀꄉꇈꇭꀧꇬꉆꌦ

ꉆꌋꂶꌠꂓ，ꅀꋍꂓꃷꁨꌐꂷꇬꅑꈧ

ꌠꀋꉬꑲꆏ，ꀉꁁꊿꆹꃷꐪꃼꇇꃅꀋ

ꉆ。18ꄚꇬꌧꅍꂿꅍꐥ。ꀑꁮꅺꐳ

ꌠꆏ，ꉆꌦꉆꌋꃷꁨꌐꂷꈍꑋꉬꌠꌗ

ꅐꇁꉆ，ꑞꃅꆏ，ꑠꆹꊿꃷꁨꌐꂷꉬ，

ꋍꃷꁨꌐꂷꆏꃘꉐꃘꊰꃘ。 

11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
来，有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好
像龙。12它在头一个兽面前，施
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
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
医好的头一个兽。13又行大奇
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
降在地上。14它因赐给它权柄在
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
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
还活着的兽作个像。”15又有权
柄赐给它，叫兽像有生气，并
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
的人都被杀害。16它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
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
上，受一个印记。17除了那受印
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
的，都不得做买卖。 
18在这里有知慧。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
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
十六。 

 

ꊿꊯꇖꃪꇖꄙꑹꉙꑵ 十四万四千人的歌 

14 ꉢꉈꑴꇬꉚꇬꆏ，ꑾꌺꂶꌠꑭ 14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



ꀖꀨꄯꒉ  14 795 启示录  14 

 

 

ꉢꁧꇬꉆꌠꉢꊌꂿ，ꉈꑴꊿꊯ 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 
ꇖꃪꇖꄙꑹꑌꋌꈽꇬꉆ；ꊿꋋꈨꑊꄜ

ꇬꆏꋍꂓꌋꆀꋍꀉꄉꂓꁱꇬꄀꄉ。

2ꉬꉎꇬꄉꇁꌠꃚꋒꑵꉢꈨ，ꃚꋒꋌꑵ

ꒊꃀꂆꃚꌡ，ꃅꇴꃅꏢꌠꑌꌡ，ꄷꀋ

ꁧ，ꉢꈀꈨꌠꆹꁀꁻꁺꃚꑌꌡ。3ꋀ

ꊇꆹꑋꅉꂶꌠ、ꇙꀕꌗꑌꇖꂷꌠꌋꆀ

ꅡꈭꌟꒉꈧꌠꂾꄉꑵꉙꑵ，ꀋꇊꆏꑵ

ꉙꀊꏀꌠꌡ；ꊿꃄꅉꇬꄉꃼꌊꇁꌠꀊ

ꋨꊯꇖꃪꇖꄙꑹꀉꄂꑲꆏ，ꀉꁁꊿꑵ

ꉙꀊꏀꋋꊱꌷꄎꌠꀋꐥ。4ꊿꋋꈨꉬ

ꇮꌋꅪꅿꀋꋻ，ꋀꊇꑴꅉꆹꌠꆗꌺ

ꉬ。ꑾꌺꂶꌠꇿꁧꄿꂿ，ꋀꊇꐯꇯꋍ

ꊂꈹꐺꇬꎷ。ꋀꊇꆹꃰꊿꈬꇬꄉ，ꌋ

ꇱꃼꌊꂶꂷꇬꂾꂔꈧꌠꃅꄉ，ꄻꏃꃅ

ꌋꀕꆀꑾꌺꂶꌠꁵꌠꉬ。5ꋀꊇꈂꀸ

ꆹꈰꏅꀋꋻ，ꋀꊇꆐꅑꅍꀋꐥ。 

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
的名写在额上。2我听见从天上
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
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
弹琴的所弹的琴声。3他们在宝
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
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
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
外，没有人能学这歌。4这些人
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
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
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
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与神和羔
羊。5在他们口中察不出慌言
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ꉬꉎꊩꌺꌕꑻꈀꄜꌠꈨꅇ 三位天使的信息 
6ꋍꈭꐨ，ꉬꉎꊩꌺꀉꁁꂷꃅꈬꇬ

ꃰꐺꌠꉢꂿ，ꐩꋊꐩꍂꌠꌒꅇꋌꄜꊿ

ꃄꅉꇬꀀꌠꇰ，ꊿꃄꅉꇬꀀꌠꆹꇩꏤ

ꈀꐥꌠ、ꊿꁯꈀꐥꌠ、ꃅꄷꉙꈀꐥ

ꌠ、ꊿꋅꈀꐥꌠꉬ。7ꋌꃚꐕꉐꐓ

ꄉ：“ꏃꃅꌋꏦꃪꄉꀑꒉꑊꒉꄻꋌꁳ

ꄡꑟ，ꑞꃅꆏ，ꋌꀞꇽꇀꄮꑟꀐ；ꃅ

ꃴ、ꃄꅉ、ꎿꃀꌋꆀꒉꇁꀦꃅꋌꄻ

ꄉꂶꌠꏭꀍꃈꄚꄡꑟ！”ꄷꉉ。 

6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
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
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
族、各方、各民。7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
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
海和众水泉源的。” 

8ꉈꑴꉬꉎꊩꌺꑍꂷꂶꌠꊛꄉꑠꃅ

ꉉ：“ꃰꊿꁳꎼꃅꃏꑽꎧ、ꇨꃃꇫ

ꋩꎧꅝꎻꌠꀠꀘꇍꇓꈓꀉꒉꂶꌠꆹꐚ

8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
“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
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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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ꅜꀐ！ꐚꇬꅜꀐ！”ꄷ。 
9ꋍꈭꐨ，ꉬꉎꊩꌺꌕꂷꂶꌠꊛ

ꄉ，ꃚꐕꉐꐓꄉꑠꃅꉉ：“ꀋꄸꄷ，

ꊿꉆꌦꉆꌋꀊꋨꂷꌋꆀꋍꁱꏭꀍꃈ

ꄚ，ꇇꇬꅀꑊꄜꇬꌐꄀꄉꌠꐥꑲꆏ，

10ꊿꋋꈨꆹꀋꎪꃅꏃꃅꌋꇨꇅꃃꎧꅝ

ꌠꉬ；ꎧꑠꀊꌃꌆꃅꉷꏃꃅꌋꇨꇅꃃ

ꍔꌺꏡꌠꇬꊐꄉ；ꊿꋋꈨꆹꌃꎔꉬꉎ

ꊩꌺꌋꆀꑾꌺꂶꌠꂾꃆꄔꌋꆀꃪꂱꈬ

ꇬꄉꇧꍻꌠꉬ。11ꋀꇧꍻꌠꃅꇴꆹ，

ꐩꋊꐩꍂꃅꀋꆏꃅꀍꉀꅐ，ꊿꉆꌦꉆ

ꌋꀊꋨꂷꌋꆀꋍꁱꏭꀍꃈꄚ、ꋍꂓ

ꌐꂷꊪꈧꌠꆹ，ꑍꇁꌋꀋꐥꃅꀀꌒꑌꌒ

ꀋꄐ”ꄷ。12ꑠꅹ，ꌃꎔꌺꏃꃅꌋꏥ

ꏦꍬꌠꌋꆀꏢꄖꇗꅉꇯꍝꌠꍬꌠꆹ，

ꋰꄉꄻꅐ。 

9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
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
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
记。10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斟在神忿怒的杯中纯一不
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
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11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
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
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
宁。”12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
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13ꋋꇅꇬꆏ，ꉬꉎꇬꃚꋒꑠꃅꉉꉢ

ꈨ：“ꆏꋋꈨꁱꇬꄀꄉ：ꋌꊂꇈꉈꆏ，

ꊿꌋꈐꏭꄉꌦꈧꌠꌒꃤꊌꀐ”ꄷ。

ꌃꎔꒌꄹꇬ：“ꉬꑴ，ꋀꊇꊨꏦꑘꎭ

ꃣꅧꇈꑬꆏꀐ，ꋀꃅꐨꇿꋌꑌꋀꐊ

ꐺ”ꄷ。 

13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
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
“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ꃄꅉꇬꋚꁧꒉꁧꒇꋩ 地上的收割 
14ꋍꈭꐨ，ꉢꏮꇬꉚꇈꃅꄂꀊꐎꌅ

ꉢꂿ，ꃅꄂꄩ‘ꊾꌺ’ꌡꃅꑠꂷꇫ

ꑌ，ꀂꏾ꒰ꄂꌆꀍꄟꅑ，ꇇꇬꆏꉊꈯꄧ

ꏼꌌꐺ。15ꉈꑴꉬꉎꊩꌺꂷꑷꂿꇬꄉ

ꅐꇁꇈ，ꃚꐕꉐꐓꄉꃅꄂꄩꑌꂶꌠꏭ

ꑠꃅꉉ：“ꒇꋩꄮꑟꀐ，ꃄꅉꇬꋚꁧ

ꒉꁧꂔꈴꀐ，ꅽꉊꈯꌌꇬꒇꇁꌶ”

14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
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
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
镰刀。15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
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
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
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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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16ꄚꄉꃅꄂꄩꑌꂶꌠꉊꈯꋌꍞꃄ

ꅉꇬꎭꇈ，ꃄꅉꇬꋚꁧꒉꁧꈧꌠꋌꇱ

ꒇꋩꇫꎭꌐꀐ。 

的庄稼已经熟透了。”16那坐在
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17ꋍꈭꐨ，ꉈꑴꉬꉎꊩꌺꂷꉬꉎꑷ

ꂿꇬꄉꅐꇁ，ꋋꑌꉊꈯꄧꏼꌌꐺ。

18ꉈꑴꉬꉎꊩꌺꀉꁁꂷꆦꑝꇮꊙꇬꄉ

ꅐꇁ，ꋋꆹꃆꄔꏲꂠꌅꈌꐥ，ꋌꃚꋒꀊ

ꂥꃅꉊꈯꄧꏼꌌꂶꌠꏭ：“ꑌꃀꌧꃰ

ꂔꈴꀐ，ꅽꉊꈯꄧꏼꌠꌌꃄꅉꇬꑌꃀ

ꌧꃰꎴꒉ”ꄷ。19ꄚꄉꉬꉎꊩꌺꂶꌠ

ꉊꈯꏼꌠꋌꍞꃄꅉꇬꎭ，ꑌꃀꌧꃰꋌ

ꎴꌊꄉ，ꋌꇵꏃꃅꌋꇨꇅꃃꌠꎧꋎꅉ

ꀉꒉꂷꇬꊐ。20ꑌꃀꌧꃰꒈꆏꇓꉈꎧ

ꋎꅉꇬꄉꎪꎼꇁ，ꌦꅪꑌꎧꋎꅉꇬꄉ

ꅐꇁ，ꌦꅪꎧꋎꅉꇬꄉꅐꇁꌠꀊꂥꐨꆏ

ꃅꍋꇬꑟ，ꁭꁘꅷꆏꈉꃘꉐꂷꇬꑟ。 

17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
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18又
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
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
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
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葡萄熟透了。”19那天使就
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
的葡萄，丢在神忿怒的大酒榨
中。20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
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嚼
环，远有六百里。 

