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末世迷思(三)

啟示錄13-17

1

尊重版權，請勿隨便轉載此檔案

啟13  獸的數目
13:1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
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
上有褻瀆的名號。

2.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
腳、口像獅子的口．那龍將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他。

3.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
死傷．那死傷卻醫好了。全地的人、都
希奇跟從那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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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又拜那龍、因為他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
．也拜獸說、誰能比這獸、誰能與他交戰
呢。

5.又賜給他說誇大褻瀆話的口．又有權柄
賜給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6.獸就開口向 神說褻瀆的話、褻瀆 神
的名、並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

7.又任憑他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也把
權柄賜給他、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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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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10.擄掠人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
被刀殺。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11.我又看見另有一個獸從地中上來．有
兩角如同羊羔、說話好像龍。

4

12.他在頭一個獸面前、施行頭一個獸所有的

權柄．並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傷

醫好的頭一個獸。

13.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從天降

在地上。

14.他因賜給他權柄在獸面前能行奇事、就迷

惑住在地上的人、說、要給那受刀傷還活著

的獸作個像。

15.又有權柄賜給他叫獸像有生氣、並且能說

話、又叫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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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他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
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
一個印記。

17.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獸名
數目的、都不得作買賣。

18.在這裏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
計獸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目、他的
數目是六百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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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

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

褻瀆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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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
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那龍將自
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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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代表能力、冠冕代表權柄。而

• 紅龍、海獸、陸獸=邪惡的三位一體。

• 褻瀆的名號，即自稱為神，自吹為是
世界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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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我看見獸
的七頭中﹐有一
個似乎受了死
傷﹐那死傷卻醫
好了。全地的人
都希奇跟從那獸。

逼迫基督徒的尼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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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又拜那龍―因為牠將自己的權
柄給了獸﹐也拜獸﹐說：「誰能比這
獸﹐誰能與牠交戰呢？」

• 13:5 又賜給牠說誇大褻瀆話的口﹐
又有權柄賜給牠﹐可以任意而行四十
二個月。

• 13:6 獸就開口向 神說褻瀆的話﹐
褻瀆 神的名並他的帳幕﹐以及那些
住在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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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是甚麼?
• 獸是敵基督

• 敵基督是那獸，但獸又指什麼？此七頭十
角的獸是敵擋基督的,在背後被魔鬼指使，
向神說褻瀆的話（17:3；13:5-6），逼迫聖
徒（13:7)，並與羔羊爭戰. (啟17:12-13). 
聖經描述十角是十王, 此獸大可能是指想模
仿, 代替基督的王，那現今還沒有來到，
將來在末世必出現統治世界的王，而且會
死過而復活的（啟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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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丁·路德開始，所
有主要的宗教改革家，
包括威克里夫、胡斯、
路德、加爾文、諾克斯、
他们都認定教宗象徵著
敵基督的權勢，而羅馬
天主教則象徵《啟示錄》
中的巴比倫大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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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拉

帶領德國從戰敗國的廢
墟中迅速崛起、經濟高

速增長、民富國強、生
活改善. 他能言善辩, 聰

明機智、而且能掌握人
民的心理, 得到德國全民

擁戴。

• 當年，英美很多教會領
袖都認定他是敵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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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末世, 敵基督出現時，其迷惑力將比
希特拉大千百倍. 他將制伏各族各民各
方各國, 以和平、經濟繁榮、騙得全世
界, 各族各民各方各國的擁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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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誰可能是敵基督?  我們無法認
定教皇能在末世, 成為制伏各族各民各
方各國的敵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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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基督主基督主基督主基督

1. 戴戴戴戴著著著著許許許許多多多多冠冠冠冠冕冕冕冕

（（（（19:12））））

2. 提提提提到到到到神神神神寶寶寶寶座座座座那那那那

裡裡裡裡（（（（12:5））））

3. 像像像像是是是是被被被被殺殺殺殺過過過過的的的的

（（（（5:6））））

4. 榮榮榮榮耀耀耀耀、、、、權權權權能能能能歸歸歸歸

給給給給他他他他（（（（1:6））））

5. 以以以以色色色色列列列列人人人人各各各各支支支支

派派派派中中中中受受受受印印印印（（（（7:4））））

敵基督──獸

1. 有十個冠冕（13:1）

2. 有龍的能力 和
權柄。（13:2）

3. 受了死傷 卻醫
好了（13:3、12）

4. 龍把權柄給了
獸，也拜獸（13:4）

5. 叫眾人額上受一
個印記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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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可能性 –伊斯蘭
教可能是敵基督(事實

上，伊斯蘭原教旨主

義反西方文化，就是
反基督教)，而不是天
主教的教皇。

• 在不久將來，伊斯蘭

教将在宗教, 政治, 經

濟上, 称霸全球.

