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丁文以期拉启示录

简介

这是一篇较短的文献，内容主要描述大自然的现象与星相之间的

关系。

现有的版本源于第九世纪的拉丁文版本，成书日期大约是第九世

纪，在西欧或北非洲一带写成的。

本文献与《闪的论说》极为相似。 作者相信一年运程是基于每

星期开始的头一天而预定的。然而，作者没有处理这样的信念与基督

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文本

一年的好坏取决于一月开始的那天，以斯拉和以色列的子孙获得

了有关的启示。

l 如果一月一日是主日，那年将会出现温暖的冬天、潮湿的春天、

刮风的秋天、农作物丰收、牛只充裕、蜂蜜足够、葡萄丰收和豆子丰

收，果园也会有好收成。〔但是〕年青人将英年早逝，地上有战争和

严重的抢劫问题，〔而且〕君王和统治者将会有新的变化。

2 又或者一月一日是月亮日〔星期一〕的话，那年的冬天〔和〕

夏天都会是和缓的。人们将经历河水泛滥成灾、疾病、步兵的战役和

统治者的更替。很多妻子将要哀悼。那年还会下大雪。君王将死去。

〔将会有〕葡萄丰收，蜜蜂却会死去。

3 如果一月一日是火星日〔星期二〕 ，那年的冬天将会是恶劣

和阴暗的，春天将下雪，夏天下大雨，秋天则是干燥的。谷物的价钱



很高。猪群〔将会〕死亡，〔而〕牛只也突然受瘟疫袭击。航海〔变

得〕危险，〔而〕蜂蜜的产量倒很足够。亚麻的价钱〔将会〕很高。

火灾到处可见。豆子、田园菜蔬〔和〕食油则很充裕。妇人将会死去，

君王〔也将死去〕。葡萄的收成〔将会出现〕问题。

4 又如果一月一日是水星日〔星期三〕的话，那么庄稼将会有好

收成，还会有葡萄丰收。水果的收成则不好。做生意的会成功。人却

要遭遇灭亡。那年的冬天很温暖。秋天将是和暧的。〔人们将经历〕

刀剑的危机。食油的产量很充裕。人将会有腹泻和内脏的问题。女人

将死去。不同的地方都出现饥荒，〔而〕夏天倒是美好的。人们将会

听到新的消息，〔另外〕蜂蜜停产了。

5 倘若一月一日是木星日〔星期四〕, 〔那年将会出现〕谷物失

收;肉食的价钱〔将会〕很高。水果的产量很充裕。蜂蜜的出产将会

减少。人们〔将会经历〕和缓的冬天、刮风的春天、美好的秋天和愉

快的夏天。〔地上将会发生〕猪瘟。那年的雨水很多，河水泛滥成灾。

人们将可享有足够的食油，但农作物会被破坏，不同的豆类种在一起，

人们〔将可享〕平安。

6 又或者一月一日是金星日〔星期五〕的话，那年将会出现和缓

的冬天、恶劣的夏天和干燥的秋天。谷物将会失收，葡萄的收成却是

好的。人们将会有眼疾。婴孩将死去。地上将会发生地震。君主〔将

会遇到〕危险。食油的产量〔将会〕很充裕。羊和蜜蜂将会灭亡。

7 一月一日若是土星日〔星期六〕的话，那年的冬天刮大风，春

天很恶性，夏天因受暴风吹袭而天气变化多端，秋天则是干燥的。谷



物的收成不好，〔而〕亚麻的价钱很高。热病将会蔓延，人们将会感

染到不同的疾病，老年人将会死亡。

希腊语以斯拉启示录

简介

《希腊语以斯拉启示录》记载以斯拉祈求得启示，上主便回应他。

在整个启示的过程中，以斯拉不断与上主争辩，由始祖亚当犯罪，到

希律的受罚、敌基督、人的灵魂和大审判等所引发出一连串的问题。

最后以斯拉被接去，安然离世。

这文献最早于公元 1866 年出版，所根据的抄本是在十五世纪抄

写的。原文基本上是希腊文，但也有以希伯来文写成的犹太资料。学

者相信此文献是由不同的数据所组合而成的。其文学体裁则源于《以

斯拉四书》。成书日期介于公元 150 至 850 年间，写作地点不详。

《希腊语以斯拉启示录》涉及一系列的神学主题，包括上帝、人

与创造、死后的生命、天使及获得异象者等等。文献中引用了不少新

旧约的经文。

文本

引言和祈祷