 

ꄽꂫꉮꃤꏲꌠꉬꉎꊩꌺꏃꑹ 掌管最后灾难的七天使 

15 ꋍꈭꐨ，ꉈꑴꉬꉎꇬꐛꒌꇣꋲ

ꌠꉢꊌꂿ，ꒈꑌꀉꒉ，ꇣꑌ 
15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

象，大而且奇，就是七 
ꇣꋲ，ꑠꆹꉬꉎꊩꌺꏃꑹꉮꃤꄽꂫꏃ

ꑵꌠꏲꌠꉬ，ꑞꃅꆏ，ꏃꃅꌋꇨꇅꃃꅍ

ꆹꉮꃤꋋꏃꑵꇬꐊꇁꌐꌠꉬ。 

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
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 

2ꉡꆹꑊꈻꇓꎿꃀꃆꄔꇫꐊꌠꌡꑠ

ꂷꉢꊌꂿ，ꉈꑴꉆꌦꉆꌋꂶꌠ、ꋍꁱ

ꌋꆀꋍꂓꃷꁨꌐꂷꑠꄩꊋꀐꌠꊿꈧꌠ

ꑌꉢꂿ，ꋀꊇꑊꈻꇓꎿꃀꄩꉆ，ꏃꃅ

ꌋꁀꁻꋀꌌꐺ。3ꋀꏃꃅꌋꁏꐚꃀꑭ

ꃤꑵꉙꌋꆀꑾꌺꃤꑵꉙꑵ： 

2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
中有火搀杂。又看见那些胜了
兽和兽的像，并它名字数目的
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
的琴，3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
羊的歌，说： 

“ꀋꄐꅍꀋꐥꌠꌋꏃꃅꌋꀋ！ 
ꅽꃅꐨꑽꑌꆹꈍꃅꇰꀋꃀꉏ！ 

“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作为大哉！ 



ꀖꀨꄯꒉ  16 798 启示录  16 

 

 

ꈍꃅꂵꇖꀕꉏ！ 
ꇩꏤꈀꐥꌠꃰꃅꀋ！ 
（“ꇩꏤ”ꀊꆨꏂꀨꋍꈨꇬꆏ“ꃅꋊ”ꃅꅑ） 
ꅽꈝꃀꆹꈍꃅꑖꉬꉏ！ 
ꈍꃅꃶꐚꉏ！ 

奇哉！ 
万国之王啊 
（“国”有古卷作“世”）， 
你的道途义哉！ 
诚哉！ 

4ꌋꀋ，ꈀꄸꂷꆏꀋꏦꆏꀋꃪꀬ， 
ꈀꄸꂷꀑꒉꑊꒉꏮꅽꂓꀋꄀ？ 
ꑞꃅꆏ，ꆏꀉꄂꌃꎔꌠꉬ； 
ꊿꋅꇬꈀꐥꌠꃅꇁꌊꅽꃀꄉꀍ

ꃈꄚꌐ， 
ꑞꃅꆏ，ꅽꑖꉬꌠꃅꐨꇫꅐꇁ

ꀐ”ꄷ。 

4主啊，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
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
了。” 

5ꋍꈭꐨ，ꉬꉎꇬꅇꊪꌬꌠꁁꑳꋍꈐꏭ

ꐛꌠꑷꂿꂶꌠꁉꄉꀐꌠꉢꊌꂿ。6ꉮ

ꃤꄽꂫꏃꑵꏲꌠꉬꉎꊩꌺꏃꑹꌠꑷꂿ

ꇬꄉꅐꇁ，ꋀꊇꆹꐍꊭꀕ、ꁤꇅꀕꌠ

ꃆꁁꀊꌤꃢꈜꈚ（“ꃆꁁꀊꌤꃢꈜ”ꀊꆨ꒰ꀨ

ꋍꈨꇬꆏ“ꇓꁌꇐꈤꌠ”ꃅꅑ），ꉦꃀꇬꆏꏂꃰ

ꈭꅑ。7ꇙꀕꌗꑌꇖꂷꌠꈬꄔꇬꋍꂷ

ꆏ，ꏂꍔꌺꏃꏢꋌꄻꉬꉐꊩꌺꏃꑹꌠ

ꁵ，ꍔꌺꈐꏭꆏꐩꋊꐩꍂꃅꇫꐥꌠꏃ

ꃅꌋꇨꇅꃃꅍꐛꃅꀀ。8ꏃꃅꌋꀑꒉ

ꑊꒉꌋꆀꊋꃤꐛꅹꃅ，ꑷꂿꈐꏭꃅꇴ

ꐛꀐ；ꄚꄉꉬꉎꊩꌺꏃꑹꌠꌌꇁꌠꉮ

ꃤꏃꑵꌠꀋꌐꌦꂾꆏ，ꊿꑷꂿꈐꏭꃹ

ꆹꄎꌠꀋꐥ。 

5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见证
帐幕的殿开了。6那掌管七灾的
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
白光明的细麻衣（“细麻衣”有古卷作

“宝石”），胸间束着金带。7四活物
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
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
七位天使。8因神的荣耀和能
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
人能以进殿，直等到那七位天
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ꍔꌺꏃꃅꌋꇨꇅꃃꅍꐛꌠꏃꏢ 神大怒的碗 

16 ꋍꈭꐨ，ꑷꂿꇬꃚꋒꀉꒉꌠꇫ

ꅐꇁꌠꉢꈨ，ꉬꉎꊩꌺꏃꑹꌠ 16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
出来，向那七位天使 

ꏭꑠꃅꉉ：“ꆍꁨꒉ，ꏃꃅꌋꇨꇅꃃ 说：“你们去，把盛神大怒的七



ꀖꀨꄯꒉ  16 799 启示录  16 

 

 

ꅍꐛꌠꍔꌺꏃꏢꌠꉷꃄꅉꇬꎭꒉ”

ꄷ。 
碗倒在地上。” 

2ꉬꉎꊩꌺꋍꂷꂶꌠꒉꌊꍔꌺꏢꋌ

ꉷꃄꅉꇬꎭ，ꄚꄉꀴꊪꂷꊂꁰꎿꂶꉔ

ꌠꌋꆀꆄꈻꌠꊿꇭꀧꇬꅐꇁ，ꊿꀊꋨ

ꈨꆹꇭꀧꇬꉆꌦꉆꌋꂶꌠꌐꂷꅑ、ꉆ

ꌦꉆꌋꁱꂶꌠꏭꀍꃈꄚꈧꌠꉬ。 

2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
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
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
身上。 

3ꉬꉎꊩꌺꑍꂷꂶꌠꆏ，ꍔꌺꋌꉷ

ꎿꃀꇬꇱ，ꎿꒉꐈꌌꌦꅪꐛ，ꀋꇊꆏꊿ

ꌦꀐꌠꌦꅪꌡ，ꄚꄉ，ꎿꃀꇬꇙꀕꇬ

ꈀꐥꃅꌦꌐꀐ。 

3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
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
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4ꉬꉎꊩꌺꌕꑻꑺꌠꆏ，ꍔꌺꋌꉷ

ꒊꃀꌋꆀꒉꇁꀦꇬꇱꇬꆏ，ꀆꐒꈧꌠ

ꋋꇅꃅꐈꌌꌦꐛ。5ꉬꉎꊩꌺꀆꐒꈧ

ꌠꇬꌄꇤꂶꌠ： 

4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
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
了。5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
说： 

“ꀋꉊꇫꐥ、 
ꀋꃅꇫꐥꌠꌃꎔꂶꌠꀋ！ 
ꆏꑠꃅꀞꇽꌠꆹꑖꉬꌠꉬ； 

“昔在、今在的圣者啊， 
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6ꌃꎔꌺꌋꆀꅉꄜꊿꌦꅪꋀꊇꇱ

ꋊꇫꎭꐛꅹ， 
ꀋꃅꌦꅪꆏꄻꋀꊇꄐ， 
ꋍꑠꆹꋀꊇꊨꏦꈔꊨꏦꎹꌠ

ꉬ”ꃅꉉꌠꉢꈨ。 

6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 
 
现在你给他们血喝， 
这是他们所该受的。” 

7ꋍꈭꐨ，ꉈꑴꆦꑝꇮꊙꇬꄉꃚꋒ

ꑠꃅꉉꉢꈨ： 
“ꉬꑴ，ꀋꄐꅍꀋꐥꌠꌋ，ꏃꃅꌋ

ꀋ！ 
ꅽꀞꇽꆹꇯꍝꀕꌠꌋꆀꑖꉬꌠ

ꉬ”ꄷ。 

7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判断义哉！诚哉！” 

8ꉬꉎꊩꌺꇖꑻꑺꌠꆏ，ꍔꌺꋌꉷꉘꁮ

ꇬꎭꄉ，ꉘꁮꁳꃆꄔꌌꊿꃪꎻ。9ꊿ

8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
叫日头能用火烤人。9人被大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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ꃅꁨꃪꇨꄉ，ꉮꃤꈀꐥꋋꈨꄩꌄꇤꌠ

ꏃꃅꌋꂓꏭꎼꋉꃏꄀ，ꄷꀋꁧ，ꋀꊇ

ꉪꁏꄺꀱꄉꀑꒉꑊꒉꄻꏃꃅꌋꄀꀋ

ꅲ。 

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
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
归给神。 

10ꉬꉎꊩꌺꉬꑻꑺꌠꆏ，ꍔꌺꋌꉷ

ꉆꌦꉆꌋꂶꌠꑋꅉꇬꎭ，ꄚꄉ，ꉆꌦ

ꉆꌋꃰꃅꇩꆏꆈꏸꀕꀐ。ꊿꆄꈻꋰ

ꀋꄐꄉ，ꊨꏦꉐꆂꌃ；11ꋀꆹꆄꈻꌠꌋ

ꆀꂷꊂꈀꅐꌠꒉꄸꃅꉬꉎꇬꏃꃅꌋꏭ

ꎼꋉꃏꄀ，ꄚ，ꋀꊇꋀꃅꐨꑽꑌꈧꌠ

ꇬꆏꉪꁏꄺꀱꀋꅲ。 

10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
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
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11又因
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
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 

12ꉬꉎꊩꌺꃘꑼꀕꌠꆏ，ꍔꌺꋌꉷ

ꒀꃔꇁꄂꒊꃀꇬꇱ，ꒊꃀꋋꂡꃅꌤꀊ

ꃶꀐ，ꑠꆹꉘꁮꅏꅉꄉꇁꌠꃰꃅꈧꌠꎁ

ꃅꈜꊨꈜꄐꂿꄷꌠ。13ꉈꑴꆏ，ꒌꀋ

ꎴꀋꈻꌠꀌꀠꌡꑠꌕꂷꉢꊌꂿ，ꒌꋋ

ꌕꂷꁡꉐꈁꐞ、ꉆꌦꉆꌋꈁꐞꌋꆀ

ꅉꄜꊿꃶꀋꐚꌠꈁꐞꇬꄉꅐꇁ。14ꋀ

ꊇꑴꅉꆹꑊꋌꒌꉬꄉ，ꌤꂵꌦꂵꌋꌠ

ꃅꄎ。ꑊꋌꋋꈨꅐꌊꋧꃅꃰꃅꈧꌠ

ꄷꄉ，ꋀꁳꀋꄐꅍꀋꐥꌠꏃꃅꌋꃅꑍ

ꇰꀋꃀꄹꉇꆏ，ꐯꏑꌌꌉꆳꎻ。15（ꇬ

ꉚ！ꉡꆹꏄꍿꌡꃅꇁ。ꊿꅩꀧꍓꃅꇫ

ꐺꇈꑊꏦꎲꄏꌠꑠꌞꊿꊌꂿꂵꏦꄉ，

ꀀꐚꑓꄧꃅꃢꈜꐏꁇꈧꌠꆹꌒꃤꊌ

ꀐ。）16ꑊꋌꌕꂷꌠꃰꃅꈧꌠꋀꇴꌊ

ꃅꄷꑝꀨꆾꉙꃅꄉꇬꉳꂰꏣꄏꄓꄷꑠ

ꈚꇬꄉꐯꏑ。 

12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
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
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
备道路。13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
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
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14他们本
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
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
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
15（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
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
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16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
处，希伯来话叫作哈米吉多
顿。 

17ꉬꉎꊩꌺꏃꑹꀕꌠꆏ，ꍔꌺꋌꉷ

ꃅꈬꇬꎭ，ꄚꄉꃚꋒꀊꂥꌠꑷꂿꈐꏭ

ꑋꅉꂶꌠꇬꄉꅐꇁ，ꑠꃅꉉ：“ꃅꐛ

17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
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
上出来，说：“成了。”18又有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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ꀐ”ꄷ。18ꉈꑴꃅꆗ、ꃚꋒ、ꃅꇴ

ꃅꏢ、ꀋꇰꀋꇊꃅꃄꇙꑠꇫꅐ，ꋋꆹ

ꃰꊿꋧꃅꋦꈭꐨ，ꑠꃅꀉꒉꀉꇨꃅꃄ

꒚ꀋꋻ。19ꇓꈓꀉꒉꂶꌠꆼꈘꌕꂷ

ꃅ，ꇩꏤꈧꌠꇓꈓꑌꉬꇮꃅꐡꁧꌐ

ꀐ；ꏃꃅꌋꑌꀠꀘꇍꇓꈓꀉꒉꂶꌠꋌ

ꎺꇁꄉ，ꍔꌺꊨꏦꇨꇅꃃꐯꃃꌠꎧꐛ

ꃅꀀꏡꌠꋌꄻꇬꁳ。20ꎿꅔꈀꐥꃅꁈ

ꁧꌐꀐ，ꁦꌺꑌꐘꀋꈨꀐ。21ꉈꑴꋒ

ꂷꋍꂷꈬꊰꎖꏡꐛꌠꂿꃅꇬꄉꊰꇁꊿ

ꇭꀧꇬꌸ，ꋒꂷꉮꃤꑠꒈꒊꐛꅹ，ꊾꆹ

ꏃꃅꌋꏭꎼꋉꃏꄀ。 

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
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
大、这样厉害的地震。19那大城
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
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
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
他。20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
不见了。21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
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
（“一他连得”约有九十斤）。为这雹子
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 

 

ꎲꃷꃆꅿꀉꒉꂶꌠꌋꆀꉆꌦꉆꌋꂶꌠ 大淫妇和兽 

17 ꍔꌺꏃꏢꌌꌠꉬꉎꊩꌺꏃꑹ

ꇢꊭꋍꂷꇁꌊꉠꏯꑠꃅꉉ： 17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
中，有一位前来对我 

“ꄚꇁ，ꉢꎲꃷꃆꅿꀉꒉꂶꌠꈁꊌꌠ

ꑗꉘꈧꌠꄐꆏꀦꂿ，ꋌꒊꃀꈧꌠꄩ

ꑌ。2ꃄꅉꇬꃰꃅꈧꌠꐯꇯꋋꌋꆀꎼ

ꃅꃏꑽ，ꋧꃅꃰꊿꋍꎼꃅꃏꑽꌠꎧꅝ

ꄉ，ꐯꇯꎧꑱꌐꀐ”ꄷ。 

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
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
给你看。2地上的君王与她行
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
乱的酒。” 

3ꉢꌃꎔꒌꇱꌵꄉꉌꐡ，ꉢꉬꉎꊩ

ꌺꇱꏃꌊꇈꈬꇉꃪꁧ，ꀊꄶꇬꄉꌋꅪ

ꂷꉆꌦꉆꌋꅪꃅꅩꍠꀕꑠꂷꋩꐺꌠꉢ

ꂿ；ꉆꌦꉆꌋꂶꌠꇭꀧꋋꂷꇬꃅꂓꍍ

ꋉꄸꄀꌠꑠꁱꇬꄀꄉꌐ，ꋌꀂꏾꏃꂷ

ꅑ，ꀑꉻꊰꏢꅑ。4ꌋꅪꂶꌠꃢꈜꊪ

ꅪꌠꌋꆀꅩꍠꀕꌠꑠꈚ，ꐎ꒰、ꇓꁌ

ꇐꈤꌠꌋꆀꍗꀕꑠꌌꅑꃚꅑꅺꃅꄉ；

ꇇꇬ꒰ꍔꌺꏢꌌꐺ，ꈐꏭꆏꋍꑞꋍꑵ

ꊿꋋꌂꌠꐛꃅꀀ，ꑠꆹꋍꎼꃅꃏꑽꊿ

3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
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
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
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
4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
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
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
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
5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
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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ꍍꊿꅾꌠꉬ。5ꋍꑊꄜꇬꆏꂓꑠꃅꁱ

ꇬꄀꄉ：“ꌧꊋꂾꊋꌠꂁꌤꀋ！ꀠꀘ

ꇍꇓꈓꀉꒉꂶꌠꆹꋧꃅꎲꃷꃆꅿꌋꆀ

ꋧꃅꇬꊿꋋꌂꌠꐥꇐꀉꂿꄻ”ꄷ。 

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6ꌋꅪꂶꌠꌃꎔꌺꌦꅪꌋꆀꊿꑳ

ꌠꎁꃅꅇꊪꌬꌠꌦꅪꋌꇣꅝꄉꑱꀐꌠ

ꉢꂿ，ꋌꉢꂿꇬꆏ，ꉢꋌꇰꐯꋌꇰ。

7ꉬꉎꊩꌺꉠꏯ：“ꑞꃅꆏꋌꇰꌠꉬ？

ꉢꌋꅪꋋꂷꌋꆀꋋꏦꌊꐺ、ꏃꀑꊯ

ꉻꅑꌠꉆꌦꉆꌋꂁꌤꉉꆎꇰꂿ。8ꉆ

ꌦꉆꌋꆏꂿꂶꌠ，ꀋꉊꆹꇫꐥꌠꉬ，ꀋ

ꃅꇬꀋꐥ，ꊁꇁꋍꑍꋌꃅꐬꉱꀋꅑꅉ

ꇬꄉꅐꇁꈭꐨ，ꀱꉈꑴꈔꈜꇬꃹ。ꊿ

ꃄꅉꇬꀀ、ꁍꄻꏃꄻꈭꐨꂓꁱꀑꇬ

ꄯꒉꋐꌠꇬꄀꀋꄉꌠꆹ，ꉆꌦꉆꌋꀋ

ꉊꇫꐥ，ꀋꃅꇬꀋꐥ，ꊁꆏꇫꐥꇁꂶꌠ

ꋀꊌꂿꇬꆏ，ꋀꊇꀋꎪꃅꋌꇰꈌꉛꀕ

ꌐꌠꉬ。 

6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
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
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地希
奇。7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希
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
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
你。8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
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
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
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
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
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希
奇。 

9ꌧꅍꂿꅍꐥꌠꉌꂵꆹꄚꄉꉪꏡ

ꉆ。ꀂꏾꏃꂷꌠꆏꁦꌺꌋꅪꇫꑌꌠꏃ

ꂷꌠꉬ，ꃰꃅꏃꑹꑌꉬ；10ꃰꃅꉬꑻꐚ

ꀐ，ꋍꂷꆹꀋꃅꇫꐥꑴꌦ，ꋍꂷꇫꑟꀋ

ꇁꌦ，ꋌꇀꄮꇬꆏ，ꈍꃅꑌꀂꉗꌹꍈꇫ

ꐥꄻꅐ。11ꀋꉊꇫꐥ、ꀋꃅꇬꀋꐥꌠ

ꉆꌦꉆꌋꆹꃰꃅꉆꂷꂶꌠꉬ；ꋋꑌꃰ

ꃅꏃꑹꌠꌋꆀꋍꁥꉬ，ꄽꂫꆏꊰꈔꈜ

ꇬꃹ。12ꀑꉻꆏꂿꊰꏢꌠꆏ，ꇩꏤꀋ

ꊌꑴꌦꌠꃰꃅꊯꑻꉬ，ꄚ，ꋀꊇꃰꃅ

ꌅꈌꊌꂯꄉꀐ，ꋀꌋꆀꉆꌦꉆꌋꋋꂷ

ꐯꇯꏲꂠ。13ꋀꊇꆹꐯꇯꉌꂵꋍꂷꉪ

ꐨꋍꏢꃅꄉ，ꋀꊨꏦꊋꃤꌋꆀꌅꈌꏮ

9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
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
山，又是七位王；10五位已经倾
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
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
存留。11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
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
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12你所
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
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
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
13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
柄给那兽。14他们与羔羊争战，



ꀖꀨꄯꒉ  18 803 启示录  18 

 

 

ꉆꌦꉆꌋꂶꌠꁵ。14ꋀꊇꐯꇯꏓꇁꑾ

ꌺꂶꌠꌋꆀꐯꌉꐮꆳ，ꑾꌺꂶꌠꆹꈍ

ꃅꑌꋀꄩꊋ，ꑞꃅꆏ，ꑾꌺꂶꌠꆹꌌꁈ

ꉎꌌꁈ、ꃰꃅꉎꃰꃅꉬ，ꑾꌺꂶꌠꈽ

ꄉꇳꍝꊌꌠ、ꌋꄉꌠ、ꀋꎪꀋꎙꌠ

ꑠꆹꈍꃅꑌꊋꐛꌠꉬ”ꄷ。 

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
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
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
心的，也必得胜。” 