一 1 在第十三年某月的二十二日，2 我坐在家中，高声呼喊至

高者，说：「上主，求你赐〔我〕荣耀，好使我得见你的奥秘。」3 在

夜幕低垂的时候，天使长米迦勒来对我说：「先知以斯拉，你要禁食

七十周。」我于是禁食，正如他吩咐我的。4 然后，天军的统帅拉斐

尔来到，他给我一根杖，5 我继续禁食六十周的两次，我就看见上帝



和他天使的奥秘。6 我对他们说：「我希望为基督徒向上帝呼求。未

曾出生的，胜过到这世上来的。」

以斯拉被提到天上:他祈祷求怜悯

7 于是我被提到天上去，我在第一层天看见一大队天使天军，他

们把我带到审判的地方。8 我听到有声音对我说：「 可怜我们，蒙上

帝拣选的以斯拉。」9 我便开声说：「罪人有祸了，他们看见义人〔被

提到〕天使之上，他们却属于似火的阴间。」10 以斯拉又接着说:「满

有恩典和慈悲的主，求你怜悯你手所作的工。11 求你咒诅我而放过

众罪人的灵魂，因为惩罚一人的灵魂，胜过毁灭全世界。」12 上帝回

答说：「我将在乐园赐平安给义人，我是满有恩慈的。」13 以斯拉说：

「上主，为甚么你喜悦义人? 14 正如受雇的人完成他的工作便离去，

又如奴仆为了领取薪酬而服事他的主人，义人也同样要在天上领受他

的赏赐。15但是，求你怜悯罪人，困为我们知道你是慈悲的。」16 上

帝说：「 我不会对他们施怜悯。」17 以斯拉接着说：「〔求你怜恤他们〕，

因为他们受不住你的怒气。」18 上帝说：「〔我发怒〕是因为这些〔人〕

犹如〔无水之地〕。 」 19 上帝接着说：「 我愿意保守你，如同保罗

和约翰。20 你把不能朽坏和不可侵犯的宝藏献给我，就是贞节的宝

库、世人的墙垣。 」

以斯拉的第二个祈祷

21 以斯拉说：「世人若未曾生出来倒更好;但愿他从未得着生命。

22 做不能说话的兽，胜过做人，因为牠们不需要承受刑罚。

23 [你把〕我们生在审判之下。24 未来世界的罪人有祸了，他们



的惩罚永不止息，火是不灭的。」

以斯拉与帝争辩:亚当的罪

二 1 正当我对他如此说的时候，米迦勒、加百列和全部使徒都

来到，他们说：2「平安」 以斯拉说：「上帝忠心的仆人! 」 4 上主

啊，起来和我到审判的地方去。」上帝于是说：「看哪，我要把我的约

赐给你们，是我和你们所立的约，好叫你们可以接受它。」5 以斯拉

说：「 我们要在你面前陈述我们的讼案，你务要亲耳聆听。」

6 上帝说：「 你去问你的父亲亚伯拉罕，甚么样的儿子可以向父

亲提出诉讼，并就讼案与我们争辩。」7 以斯拉说：「 我以活着的上

主说这话，我一定会为着基督徒的缘故，继续与你争辩。8 上主啊，

你从前的恩慈哪里去了?你长久的忍耐在哪里? 」 9 上帝说：「 我造

了义人、又造罪人，好像我造了日、又造夜一样，你行事为人，理应

像义人般。」10 先知说：「 是谁造了亚当——那原生的、首生的? 」

11 上帝说：「 是我无沾染的手，我把他放在乐园中，叫他看守生命

树的范图。」 12（......） 因为那造成叛逆的，使这〔人〕犯罪。」13 先

知说：「 不是有天使看守着他吗? 14 生命岂不是〔由〕基路伯把守，

直到永远?15 祢吩咐众天使无论发生了甚么事，都要在场看守他，他

又怎么会被欺骗?求你聆听我要说的话！16 若不是你赐他夏娃，就永

远不会有蛇诱惑她的事情发生。17 如果祢拯救祢愿意救的人，祢也

可以毁灭祢想毁灭的。」

以斯拉与帝争辩:世人的罪

18 先知说「 我的主啊，让我们继续第二个审判。」19 上帝说:



「我将火从天上降到所多玛和蛾摩拉。」20 先知说「 上主，你也把

我们配得的给我们。」20上帝说「 你们的罪恶超过我的仁慈。」22 先

知说「 我的父亲，求你记念圣经，是你量度和重建耶路撒冷的。23 上

主，求你怜惜罪人，怜惜你自己的塑造，求你以恩慈对待你手所作的

工。」24 那时，上帝记起祂的工作，便对先知说「 我怎能怜恤他们?