15ꉬꉎꊩꌺꉈꑴꉠꏯꑠꃅꉉ：

“ꆏꈀꂿꌠꎲꃷꃆꅿꇫꄩꑌꌠꒊꃀꈧ

ꌠꆹꊿꋅꀉꑌꌠ、ꉹꁌꀉꑌꌠ、ꇩ

ꏤꀉꑌꌠ、ꃅꄷꉙꀉꑌꌠꑠꉬ。16ꆏ

ꊌꂿꌠꀑꉻꊰꏢꌠꌋꆀꉆꌦꉆꌋꀊꋨ

ꂷꐯꇯꀋꎪꃅꎲꃷꃆꅿꋋꂷꌂꄉ，ꋌ

ꁳꈥꏢꀕꄉꇭꀧꅩꍓꀕꎻ，ꉈꑴꋍꎸ

ꋠꇈꃆꄔꌊꋋꐗꇫꎭ。17ꑞꃅꆏ，ꏃ

ꃅꌋꆹꃰꃅꈧꌠꁳꉌꂵꋍꂷꉪꐨꋍꏢ

ꃅꋍꉪꐨꇬꍬꄉ，ꋀꊨꏦꇩꏤꈧꌠꄻ

ꉆꌦꉆꌋꂶꌠꁵ，ꇁꉚꅷꏃꃅꌋꅇꂷ

ꈧꌠꅇꅐꌐꄮꇬꑟ。18ꌋꅪꆏꂿꂶꌠ

ꆹ，ꃄꅉꇬꃰꃅꈧꌠꄩꏲꂠꌠꇓꈓꀉꒉ

ꂶꌠꉬ”ꄷ。 

15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
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
多人、多国、多方。16你所看见
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
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
用火将她烧尽。17因为神使诸王
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
自己的国给那兽，直等到神的
话都应验了。18你所看见的那女
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 

 

ꀠꀘꇍꀉꒉꂶꌠꐚꇬꅜ 大巴比伦倾倒 

18 ꋍꈭꐨ，ꉬꉎꊩꌺꀉꁁꌅꈌꀉ

ꒉꌠꐥꑠꂷꉬꉎꇬꄉꀁꋌꐛꇁ 18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
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 

ꌠꉢꂿ，ꃄꅉꆹꋍꀑꑊꐛꅹꃅꁨꑭ

ꌬ。2ꋌꃚꐕꉐꐓꄉꑠꃅꏅꄉꉉ： 
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2他
大声喊着说： 

“ꀠꀘꇍꇓꈓꀉꒉꂶꌠꐚꀐ！ 
ꐚꀐ！ 
ꋌꈚꆹꑊꋌꀀꅉꌋꆀꒌꀋꎴꀋ

ꈻꌠꏓꈌꐛꀐ， 
ꄷꀋꁧ，ꉌꊭꉌꇓꍍꆀꇈꊿꋋ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 
倾倒了！ 
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
之灵的巢穴， 
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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ꌂꌠꑠꈋꅉꐛꀐ； 穴； 
3ꑞꃅꆏ，ꇩꏤꈀꐥꌠꃅꋍꎼꐊꃏ

ꐊꌠꇨꇅꃃꎧꅝꄉꐚꇬꅜꌐ

ꀐ； 
ꃄꅉꇬꃰꃅꈧꌠꋋꌋꆀꎼꃅꃏ

ꑽ； 
ꋧꃅꃼꇇꃅꊿꆹꋌꋠꈩꎖꃨꅑ

ꐛꅹꎆꅗꋚꅗꌐ”ꄷ。 

3因为列国都被她邪淫大怒的
酒倾倒了； 

 
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 
 
地上的客商因她奢华太过就
发了财。” 

4ꉈꑴꉬꉎꇬꃚꋒꑵꑠꃅꉉꌠꉢ

ꈨ： 
“ꉠꉹꁌꋍꏅꊈꀋ！ 
ꆍꋋꌋꆀꐯꇯꑽꃤꃅꄉꉮꃤꋌ

ꈀꊝꈧꌠꆍꊝꂵꌠꉥ， 
ꆍꊇꑴꌠꇓꈓꀊꋨꂷꇬꄉꁖꇁ； 

4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民哪，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
她一同有罪， 
受她所受的灾殃； 

5ꑞꃅꆏ，ꋍꑽꃤꂿꃅꑟ，ꋍꀋꑗ

ꀋꉬꌠꆹ 
ꏃꃅꌋꎺꎼꇁꀐ。 

5因她的罪恶滔天， 
她的不义， 
神已经想起来了。 

6ꋌꈍꃅꊾꊝꆏ， 
ꏃꃅꌋꑌꈍꃅꋋꊝ， 
ꋌꈀꃅꈧꌠꉈꑴꋍꁧꄻꇬꇯꄉ

ꌌꋋꀱ； 
ꍔꌺꋌꌌꎧꉔꏡꌠꌊꉈꑴꋍꁧ

ꁦꎆꇱꄉꉔꋌꄎ。 

6她怎样待人， 
也要怎样待她， 
按她所行的加倍地报应她； 
 
用她调酒的杯加倍地调给她
喝。 

7ꋌꈍꃅꊨꏦꀑꒉꑊꒉꄀ， 
ꈍꃅꋠꈩꎖꃨꅑꆏ， 
ꋌꁳꑌꈍꃅꄉꎬꅧ、ꉌꐒꄡ

ꑟ， 
ꑞꃅꆏ，ꋍꉌꂵꈐꇬꑠꃅꉉ： 

‘ꃰꃅꀋꃀꑋꅉꉢꑌꀐ，ꉡꆹꃆꍸ

ꃀꀋꉬ， 
ꈍꃅꑌꉌꐒꇁꎭꄮꀋꑟ’ꄷ。 

7她怎样荣耀自己， 
怎样奢华， 
也当叫她照样痛苦悲哀， 
 
因她心里说： 
‘我坐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
妇， 
决不至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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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ꑠꅹ，ꋍꑍꈀꈐꃅ， 
ꋍꉮꃤꐯꇯꇫꅐꇁꌠꉬ， 
ꉮꃤꋋꈨꆹꌦꃤꈔꃤ、 
ꉌꐒꇁꎭ、ꃱꉩꄸꌋꑠꉬ。 
ꋌꉈꑴꃆꄔꇱꐗꇫꎭ， 
ꑞꃅꆏ，ꋍꏭꀞꇽꌠꌋꏃꃅꌋꆹ

ꄐꅍꊋꃤꀉꒉꐯꀉꒉꃅꐥ”

ꄷ。 

8所以在一天之内， 
她的灾殃要一齐来到， 
就是死亡、 
悲哀、饥荒。 
她又要被火烧尽了， 
因为审判她的主神大有能
力。” 

9ꃄꅉꇬꃰꃅꑍꃀꑍꋋꌋꆀꎼꃅꃏ

ꑽ、ꋌꈽꄉꋠꈩꎖꃨꅑꈧꌠꆏ，ꋋꐗ

ꌠꃅꇴꋀꂿꇬꆏ，ꋍꎁꃅꉨꏅꏿ；10ꋍ

ꐒꃤꆅꃤꈧꌠꋀꇫꏦꐛꅹ，ꋀꊇꈍꎳ

ꃅꇢꅉꉆꄉꑠꃅꉉ： 

9地上的君王，素来与她行淫、
一同奢华的，看见烧她的烟，
就必为她哭泣哀号；10因怕她的
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 

“ꀊꇷ！ꀊꇷ！ꀠꀘꇍꇓꈓꀉꒉ、

ꈫꈈꂶꌠꀋ！ꋋꇅꀉꄂꃅꑗꉘꅽ

ꄹꑟꇁꀐ”ꄷ。 

“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
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
刑罚就来到了。” 

11ꃄꅉꇬꃼꇇꃅꊿꑌꋋꒉꄸꃅꐒꄉꑳ

ꉨ，ꑞꃅꆏ，ꊿꉈꑴꋀꎊꈬꃼꇁꌠꀋ

ꊌꀐ；12ꎊꈬꆹꑠꈨꐥ：ꐎꏂ、ꇓꁌꇐ

ꈤꌠ、ꍗꀕ、ꃆꁁꀊꌤꌠ、ꑸꀬꊪ

ꅪꌠ、ꊫꇵꏦꍠ、ꑸꀬꅩꍠꀕꌠ、

ꌩꅿꉗꌒꌠꋍꑞꋍꑵ、ꆺꊈꎐꌊꄻ

ꄉꌠꊐꅍꋍꑞꋍꑵ、ꌩꋍꑞꋍꑵꁌꇐ

ꈤꌠꌋꆀꐯ、ꎸꅍ、ꀊꍆꇓꐎꌊꄻ

ꄉꌠꊐꅍ，13ꏓꇝ（ꐓꌦꀕꃅꐙꌠꇱꅍꑵ，ꀉꑌ

ꌠꆏꄸꎬꃚꇬꇱꄉꃄꋠ）、ꇱꋌꋂꋐ、ꅿꉗ

ꌒꃀꀕ、ꃀꒀꁬꋌ、ꌜꀕꑍ、

ꎧ、ꒀꋌ、ꎭꂾꀊꌤꌠ、ꎭꂷ、

ꇌ、ꍶꑿ、ꃅ、ꃅꈻꍯ、ꁏꐚ、

ꊿ（“ꁏꐚ、ꊿ”ꑝꇂꉙꇬꆏ“ꊿꇭꀧ、ꊿꒌ

11地上的客商也都为她哭泣悲
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
物了；12这货物就是金、银、宝
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
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
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
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
皿，13并肉桂、调料、香料、香
膏、乳香、酒、油、细面、麦
子、牛、羊、车、马和奴仆、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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ꆠ”ꄷ）。 
14“ꀠꀘꇍꀋ！ 

ꌩꋚꇓꂷꆏꇫꏾꈧꌠꆎꐞꁧꀐ， 
ꅽꋚꂂꒉꎔ、ꎊꈬꋽꎔꌠꈀꐥ

ꌠꃅꅽꈬꄔꄉꈔꑍꆘꅝ， 
ꋌꊂꈍꃅꑌꆏꋌꊊꂿꀋꄐꀐ”

ꄷ。 

14“巴比伦哪！ 
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 
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
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 
决不能再见了。” 

15ꎊꈬꋋꈨꃷ、ꋍꇇꄧꈴꄉꎆꊌꋚꊊ

ꌠꃼꇇꃅꊿꈧꌠꆹ，ꋍꐒꃤꆅꃤꏦꐛ

ꅹ，ꈍꎳꃅꇢꅉꉆꄉꐒꉩꏽ，ꑠꃅꉉ： 

15贩卖这些货物、借着她发了财
的客商，因怕她的痛苦，就远
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 

16“ꀊꇷ！ꀊꇷ！ꇓꈓꀉꒉꋋꂷ， 
ꑍꃀꑍꆹꃢꈜꃆꁁꀊꌤꌠꌊꄻꄉ

ꇈꊪꅪꌠ、ꅪꃅꅩꍠꀕꑠꈚ， 
ꉈꑴꏂ、ꇓꁌꇐꈤꌠꌋꆀꍗꀕ

ꑠꌌꅑꃚꅑꅺꃅꄉ； 

16“哀哉！哀哉！这大城啊， 
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
色的衣服， 
又用金子、 
宝石和珍珠为妆饰； 

17ꋋꇅꀉꄂꃅ，ꌣꈚꁨꇐꋍꑋꑍꑠ

ꐘꀋꈨꀐ”ꄷ。 
17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
归于无有了。” 