25他们拿醋和苦胆给我喝，又〔 ... ... 〕 他们悔改。」

审判日

26 先知说：「求你显明你的基路伯，让我们一同到审判座前，27

求你为我揭示审判日的性质。」28上帝说「 你离开了正题，以斯拉，

29 在审判的那天，将不会有雨降在地上， 30 因为那天将会有仁慈

的审判。」31 先知接着说：「我不会停止与你争辩这讼案，直到我看

见完满的那天。」 32 〔上帝说：〕「 你去数算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

你若能数得过来，你方才可以跟我争辩。」

三 1 先知接着说：「上主，你知道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2 我岂

能数算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3 上帝说：「 我拣选的先知啊，没有

人能知道那大日子和上主审判世界的时刻。4 为了你的缘故，我的先

知啊，我已经把那日子告诉你，但我没有告诉你准确的小时。」5 先

知说：「上主，求你也把年份告诉我。」6 上帝于是说：「 如果我看见

正直的事在世上增多，我将以长久的忍耐对待世人。不然，我会伸手

紧握这世界，从它的四角召集所有人到约沙法谷，然后灭绝世人，到

时，世界将不复存在。」 7 先知说：「那么，你的右手将如何得着荣

耀? 」 8 上帝说：「我将从我的天使得荣耀。」



为甚么世人被造出来?

9 先知说：「上主，如果这是你的打算，你为甚么要在起初的时

候造人? 10 你对亚伯拉罕我们的父亲说：『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你的应许如今在哪里? 」

末时的的兆头

11 上帝说: 「首先我将借着地震使四脚的兽和世人灭亡。12 当

你看见兄弟杀书兄弟、儿女与父母作对、妻子离弃丈夫时,13 又当你

看见国攻打国时，你就知道末时近了。14 那个时候，兄弟不会怜惜

兄弟，丈夫不会怜情妻子，儿女不会怜惜父母，朋友不会怜惜朋友，

奴仆也不会怜惜主人。15 因为世人的敌人将亲自从地狱上来，他要

向世人显示许多事情。16 我应该怎样对你呢，以斯拉，你是否还要

继续与我争辩?」

以斯拉下到地狱

四 1 先知接着说：「上主，我绝不会停止与你争辩。」2 上帝说:

「你去数一数地上花朵的数目。3 如果你能数得过来你便可以跟我争

辩。」4 先知说：「上主，我岂能数算花的数目我只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但我不会停止与你事辩。5 上主，我想看地狱的底层。」6 上帝