ꇉꌌꁈ、ꊿꇉꑌꃅꄷꐯꀋꌡꅉꁧ

ꌠ、ꇉꇳꊿꌋꆀꊿꎿꉘꇉꄉꑘꃅꈧ

ꌠꉬꇮꃅꈍꎳꃅꇢꅉꉆꄉ，18ꋋꐗꌠ

ꃅꇴꋀꊌꂿꇬꆏ，ꋀꑠꃅꏅ：“ꇓꈓ

ꑞꂷꇓꈓꀉꒉꋋꂷꌡꄎ？”ꄷ。19ꋀ

ꊇꈑꋍꋀꃬꀂꏾꇬꇗꄉꐒꉩꏽ，ꑠꃅ

ꏅ： 

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
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
都远远地站着，18看见烧她的
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
大城呢？”19他们又把尘土撒在
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 

“ꀊꇷ！ꀊꇷ！ꇓꈓꀉꒉꋋꂷꇆ！ 
ꋀꇉꎿꇬꁮꌠꊿꈀꐥꌠ，ꉬꇮ

ꋌꌣꈚꐛꅹ，ꋀꊇꎆꊌꋚꊊꀐ， 
ꋋꆹꋋꇅꀉꄸꃅꊿꀋꋦꃮꀋꀆꅉ

ꑠꈚꐛꀐ。 

“哀哉！哀哉！这大城啊。 
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她的
珍宝成了富足， 
她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 

20ꉬꉎꀋ！ꌃꎔꌺꇬꈀꐥꌠ、ꁆ 20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



ꀖꀨꄯꒉ  19 807 启示录  19 

 

 

ꄻꊩꌺꈀꐥꌠꌋꆀꅉꄜꊿꈀꐥ

ꌠꀋ！ꆍꊇꋋꒉꄸꃅꉌꇿꌶ！ 
ꑞꃅꆏ，ꏃꃅꌋꆹꋍꇭꀧꇬꄉꆍ

ꎁꃅꑖꉬꎹꀐ”ꄷ。 

先知啊！ 
你们都要因她欢喜， 
因为神已经在她身上伸了你
们的冤。” 

21ꉬꉎꊩꌺꊋꑌꁦꅤꑠꂷ，ꇓꂵꐂꇓ

ꀋꃀꌡꂷꋌꐕꌊꋌꇵꎿꇬꊐꄉꑠꃅ

ꉉ： 
 
“ꇓꈓꀉꒉꌠꀠꀘꇍꑌꀋꎪꃅꑠꃅ

ꊋꅐꄉꌋꇱꇵꎼꒉꇈ， 
ꋌꊂꈍꃅꑌꂿꀋꉆꀐ。 

21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
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
说： 

“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
被扔下去， 
决不能再见了。 

22ꁀꁻꁺꃚ、ꑵꉙꑵꃚ、 
ꐪꆳꂢꃚꌋꆀꉶꁱꄎꃚꑠꅽꄹ

ꄉꉈꑴꊿꋌꀋꈨꀐ； 
ꊿꇇꄻꋽꇐꑞꑵꄻꌠꑌꅽꄹꄉ

ꉈꑴꊿꋌꀋꋒꀐ； 
ꐂꇓꃴꌠꂾꃚꑠꅽꄹꄉꉈꑴꊿ

ꋌꀋꈨꀐ； 

22弹琴、作乐、吹笛、 
吹号的声音， 
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 
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决不能
再遇见； 
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
再听见； 

23ꂷꇭꁨꑭꅽꄹꄉꉈꑴꁤꇅꀕꀋ

ꉆꀐ； 
ꑮꃀꌐꃶꀊꏀꌠꃚꋒꑌꅽꄹꄉ

ꉈꑴꊿꋌꀋꈨꀐ； 
ꅽꃼꇇꃅꊿꋋꈨꂴꏭꆹꃄꅉꇬ

ꐤꒉꊿꑠꉬ， 
ꋧꃅꇩꏤꈀꐥꌠꑌꐯꇯꅽꃔꌤ

ꇱꁍꃕꄉꌐꀐ”ꄷ。 

23灯光在你中间决不能再照
耀；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
间决不能再听见。 
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
人， 
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
了。” 

24ꅉꄜꊿ、ꌃꎔꌺꌋꆀꃄꅉꇬꊿ

ꇱꌉꇫꎭꈧꌠꌦꅪꃅ， 
ꇓꈓꋋꂷꇬꄉꊌꂿꌐꀐ。 

24先知和圣徒， 
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 
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19 ꋍꈭꐨꆏ，ꊿꈍꑋꈍꑋꈨꉬꉎ 19 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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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ꄉꃚꋒꀊꂥꃅꉉꌠꌡꃅꑠ 在天上大声说： 
ꉢꈨ：  
“ꉐꆹꇉꑸ（ꋋꆹ“ꏃꃅꌋꏭꍖꀴ”ꄷꌠ

ꄜ）！ꈭꋏꑆꊋ、ꀑꒉꑊꒉꌋꆀ

ꌅꈌꊋꃤꆹꉪꏃꃅꌋꃤꉬ。 
2ꋍꀞꇽꆹꇯꍝꀕꌠ、ꑖꉬꌠꉬ， 
ꑞꃅꆏ，ꎼꃅꃏꑽꃅꐨꑠꌌꋧꃅ

ꀜꐆꌠꎲꃷꃆꅿꀉꒉꂶꌠꆹꋌ

ꌌꀞꇽꀐ，ꄷꀋꁧ，ꎲꃷꃆꅿꂶ

ꌠꄷꁏꐚꌦꅪꐆꎹ，ꋀꎁꃅꑖꉬ

ꎹ”ꄷ。 

“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

意思）！救恩、荣耀、权能都
属乎我们的神。 

2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
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
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
冤。” 

3ꉈꑴ： 
“ꉐꆹꇉꑸ！ 
ꎲꃷꃆꅿꐗꌠꃆꄔꃅꇴꆹꅐꅷ

ꐩꋊꐩꍂꄮꇬꑟ”ꄷꉉ。 

3又说： 
“哈利路亚！ 
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
永远远。” 

4ꅡꈭꌟꒉꑍꊎꇖꑻꌠꌋꆀꇙꀕ

ꌗꑌꇖꂷꌠꇇꑭꃃꇵꀕꃅ， 
ꑋꅉꇬꑌꌠꏃꃅꌋꏭꀍꃈꄚ， 
ꋀꊇ： 

“ꀊꂱ。ꉐꆹꇉꑸ！”ꄷꉉ。 

4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
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 
 
说： 
“阿们。哈利路亚。” 

 

ꑾꌺꑮꃀꑮꋚ 羔羊的婚筵 
5ꑋꅉꂶꌠꇬꃚꋒꑠꇫꅐꇁ： 

“ꏃꃅꌋꁏꐚꈀꐥꌠꀋ！ 
ꋋꏦꋌꃪꌠꆏ，ꌠꐭꌟꒉꐯꇯꉪ

ꊇꏃꃅꌋꏭꍖꀴ”ꄷ。 

5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哪！ 
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6ꊿꈍꑋꈍꑋꈨꃚꋒꌡꌠ，ꒊꃀꈍꑋꂆ

ꃚꌡꌠ，ꃅꇴꃅꏢꌠꌡꌠꉢꈨ，ꑠꃅ

ꉉ： 
“ꉐꆹꇉꑸ！ꑞꃅꆏ， 
ꉪꏃꃅꌋ，ꀋꄐꅍꀋꐥꂶꌠ， 

6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
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 

 
“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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ꃰꃅꄻꀐ。 全能者作王了。 
7ꉪꊇꆹꉌꃈꑓꌒ、ꉌꇿꑓꇿ

ꄉ， 
ꀑꒉꑊꒉꏭꏃꃅꌋꄀ； 
ꑞꃅꆏ，ꑾꌺꂶꌠꑮꃀꑮꄮꑟꇁ

ꀐ，ꑮꃀꑌꊨꏦꄐꏤꄉꀐ。 

7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8ꑮꃀꑆꊋꊌꄉꃆꁁꀊꌤꃢꈜꁤ

ꇅꀕ、ꐍꊭꀕꌠꑠꈚ。 
ꃆꁁꀊꌤꃢꈜꆹꌃꎔꌺꃅꐨꑽ

ꑌꑖꉬꑠꉬ”ꄷ。 

8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
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
义。” 

9ꉬꉎꊩꌺꉠꏯ：“ꆏꁱꄉ：ꊿꑾꌺꂶ

ꌠꑮꃀꑮꋚꋠꇁꄷꇴꄉꈧꌠꆹꌒꃤꐥ

ꀐ”ꄷ。ꋌꉈꑴꉠꏯ：“ꅇꂷꋋꈨ

ꌋꅇꇯꍝꀕꌠꉬ”ꄷꉉ。10ꉢꇇꑭ

ꃃꇵꀕꃅꋍꏸꑭꂾꄉꋍꏭꀍꃈꄚ，

ꄚ，ꋌꉠꏯ：“ꑠꃅꀋꉆ！ꉡꆹꆎꌋꆀ

ꑳꌠꎁꃅꅇꊪꌬꌠꅽꃺꑌꈧꌠꌟꃅ，

ꐯꇯꁏꐚꄻꌠꉬ，ꆏꏃꃅꌋꏭꀍꃈꄚ

ꄡꑟ”ꄷ。ꑞꃅꆏ，ꑳꌠꎁꃅꈀꌬ

ꌠꅇꊪꆹꅉꄜꅇꒌꃤꄜꐨꉬ。 

9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
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10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
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
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同是
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
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
证。 

 

ꃆꇭꀊꐎꋩꌠ 骑白马者 
11ꋍꈭꐨ，ꉢꏮꇬꉚꇬꆏ，ꃅꑆꁉ

ꄉꌠꉢꂿꀐ，ꃆꇭꀊꐎꂷꅐꇁ，ꃅꋩ

ꂶꌠꆏ“ꀋꎪꀋꎙꌠꌋꆀꇯꍝꀕ

ꌠ”ꂓ；ꋋꆹꋍꏅꑖꉬꇬꈴꄉꀞꇽ、

ꌉꆳ。12ꋍꑓꋪꆹꃆꄔꉐꆂꌡ，ꀂꏾ

ꇬꃰꃅꄂꌆꀍꄟꈍꑋꅑ；ꋍꇭꀧꇬꂒ

ꂷꁱꇬꄀꄉ，ꋍꊨꏦꀉꄂꑲꆏ，ꀉꁁ

ꊿꇬꌥꌠꀋꐥ。13ꋌꇭꀧꇬꃢꈜꌦꅪ

ꍀꑠꈬꈚ，ꋍꂒꆏ“ꏃꃅꌋꇗꅉ”

11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
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
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着
公义。12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
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
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
道。13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
的名称为“神之道”。14在天上的
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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ꄷ。14ꉬꉎꂽꄙꀕꃪꀕꃆꇭꀊꐎꋩ，

ꃆꁁꀊꌤꃢꈜꐍꊭꀕ、ꁦꎴꌠꑠꈚꄉ

ꋍꊂꈹꐺ。15ꋍꈂꀸꇬꂗꍵꑱꃀꇫꅐ

ꇁꄉ，ꌌꉇꉻꊿꋅꏭꌉꉆ。ꋌꀋꎪꃅ

ꎸꅍꄯꁯꌌꋀꊇꏲꂠ（“ꏲꂠ”ꑝꇂꉙꇬꆏ

“ꆫ”ꃅꅑ），ꋌꉈꑴꀋꄐꅍꀋꐥꌠꏃꃅ

ꌋꇨꇅꃃꌠꎧꋎꅉꇬꎪ。16ꋍꃢꈜꇬ

ꌋꆀꁱꆽꇬꂓ：“ꃰꃅꉎꃰꃅ，ꌌꁈ

ꉎꌌꁈ”ꃅꑠꁱꇬꄀꄉ。 

又白又洁，跟随他。15有利剑从
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

作“牧”），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
榨。16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
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7ꋍꈭꐨ，ꉬꉎꊩꌺꂷꉘꁮꇬꉆꌠ

ꉢꂿ，ꋌꃚꋒꀊꂥꃅꀕꈬꇬꃰꐺꌠꉌ

ꊭꈧꌠꏭꏅꄉꑠꃅꉉ：“ꆍꊇꐯꇯꏓ

ꌊꏃꃅꌋꃥꌵꅉꇬꇁꌶ，18ꑠꃅꑲꆏ，

ꆍꊇꆹꃰꃅ、ꂽꏃꌊꁈꌋꆀꁦꋠꊋꑌ

ꁦꅤꈧꌠꎸꋠꉆ，ꉈꑴꃅꈧꌠꌋꆀꊿ

ꃅꋩꈧꌠꎸꑌꋠꉆ，ꉈꑴꊨꏦꌄꇤ

ꌠ、ꁏꐚꄻꌠꌋꆀꌠꐭꌟꒉꌠꎸꐯꇯ

ꆍꇫꋠꉆ”ꄷ。 

17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
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
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
席，18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
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
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
人民的肉。” 

19ꉈꑴꉆꌦꉆꌋꂶꌠ、ꋧꃅꃰꃅ

ꈧꌠꌋꆀꋀꂽꈧꌠꐯꏑꌌꃅꋩꂶꌠꌋ

ꆀꋍꂽꈧꌠꌉꆳꇁꌠꉢꂿ。20ꉆꌦꉆ

ꌋꂶꌠꋀꊇꇱꒃꌊꇁꀐ；ꅉꄜꊿꃶꀋ

ꐚꂶꌠꑌꉆꌦꉆꌋꂶꌠꈿꄉꋀꊇꒃ

ꌊꇁꀐ。ꅉꄜꊿꃶꀋꐚꋋꂷꆹꉆꌦꉆ

ꌋꂶꌠꂾꄉꌤꂵꌦꂵꌋꌠꃅꋺ，ꉈꑴ

ꊿꉆꌦꉆꌋꂶꌠꌐꂷꊪ、ꋍꁱꏭꀍ

ꃈꄚꈧꌠꁍꃕꑌꋺ。ꋍꑊꀋꌦꃅꃆꀞ

ꀊꐎꋩꂶꌠꇱꇵꃪꂱꐞꌠꄔꎿꇬꊐ

ꀐ；21ꇫꋒꇈꈧꌠꆏꃆꀞꀊꐎꋩꂶꌠ

ꈂꀸꇬꄉꅐꇁꌠꂗꍵꑱꃀꇱꌉꌦꇫꎭ

ꌐ；ꉌꊭꉌꇓꇬꈀꐥꌠꃅꐯꇯꋀꎸꄴ

19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
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
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争
战。20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
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
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
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
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21其余
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
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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ꅝꄉꂊꌐꀐ。 
 

ꋍꄙꈎ 千禧年 

20 ꉈꑴꉬꉎꊩꌺꂷꉬꉎꇬꄉꀁ

ꋌꐛꇁꌠꉢꊌꂿ，ꇇꇬꃅꐬꉱ 
20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

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 
ꀋꅑꌠꎤꁉꌋꆀꎸꉗꈍꎳꏮꌌ。2ꁡ

ꉐꏡꌠꋌꒃꄉ，ꁡꉐꋋꏢꆹꀊꆨꁮꏂ

ꏡꌠꉬ，ꉈꑴꑊꋌꌌꁈꑌꂓ，ꌑꄉꄷ

ꑌꄹ，ꁡꉐꋋꏢꋍꄙꈎꂷꋌꇱꐒꈄ

ꄉ，3ꋌꇱꇵꃅꐬꉱꀋꅑꅉꇬꊐ，ꃅꐬ

ꉱꀋꅑꌠꋌꈢꄉꇈ，ꇇꌒꋌꄻꇫꍅ

ꄉ，ꁡꉐꋋꏢꁳꇩꏤꈧꌠꁍꃕꀋꎽ

ꀐ。ꋍꄙꈎꐛꈭꐨꆏ，ꀋꎪꃅꀂꉗꌹ

ꍈꁡꉐꋋꏢꋊꃑꉈꏭꎼꇁ。 

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2他捉住
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
也叫撒但，把它捆绑一千年，
3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
闭，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迷
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以后必须暂时释放它。 

4ꋍꈭꐨ，ꑋꅉꈍꑋꂷꌋꆀꑋꅉꇬ

ꑌꌠꑠꉢꊌꂿ，ꄷꀋꁧ，ꀞꇽꌅꈌꄻꋀ

ꊇꁵ。ꉈꑴꒌꆠꈨꑌꉢꂿ，ꑠꆹꊿꑳ

ꌠꎁꃅꅇꊪꌬ、ꏃꃅꌋꇗꅉꒉꄸꃅ

ꀂꏾꊿꇽꇫꎭꈧꌠꒌꆠꉬ。ꋀꊇꆹꉆ

ꌦꉆꌋꂶꌠꌋꆀꋍꁱꏭꀍꃈꄚꀋꋻ，

ꑊꄜꇬꌋꆀꇇꇬꑌꋍꌐꂷꄀꀋꋻ；ꋀ

ꊇꀱꐥꇁꀐ，ꋀꏢꄖꈿꄉꃅꐎꋍꄙꈎ

ꂷꃰꃅꄻ。5ꑠꆹꂴꇬꂾꃢꌠꀱꐥꇁ

ꌠ。ꌦꊿꇫꋒꇈꈧꌠꆏ，ꃅꐎꀊꋨꋍ

ꄙꈎꇫꈴꁧꈭꐨꑲꆀꀱꐥꇁꄎ。6ꊿ

ꂴꇬꂾꃢꌠꇯꆐꀱꐥꇁꈧꌠꆹꌒꃤꊌ

ꀐ，ꌃꎔꀐ；ꑍꃢꀕꌠꌦꃤꆹꊿꋋꈨ

ꇭꀧꇬꌅꈌꑞꍈꑌꀋꐥ。ꋀꊇꀋꎪꃅ

ꏃꃅꌋꀕꆀꏢꄖꆦꑝꊿꄻ，ꄷꀋꁧ，

ꏢꄖꈽꄉꃅꐎꋍꄙꈎꂷꃰꃅꄻ。 

4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
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
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
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
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
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它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
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
千年。5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
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那
一千年完了。6在头一次复活有
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
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
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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ꌑꄉꅞꀐ 撒但的失败 
7ꋍꄙꈎꈭꐨꆏ，ꌑꄉꆹꀋꎪꃅꏦ

ꑳꇬꄉꋊꃑꎼꇁ。8ꋌꅐꇁꌊꋧꃅꇖ

ꁁꏯꇩꏤꈀꐥꌠꇬꁍꃕꇁ（“ꁁꏯ”ꑝꇂ

ꉙꇬꆏ“ꎏ”ꃅꅑ），ꇩꏤꈀꐥꌠꆹꇰꀕꌋ

ꆀꂸꇰꉬ，ꋀꁳꐯꏑꌊꌉꈿꎻ。ꋀꊇ

ꊻꂷꆹꎿꋮꂤꏂꌟꃅꃷꂿꑖꀋꉬ。

9ꋀꊇꇁꌊꃄꅉꋋꂷꃅꐛꌐ，ꌃꎔꌺꍆ

ꅉꌋꆀꏃꃅꌋꇫꉂꌠꇓꈓꋀꇊꄉꄮꇬ

ꆏ，ꃆꄔꂿꃅꇬꄉꊰꇁꄉ，ꋀꊇꋌꐗꌦ

ꇫꎭꀐ。10ꋀꊇꁍꃕꌠꑊꋌꌌꁈꂶꌠ

ꆹꌋꇱꇵꃪꂱꐞꌠꄔꎿꇬꊐ，ꄔꎿꋋ

ꂷꆹꉆꌦꉆꌋꂶꌠꌋꆀꅉꄜꊿꃶꀋꐚ

ꌠꐤꅉꉬ，ꋀꊇꀋꎪꃅꑍꇁꌋꀋꐥꃅ

ꇧꍻꅷꐩꋊꐩꍂꄮꇬꑟ。 

7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从
监牢里被释放，8出来要迷惑地
上四方的列国（“方”原文作“角”），
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
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9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
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
天降下，烧灭了他们。10那迷惑
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
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
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
永永远远。 

 

ꑋꅉꀊꐎ、ꀉꒉꂶꌠꂾꄉꀞꇽ 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 
11ꋍꈭꐨ，ꑋꅉꀊꐎ、ꀉꒉꑠꂷ

ꌋꆀꑋꅉꄩꑌꂶꌠꉢꂿ；ꃄꅉꌋꆀꃅ

ꃴꋍꂾꁈꄉꐪꈜꍈꑋꀋꂿꆘꅝꀐ。

12ꉈꑴꊿꌦꀐꈧꌠꉢꊌꂿ，ꌠꐭꌟꒉ

ꐯꇯꑋꅉꂾꉆꌐ。ꄯꒉꈍꑍꋐꁉꄉ，

ꉈꑴꄯꒉꀉꁁꋍꋐꑌꁉꄉꀐ，ꄯꒉꋌ

ꋐꆹꀑꇬꄯꒉꋐꌠꉬ。ꊿꌦꀐꈧꌠꆏ

ꁱꄯꒉꋌꋐꇬꄀꄉꌠꇬꈴꄉ，ꋀꃅꐨ

ꑽꑌꇬꉜꄉꌌꀞꇽ。13ꄚꄉꎿꃀꆹꋍ

ꇇꈐꀀꌠꌦꊿꈧꌠꋌꏮꎼꇁ，ꌦꈔꌋ

ꆀꅉꃴꏦꑳꐎꑌꋀꇇꈐꀀꌠꌦꊿꈧꌠ

ꋀꏮꎼꇁ，ꋀꊇꋍꂷꋑꀋꋒꋀꈀꃅꈁ

ꑽꐨꇬꉜꄉꌌꀞꇽ，14ꌦꈔꌋꆀꅉꃴ

ꏦꑳꐎꑌꌋꇱꇵꄔꎿꇬꊐ；ꄔꎿꋋꂷ

11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
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
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
12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
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
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
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
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
受审判。13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
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
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
审判。14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
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
死。15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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ꆹꌦꈔꑍꃢꀕꌠꉬ。15ꀋꄸꄷ，ꈀꄸ