说：「下去看吧!」7 他差米迦勒、加百列和另外三十四位天使到来，

8 我落了八十五级阶梯，他们又带我落了五百级。

希律被惩治

9 我看见一个似火的宝座，有一个老人坐在宝座上，他的惩罚何

其严峻。10 我对天使们说：「这人是谁，他犯了甚么罪? 」11他们对



我说：「他是希律，从前是个王，他曾经命令人将两岁以内的男孩，

全都杀尽。」 12 我于是说：「他的魂有祸了! 」

叛逆者和阴间

13 天使们再带我往下走了三十级。我看见那里有多个烧滚的火

团，火里头各有一群群的罪人。14 我听到他们的声音，却看不清他

们的模样。15 天使再带我往深处落了很多级，是我数不过来的。16 我

在那里看见一些老人，有似火的轮轴在他们的耳边旋转。17 我说:「这

些人是谁，他们犯了甚么罪? 」 18 他们对我说：「他们是窃听者。」

19 他们再带我往下走了五百级。20我看见不死的虫和消灭罪人的火。

21 他们带我落到沉沦〔灭亡〕的基地，我看见阴间的十二重袭击。

22 然后他们带我到南方去，我看见一个人从眼脸被挂起，天使们正

在鞭打他。23 我问道：「这人是谁，他犯了甚么罪? 」 24 天军的统

帅米迦勒对我说：「他犯了乱伦的罪;他把本来是微小的情欲行出来，

就被挂上了。」

敌基督

25 然后他们带我到北方去，我在那里看见一个人被困在铁栏内。

26 我问道：「这是谁? 」 他对我说：27「他自己这样说：『我是上帝

的儿子，就是把石头变成饼、把水变成酒的那位。』」28 先知说:「把

他的样子告诉我，好让我通知世人，免得他们信他。」29 他对我说：

「他的面貌像个野人。他的右眼如同在黎明上升的晨星，左眼则是目

不转睛的。30 他的口长一肘，牙齿长一个手掌， 31手指像长柄大锣

刀，脚掌长两个手掌，额上刻有“敌基督"的字样。32他曾经升到天



上，将来却要坠落阴间，到极深之处。 33 他一时像个孩子，一时像

个老人。」34 先知说：「上主，怎么你容许世人迷失? 」

35 上帝说：「听着，我的先知!他可以化作孩子和老人，你们不

要以为他就是我挚爱的儿子。36 在这些事之后，号筒要吹响，坟墓

将打开，死人将要复活，他们的身体毫无腐朽。37 那时，敌人一听

到可怕的威吓，便躲到外面的黑暗里。38 天、地和海都要灭亡。39

我要用火焚烧天，达到八十肘，又烧地，达到八百肘。」40 先知说:

「到底天犯了甚么罪? 」 41 上帝说：因为[ ...... 」 是邪恶的。」42

先知说：「上主，地又犯了甚么罪? 」的上帝说：「敌人听到我可怕的

威吓就躲〔到地里头〕 ，因此，我要使地和地上叛逆的人类一同溶

化。」

更多的惩罚

五 1 先知说：「上主啊，求你怜悯基督徒的族类。」2 我看见一

个妇人被吊起，有四头野兽在她的胸前吃奶。3 天使们对我说：「她

已经厌恶喂奶，把婴孩进了河里。」4 我看见那可怕的黑暗，黑夜里

没有星光或是月光。5 那里没有年轻人，也没有老年人;没有兄弟，

没有母子，也没有夫妇。6 我哭了，说道：「上主啊，上主，求你施

恩予罪人。」

以斯拉被提到天上

7 我说这话的时候，有云彩来把我提到天上去。8 我看见很多的

审判，我伤心地哭起来，我说：9「人若不从母腹生出来倒更好。」10

那些正在受刑罚的人呼叫说：「上帝圣洁的仆人，自你来到这儿，我



们得到了些微的缓刑。」11先知说：「为罪哀悼的人有福了。」

出生和出生的目的

12 上帝说：「听着，我所爱的以斯拉!农夫把谷物的种子撒在地

上，男人也同样把种子留在女人的体内。13 第一个月，种子是完整

的。第二个月，胚胎胀大了。第三个月，它长出毛发。第四个月，它

长出指甲。第五个月，它成为乳白色的。第六个月，它已经准备好，

又在加速成长。第七个月，它的预备工夫完成了。〔第八个月...... 」到

第九个月，妇人生孩子的出口打开，婴孩就健健康康的生在地上。」14

先知说：「世人若不生出来倒更好。15 哎呀，世人啊，你们生下来便

要接受审判。」16 我对上主说：「上主，你为甚么造人，又把他交去

接受审判呢?」17 上帝高声宣告说：「我不会饶恕违背我圣约的人。」

18 先知说：「上主，你的美善在哪里?」19 上帝说：「我为世人预备

了万物，世人却不遵守我的诫命。」

惩罚和赏赐

20 先知说：「上主，求你为我揭示关于惩罚和乐园的事。」21 天

使于是领我到东方去，我在那里看见生命树。22 我还看见以诺、以

利亚、摩西、彼得、保罗、路加、马太，以及所有的义人和列祖。23

我又看见空中的〔惩罚〕、众风的动向、冰雪的府库和永恒的刑罚。

24 我又看见一个人的头颅骨挂在那里。25 他们对我说：「这人曾经

挪移边界。」26 我又看见重大的审判，我对上主说：「上主啊，上主，

凡是生下来的世人，那一个不曾犯罪?」27 他们带我到地狱的更深之

处，我看见所有的罪人在嚎叫、哭泣和哀号。28 我也哭了，因为我



看见人类这样被惩罚。

六 1 上帝对我说：「以斯拉，你知不知道掌管完满的天使的名字，

就是：2 米迦勒、加百列，乌利尔、拉妻尔、加布弗伦、押可、亚发

基唐诺、比布罗和锡布利安?