ꂷꂓꁱꀑꇬꄯꒉꋐꌠꇬꄀꀋꄉꆏ，ꈀ

ꄸꂷꌋꇱꇵꄔꎿꇬꊐ。 

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ꃅꃴꀊꏀ、ꃄꅉꀊꏀ 新天新地 

21 ꋍꈭꐨ，ꃅꃴꀊꏀꃄꅉꀊꏀꂷ

ꉢꂿ，ꑞꃅꆏ，ꃅꃴꂴꂶꌠꌋ 21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
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 

ꆀꃄꅉꂴꂶꌠꈢꋒꁧꀐ，ꎿꃀꑌꇬꀋ

ꐛꀐ。2ꉢꉈꑴꌃꎔꇓꈓꑳꇊꌒꇌꀊ

ꏀꂶꌠꏃꃅꌋꄷꄉ，ꉬꉎꇬꄉꀁꋌꐛ

ꇁꇈꄐꏤꄉꀐꌠꉢꂿ，ꀋꇊꆏꑮꃀꀊ

ꏀꄻꎳꉥꑣꃅꄉꌐꃶꇁꉚꂷꌡ。3ꑋ

ꅉꂶꌠꇬꄉꃚꋒꀉꒉꑠꉢꈨ：“ꇬ

ꉚ！ꏃꃅꌋꁁꑳꃰꊿꇢꊭꋦꀐ。ꋌꃰ

ꊿꈽꄉꀀ，ꋀꊇꋍꉹꁌꄻ；ꏃꃅꌋꊨ

ꏦꋀꈽꄉꐥꄉ，ꋌꋀꏃꃅꌋꄻ。4ꏃ

ꃅꌋꆹꋀꊇꑓꁴꈀꐥꌠꃅꋌꌩꇫꎭ；

ꉈꑴꌦꈔꑠꀋꐥꀐ，ꉌꐒꇁꎭ、ꈨꃅ

ꉩꌠꌋꆀꆄꈻꌠꑌꀋꐥꀐ，ꑞꃅꆏ，

ꋌꃀꈀꐥꌠꌤꃅꈢꋒꁧꀐ”ꄷ。 

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2我
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
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
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3我
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
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
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
他们的神。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
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
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
前的事都过去了。” 

5ꑋꅉꇬꑌꂶꌠꄹꇬ：“ꇬꉚ！ꑞ

ꑌꉢꄻꀊꏀꌠꐛꀐ！”ꄷ，ꋌꉈꑴ：

“ꋋꈨꁱꇬꄀꄉ，ꑞꃅꆏ，ꅇꂷꋋꈨ

ꐯꇯꑇꉆꌠꉬ，ꇯꍝꌠꉬ”ꄷ。6ꋌ

ꉈꑴꉠꏯ：“ꑞꑌꃅꐛꀐ！ꉡꆹꀊꇁ

ꃔ，ꉡꆹꀒꂰꇤ；ꉡꆹꇬꂾꑌꉬ，ꌐꂫ

ꑌꉬ。ꉡꆹꀑꇬꒉꐬꇬꀆꐒꁌꀋꁵꃅ

ꄻꊿꒉꌤꌠꄐ。7ꊋꐛꌠꆹ，ꀋꎪꃅꋋ

ꈨꋀꊪꊊꄉꐴꊛꅍꐛꌠꉬ；ꉢꋍꏃꃅ

ꌋꄻ，ꋋꆹꉠꌺꄻ。8ꄚ，ꏸꏦꌠ、ꀋ

ꑇꌠ、ꀋꎴꀋꈻꌠ、ꊿꌉꌠ、ꎼꃅ

5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
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
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
实的。”6他又对我说：“都成
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
戛；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
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
人喝。7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
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
的儿子。8惟有胆怯的、不信
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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ꃏꑽꌠ、ꃔꌤꃅꌠ、ꌩꁱꇓꁱꏭꀍ

ꃈꄚꌠꌋꆀꈰꏅꌠꇬꈀꐥꌠꃅ，ꋀꊇ

ꆹꐯꇯꃪꂱꐞꌠꄔꎿꇬꃹꌠꉬ；ꋋꆹꌦ

ꈔꑍꃢꀕꌠꉬ”ꄷ。 

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
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
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
的死。” 

 

ꑳꇊꌒꇌꀊꏀꂷ 新耶路撒冷 
9ꉬꉎꊩꌺꂷꇁꌊꉠꏯꉉ（ꋋꆹꉬ

ꉎꊩꌺꏃꑹꈬꇬꋍꂷꉬ；ꉬꉎꊩꌺꋋ

ꏃꑹꆹꄽꂫꉮꃢꏃꑵꐛꃅꄻꇬꊎꄉꌠ

ꏂꍔꌺꏃꏢꌌꋺ）：“ꄚꇁ，ꉢꑮꃀꀊ

ꏀ，ꑾꌺꂶꌠꑮꃀꄐꆏꀦꂿ”ꄷ。

10ꉢꌃꎔꒌꇱꌵꄉꉌꐡ，ꉬꉎꊩꌺꉢ

ꋌꏃꌊꁧꀉꒉ、ꀊꂥꑠꂷꇬꄉ，ꏃꃅ

ꌋꄷꄉꇁꌠ、ꉬꉎꇬꄉꇁꌠꌃꎔꇓꈓ

ꑳꇊꌒꇌꋌꄐꌐꉢꀦ。11ꇓꈓꇬꏃꃅ

ꌋꀑꑊꇁꀊꄶꁨ；ꇓꈓꁤꇅꀕꐨꆹꀋ

ꇊꆏꇓꁌꇐꈤꌠ、ꑽꏃꀈꆧꌠꌡ，ꇓ

ꋤꀕꌡꃅꐝꇅꀕ。12ꇓꉻꏭꌠꒈꑌꀉ

ꒉ、ꂤꑌꀊꂥ，ꀃꈈꊰꑋꐬꁮ，ꀃꈈ

ꇬꉬꉎꊩꌺꊰꑋꑹꇬꉆ，ꀃꈈꇬꑱꌝ

ꆀꊰꑋꁯꌠꂓꁱꇬꄀꄉ。13ꇓꈓꁭꅐ

ꁁꏯꀃꈈꌕꐬꁮ、ꒈꀑꁁꏯꀃꈈꌕ

ꐬꁮ、ꒈꂪꁁꏯꀃꈈꌕꐬꁮ、ꁮꐚ

ꁁꏯꀃꈈꌕꐬꁮ。14ꇓꉻꅉꃀꊰꑋꂷ

ꋦ，ꇓꉻꅉꃀꇬꆏꑾꌺꂶꌠꁆꄻꊩꌺ

ꊰꑋꑹꌠꂓꇬꅑ。15ꉠꏯꉉꂶꌠꆹꇇ

ꇬ꒰ꄯꁯꏢꌌꎖꅍꃅꌌꐺ，ꋌꇓꈓꀊ

ꋨꂷ、ꇓꈓꀃꈈꌋꆀꇓꉻꏭꌠꎕꏢ

ꉨ。16ꇓꈓꆹꇖꃅꇖꎏꄲꃅꐙ，ꀊꎴ

ꐨꌋꆀꀊꐯꐨꐯꌟ，ꉬꉎꊩꌺꄯꁯꌌ

ꎖꇬ，ꇓꈓꋋꂷꆹꆏꈉꇖꄙꂷꐥ，ꀊꎴ

9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
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
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
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
看。”10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
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
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
撒冷指示我，11城中有神的荣
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
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12有
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
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
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13东边
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
三门，西边有三门。14城墙有十
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
徒的名字。15对我说话的，拿着
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
门、城墙。16城是四方的，长宽
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
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
样；17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
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
百四十四肘。18墙是碧玉造的，
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



ꀖꀨꄯꒉ  21 815 启示录  21 

 

 

ꐨ、ꀊꐯꐨ、ꀊꂥꐨꐯꌟ；17ꉈꑴꇓ

ꉻꏭꌠꎖ，ꃰꊿꎖꅍꇬꈴꄉ（ꉬꉎꊩ

ꌺꎖꅍꑌꉬ）ꎖꇬ，ꇓꉻꀊꂥꐨꋍꉏ

ꇖꊯꇖꇇꊃꆈꐛ（ꋍꇇꊃꆈꆏꋍꍹꀉꁁꐥ）。

18ꇓꉻꏭꌠꆹꑽꏃꀈꆧꌠꌊꄻꄉ，ꇓꈓ

ꆏꏂꀊꌃꌠꌊꋉꄉ，ꀋꇊꆏꑊꈻꇓꌡ

ꃅꐝꇅꀕ。19ꇓꉻꅉꃀꆏꇓꂵꋍꑞꋍ

ꑵꁌꇐꈤꌠꌊꋽꄻꎔꇱꄉ：ꇓꉻꅉꃀ

ꋍꂷꂶꌠꆏꑽꏃꀈꆧꉬ；ꑍꂷꂶꌠꆏ

ꇓꃴꁌꇐꈤꌠꉬ；ꌕꂷꂶꌠꆏꃀꆏꀈ

ꆧꌠꉬ；ꇖꂷꂶꌠꆏꇓꆧꁌꇐꈤꌠ

ꉬ；20ꉬꂷꂶꌠꆏꃀꆏꀊꅪꌠꉬ；ꃘꂷ

ꂶꌠꆏꇓꅪꁌꇐꈤꌠꉬ；ꏃꂷꂶꌠꆏ

ꃰꃅꑽꏃꀊꏂꌠꉬ；ꉆꂷꂶꌠꆏꒉꐎ

ꑽꏃꉬ；ꈬꂷꂶꌠꆏꃰꃅꑽꏃꏂꅪꌠ

ꉬ；ꊰꂷꂶꌠꆏꁱꋑꑽꏃꉬ；ꊯꊪꂷ

ꂶꌠꆏꃀꆏꊪꅪꌠꉬ；ꊰꑋꂷꂶꌠꆏ

ꇓꋤꀕꊪꅪꌠꉬ。21ꇓꈓꀃꈈꊰꑋꐬ

ꌠꆏꍗꀕꊰꑋꂷꌊꄻꄉ；ꀃꈈꋍꐬꆏ

ꍗꀕꋍꂷꉬ。ꇓꈓꈐꏭꏦꈜꆏ꒰ꀊꌃ

ꌆꌠꌊꄻꄉ，ꀋꇊꆏꑊꈻꇓꐝꇅꀕꌠ

ꌡ。 

璃。19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
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
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
第四是绿宝石，20第五是红玛
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
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
红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
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21十
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
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
金，好像明透的玻璃。 

22ꇓꈓꇬꑷꂿꂷꑋꉢꋌꀋꂿ，ꑞ

ꃅꆏ，ꌋꏃꃅꌋꀋꄐꅍꀋꐥꂶꌠꌋꆀ

ꑾꌺꂶꌠꆹꇓꈓꑷꂿꐛꀐ。23ꏃꃅꌋ

ꀑꒉꑊꒉꆹꁨꑭꐛ，ꉈꑴꑾꌺꂶꌠꇁ

ꇓꈓꂷꇭꐛꀕꅹ，ꇓꈓꇬꉘꁮꌋꆀꆧ

ꁨꑠꈀꄻꀋꅐ。24ꇩꏤꈀꐥꌠꃅꋍꁨ

ꑭꇬꄉꈛꎼꌐ；ꃄꅉꇬꃰꃅꈧꌠꀋꎪ

ꃅꋀꊨꏦꀑꒉꑊꒉꌌꇓꈓꀊꋨꂷꄀ

ꇁ。25ꇓꈓꀃꈈꂵꆤꈢꀋꄉ，ꀊꄶꇬ

22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
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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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城门白昼总不关
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26人必
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



ꀖꀨꄯꒉ  22 816 启示录  22 

 

 

ꑴꅉꇬꇯꆐꈊꄮꃀꀋꐥ。26ꊾꆹꀋꎪ

ꃅꇩꏤꈀꐥꌠꃤꀑꒉꑊꒉ、ꐤꒉꌠꑠ

ꌌꇓꈓꋋꂷꄀꇁ。27ꐥꇐꁧꀋꎴꌠꆏ

ꇓꈓꋋꂷꇬꃹꀋꉆ，ꊿꌤꊿꋋꌂꌠꌋ

ꆀꈰꏅꌠꃅꌠꑠꑌꈐꏭꃹꆹꀋꉆ；ꊿ

ꂓꁱꑾꌺꂶꌠꀑꇬꄯꒉꋐꌠꇬꄀꄉꈧ

ꌠꀉꄂꇓꈓꋋꂷꇬꃹꆹꉆ。 

城。27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
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
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
上的才得进去。 

 

22 ꋍꈭꐨ，ꇓꈓꏦꈜꈬꄔꇬꀑꇬ

ꒊꃀꑠꂡꉬꉎꊩꌺꄐꌐꉢꀦ， 
22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

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 
ꒊꃀꇬꒉꀕꐝꇅꀕ，ꇓꋤꀕꌡ，ꋋꆹꏃ

ꃅꌋꀕꆀꑾꌺꂶꌠꑋꅉꇬꄉꅐꇁ。

2ꒊꃀꑍꋮꏭꆏꀑꇬꌩꁧꇫꋦ，ꌩꁧꇬ

ꌩꋚꇓꂷꊰꑋꑵ（“ꑵ”ꅀ“ꃢ”ꃅꑌꍑ）

ꅑ，ꋍꆪꋑꀋꋒꌩꋚꇓꂷꅑ；ꌩꁧꁦ

ꌠꏽꀕꆹꊿꋅꇬꈀꐥꌠꆅꉁꆄꄻ

ꄎ。3ꋌꊂꇈꉈꆏ，ꉈꑴꍃꏽꀋꐥ

ꀐ。ꇓꈓꇬꆏ，ꏃꃅꌋꀕꆀꑾꌺꂶꌠ

ꑋꅉꇬꐙ；ꋍꁏꐚꈧꌠꐯꇯꋋꀨꎹ，

4ꋍꀑꑊꑌꋀꊌꂿ。ꋍꂒꆏꀋꎪꃅꁱ

ꋀꊇꑊꄜꇬꄀꄉ。5ꉈꑴꃅꉖꑌꀋꐥ

ꀐ，ꋀꊇꑌꉘꁮꑭꌋꆀꂷꇭꁨꑭꈀꄻ

ꀋꅐꀐ，ꑞꃅꆏ，ꌋꏃꃅꌋꁨꑭꆹꇁꋀ

ꁨꀐ；ꋀꊇꆹꃰꃅꄻꅷꐩꋊꐩꍂꄮꇬ

ꑟ。 

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
的宝座流出来。2在河这边与那
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
（“样”或作“回”），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3以
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
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
奉他，4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
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5不再有
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
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
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ꏢꄖꀱꀁꋌꇁ 基督降临 
6ꉬꉎꊩꌺꉈꑴꉠꏯꑠꃅꉉ：“ꅇ

ꂷꋋꈨꆹꇯꍝꌠ、ꑇꉆꌠꉬ。ꌋ，ꋋ

ꆹꅉꄜꊿꒌꈧꌠꏃꃅꌋꑌꉬ，ꋍꉬꉎ

ꊩꌺꋌꊪꌊꌤꆿꀋꎪꃅꇫꅐꇁꂯꄉꀐ

ꈧꌠꄐꌐꋍꁏꐚꈧꌠꀨꇁ”ꄷ。 

6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
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
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
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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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ꉜꄉ！ꉢꀋꎪꃅꇁꂯꄉꀐ！ꊿ

ꄯꒉꋌꋐꇬꅉꄜꅇꈧꌠꍬꌠꆹꌒꃤꐥ

ꌠꉬꀐ”ꄷ。 

7“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
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8ꌤꋋꈨꆹꉢꒀꉴꈀꂿꈀꈨꌠꉬ；

ꉢꈨꉢꂿꑲꆏ，ꉢꉡꄐꌐꌠꉬꉎꊩꌺ

ꏸꑭꂾꄉꇇꑭꃃꇵꀕꄉꋍꏭꀍꃈ

ꄚ。9ꄚ，ꋋꆏꉠꏯ：“ꈍꃅꑌꑠꃅꀋ

ꉆ！ꉡꆹꆎꌋꆀꅽꅉꄜꊿꃺꑌꈧꌠ、

ꊿꅇꂷꁱꄯꒉꋌꋐꇬꄀꄉꌠꍬꈧꌠꌟ

ꃅ，ꐯꇯꁏꐚꄻꌠꉬ。ꆏꏃꃅꌋꏭꀍ

ꃈꄚꄡꑟ”ꄷ。10ꋌꉈꑴꉠꏯ：

“ꄯꒉꋌꋐꇬꅉꄜꅇꈧꌠꂁꉱꄡꄉ，

ꑞꃅꆏ，ꃅꑍꑟꇁꂯꄉꀐ。11ꀋꑗꀋ

ꉬꌠꆏ，ꋌꁳꄡꇗꀋꑗꀋꉬꎻ；ꍍꆀꌠ

ꆏ，ꋌꁳꄡꇗꍍꆀꎻ；ꑖꉬꌠꆏ，ꋌꁳ

ꄡꇗꑖꉬꎻ；ꌃꎔꌠꆏ，ꋌꁳꄡꇗꌃ

ꎔꎻ”ꄷꉉ。 

8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
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
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
伏要拜他。9他对我说：“千万不
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
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
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
神。”10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
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
了。11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
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
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
叫他仍旧圣洁。” 

12“ꉜꄉ！ꉢꀋꎪꃅꇁꂯꄉꀐ。

ꈁꁠꌋꆀꑗꉘꐯꇯꉠꄹꎍ，ꉡꆹꊾꂷ

ꈀꃅꈁꑽꐨꇬꉜꄉꄻꋋꀱ。13ꉡꆹꀊ

ꇁꃔ，ꉡꆹꀒꂰꇤ；ꉡꆹꉘꃀꂶꌠ，ꉡꆹ

ꄽꂫꂶꌠ；ꉡꆹꇬꂾꉬ，ꉡꆹꌐꂫꉬ”

ꄷ。 

12“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
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13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
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
初，我是终。” 

14ꊿꊨꏦꃢꈜꋀꋌꁦꎴꃅꄉꈧꌠ

ꆹꌒꃤꐥꀐ，ꋀꊇꌅꈌꊌꄉꀑꇬꌩꁧ

ꁦꌠꄷꆹꉆ，ꀃꈈꇬꈴꄉꇓꈓꇬꑌꃹꆹ

ꉆ。15ꄚ，ꊿꈌꌡꁥꌠ、ꃔꌤꃅꈧ

ꌠ、ꎼꃅꃏꑽꈧꌠ、ꊿꌉꈧꌠ、ꌩ

ꁱꇓꁱꏭꀍꃈꄚꈧꌠ、ꈰꅇꏅꅇꉌ

ꃹꈧꌠ、ꈰꅇꏅꅇꄻꌠꈀꐥꌠꃅꐯꇯ

ꇓꈓꉈꏭꐥꌐ。 

14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
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
里，也能从门进城。15城外有那
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
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
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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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ꉢꑳꌠ，ꉠꉬꉎꊩꌺꉢꊪꌊ

ꑇꊿꏓꉻꈧꌠꎁꃅꄉ，ꌤꋋꈨꐝꉅꃅ

ꊩꀽꆍꇰꎻ。ꉡꆹꄊꃥꐴꉬ，ꋍꊂꋊ

ꑌꉬ；ꉡꆹꏷꌬꀕꌠꏷꃬꀮꂶꌠꉬ”

ꄷ。17ꌃꎔꒌꌋꆀꑮꃀꀊꏀꑋꐯꇯ：

“ꇁ！”ꄷꉉ。ꊿꇫꈨꈧꌠꑌꐯꇯ

“ꇁ！”ꄷꄡꑟ。ꊿꈌꃶꒉꌤꈧꌠ

ꑌꇁꄡꑟ；ꇫꅝꇁꏾꌠꆏ，ꁌꀋꁵꃅꀑ

ꇬꀆꐒꄝꅝꇁꉆ。 

16“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
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
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晨星。”17圣灵和新
妇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
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
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
喝。 

18ꉢꊿꄯꒉꋌꋐꇬꅉꄜꅇꈀꅲꈧ

ꌠꏭꑠꃅꅇꊪꌬꄉꉉ：ꀋꄸꄷ，ꊿꅉ

ꄜꅇꈧꌠꇬꁦꎆꇱꌠꐥꇬꆹ，ꁱꄯꒉꋌ

ꋐꇬꄀꄉꌠꉮꃤꈧꌠꏃꃅꌋꄻꋍꇭꀧ

ꄀꌠꉬ；19ꄯꒉꋌꋐꇬꅉꄜꅇꈧꌠ，ꀋ

ꄸꄷ，ꊿꄯꒉꇬꋍꈨꋌꌉꇫꎭꌠꐥꇬ

ꆹ，ꏃꃅꌋꆹꀋꎪꃅꁱꄯꒉꋌꋐꇬꄀ

ꄉꌠꀑꇬꌩꁧꌋꆀꌃꎔꇓꈓꇬꄉ，ꊿ

ꋋꂷꎁꈧꌠꋌꌉꇫꎭꌠꉬ。 

18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
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
的灾祸加在他身上；19这书上的
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
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
城，删去他的份。 

20ꌤꋋꈨꎁꃅꊩꀽꂶꌠ：“ꉬ

ꑴ，ꉢꀋꎪꃅꐳꃅꇁ”ꄷꉉ。ꀊꂱ！

ꌋꑳꌠꀋ！ꆏꇁꅊꇈ！21ꌋꑳꌠꑆꊋꅉ

ꀕꃅꌃꎔꌺꈧꌠꈽꐥꅊꇈ。ꀊꂱ！ 

20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
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
愿你来！21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
众圣徒同在。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