以斯拉为他的灵魂争论

3 然后，有声音对我说：「以斯拉，到这里来，死吧，我挚爱的!

交出我托付〔给你〕的灵魂。」4 先知说：「你要怎样领我的灵魂出来?」

5 天使们说：「我们将从你的口领它出来。」6 先知说：「我与上帝面

对面说话，它不能从我的口出来。」7 天使们说：「那么我们可以从你

的鼻孔领它出来。」8 先知说：「我的鼻孔嗅过上帝的荣耀。」9 天使

们说：「那么我们就从你的眼睛领它出来。」10 先知说：「我的眼睛见

过上帝的背。」11 天使们说：「那么我们从你的头领它出来。」12〔......

天使们说：「 这样的话，我们要从你的脚领它出来。」 」 先知说：

「我曾经与摩西一同在山上行走，它不会从我的脚出来。」13天使们

说：「那我们就从你的〔脚〕指甲尖领它出来。」14先知说：「我曾经

踏足在圣所里。」15 诸天使未能完成任务，他们在离开前如此说：「上

主，我们未能接收他的灵魂。」16 他于是对他的独生于说：「下去，

我的爱子，你要与众天军天使同去，把我所爱的以斯拉的灵魂带回

来。」l7 上主便带众天使天军同去，对先知说：「 把我从前托付给你

的押抵交还给我。冠冕已经为你预备好了。」18 先知说：「上主，如

果你取回我的灵魂，剩下的还有谁可以替世人代求呢? 」19 上帝说：

「你是必死的和属地上的，你不要与我争辩。」20 先知说「 我永远



不会停止与你争辩。」21 上帝说：「这个时候，你要把那托付〔给你〕

的交出来。冠冕已经为你预备好了。22 来吧，你一死去，就能得着

你的冠冕。」23 这时，先知开始流泪，他说：「上主啊，我即将倒在

地上，我与你争辩又有甚么益处呢?

24 祸哉，祸哉!我即将被虫消化。25 为我悲哀吧，众圣徒和敬

虔人，我恳切的呼求，却被交给死亡!26为我哀悼吧，众圣徒和正直

人，因为我已经进入阴间的碗里。」

灵魂与身体

七 1 那时，上帝对他说：「听着，我所爱的以斯拉。我本是不死

的，却接受了十架，我尝过醋和苦瞻，又被埋在坟墓里。 2 我叫我

所拣选的起来，又从阴间召亚当上来，好叫人类[ ...... 」。所以，你不

必害怕死亡。3 那从我而来的，即是灵魂，要往天上去。那从地上而

来的，即是肉体，要到地上去，他原本就是从地上来的。」4 先知说：

「 祸哉，祸哉!我当做甚么?我当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

结束的祈祷

5 蒙福的以斯拉说：「 恒的上帝啊，创造天地的主，你用手掌量

过苍天，又把大地放在手心， 6 你坐着基路伯飞行，你用火车火马

送先知以利亚到诸天去，7 你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万物都惧怕你，

并且在你的权能面前战栗震惊，8 求你听我恳切的呼求，9 求你赐福

给抄录这书和保存它、记念我名字和完整地保留我记忆的人，求你把

天上的恩福赐给他们。10 求你祝福他的一切事情，正如约瑟的结局

一样。11 求你在审判的日子，不要记念他从前所犯的罪。12 凡不信



这书的，都要被焚烧，好像所多玛和蛾摩拉一样。」13 接着有声音对

他说：「 以斯拉，我所爱的，我将把你所求的赐给每个人。」

以斯拉的死亡和埋葬

14 以斯拉立时在荣耀中交出他宝贵的灵魂，那日是十月十八日。

15 他们用香和诗篇把他埋葬了。他宝贵和圣洁的身体不断坚固众人

的灵魂和身体，只要他们愿意接近他。

赞美诗

16 愿荣耀、权能、尊贵和崇敬归给那配得的，就是父、子和圣

灵，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