• 伊斯蘭國(ISIS)可能
是最接近的敵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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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講到，敵基督
“必向至高者說誇大的
話，…必想改變節期和
律法。聖民必交付他手
一載，二載，半載。
（但以理書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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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蘭教不但將使用獨一的宗教曆法
視為神聖的誡命，而且它還有自己的
星期。

• 不像西方的星期節奏－星期一到星期
五為工作日，接下來的星期六和星期
天則作為週末，猶太教和基督教利用
這兩天來作為他們各自的敬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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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律法︰在阿拉伯語，沙里法是指
「聖法」，是一套伊斯蘭教的法律。
根據《古蘭經》的教義，作為穆斯林
日常生活和行為的指引，包括政治、
經濟、銀行業務、商業法、合同法律、
性別交友，和社會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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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荷蘭和法國，西方國家的穆斯
林以宗教信仰為名，要求建立自己的
學校和教育體系，甚至要求在社區內
執行穆斯林教法，不執行國家的法律
體系。

• 除非全世界完全執行伊斯蘭教法，取
消現在的法制體系，否則，穆斯林以
宗教信仰為名會進一步的要求執行伊
斯蘭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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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要全世界由伊斯蘭
統治，服從伊斯蘭教法. 穆斯林有神聖責任
發動聖戰對付抗拒伊斯蘭統治的異教徒，
以及猶太人和基督徒(古蘭經3：139至142，
169至172；4：74，95；9：20至22，111；
61：4，11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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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可能性是美國、加拿大為首的
西方敵基督世俗人文主義者。(下文再
述︰世界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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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又任憑牠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
也把權柄賜給牠﹐制伏各族﹑各民﹑各
方﹑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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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

13:9-10凡有耳的﹐就應當聽！擄掠人
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
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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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基督徒被

集體斬首

給耶穌作見證之人斬首 (Rev 20:4) –

伊斯蘭法中保存了大量的肉刑，諸如斷肢、
鞭杖、石刑、斬首等極其野蠻的刑罰。

在嚴格執行伊斯蘭教法的地區，更會把褻瀆
神明安拉和譭謗先知穆罕默德者處以極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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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沙特( Saudi Arabia)的教法還使用
武力阻止任何國民成為基督徒，違者要
斬首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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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我又看見另有一個獸從地中上來有
兩角如同羊羔﹐說話好像龍。

13:12-13 牠在頭一個獸面前﹐施行頭一
個獸所有的權柄﹐並且叫地和住在地上
的人拜那死傷醫好的頭一個獸。又行大
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從天降在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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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牠因賜給牠權柄在獸面前能行奇
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說：「要給
那受刀傷還活著的獸作個像。」

13:15 又有權柄賜給牠﹐叫獸像有生
氣﹐並且能說話﹐又叫所有不拜獸像的
人都被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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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17 牠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
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
在額上受一個印記。除了那受印記﹑
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作
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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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災難期間，那象徵敵基督的“獸”，要
統轄地上的人，可以輕易，監督全世界的買
賣。現在皮下的電腦晶片科技，已經可植入
右手或額上, 來監督所有日常買賣的交易.晶
片的電池透過人體溫度的起伏去產生充電的
電流，經過多年

研究，發現人體

溫度起伏最大的

部位是「右手」

及「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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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 在這裡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
以算計獸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目﹐
它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

•獸名=獸的數目，因為希伯來或希臘文
每一個字母，都有一個數值。希伯來文
的頭九個字母，代表1-9；第十個宇母到
十九個字母代表10-90，第二十個字母
=200，第二十一個字母是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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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在英文，

• A-I = 1-9

• J-R =10-90

• S-Z =100-800

• CHAN : 3+8+1+40=52

• Tai Man: 200+1+9+40+1+50=301

• Chan Tai Man=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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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以英文代替，Ann=1+50+50=101，
Mak=40+1+20=61。

• 在龐貝城有一個男子在牆上刻上我愛
上了一個女孩，她的數目是545(拉丁
文)。

• 猶太人對這些數目有很大興趣。例如
亞伯拉罕為救羅得，率領318壯丁，而
剛好他的僕人以利亞謝

=200+7+70+10+3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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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40+4+1=45)

夏娃(5+6+8=19)，

耶和華
(5+6+5+10=26)

亞當-耶和華=夏娃

45-26=19

真是女人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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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是甚麼?

• 約翰寫給當時的信
徒，一定是很容易
猜出來，可是很快，
第二世紀，愛任紐
發現密碼已經失傳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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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陣

• 666=1+2+3+4…+36

• 36=1+2+3+…+8

• 8剛好是智慧的數目，也是啟示錄
17:11「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獸，就
是第八位。」似乎呼之欲出，但仍然
不能確定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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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人用的是把666看成一個人的名字。
在約翰的時代可能很多信徒都明白。不
過，之後的世代有太多人合用，結果如
煙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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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迫基督教的羅馬皇帝豆米田(Domitian 
81-96在位)稱號的縮寫，剛好也是666

• 尼祿凱撒(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37-68在位)的亞蘭文是667，希伯來文是
676，差些少，為了証明他是獸的數目，於
是有人先把他的拉丁文譯成

希臘文，再由希臘文譯成希

伯來文，哈利路亞，果然是

666 !!

尼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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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的人，為了對號入座，產生了很多
666

• 羅馬教會(Italika Ekklisia =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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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帝國( He Letana Basileia =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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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皇( Paeiskos = 666) 

• 穆罕默德(Maometis = 666) 

42



• 希特拉(Adolf Hitler = 666) 

43

最後，馬丁路德

( Loutherana)

也是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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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記29:29

• 隱祕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
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
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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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十四章

天上新歌

46

• 我們回顧前面各章，重新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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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四︰天上的敬拜

二十四長老二十四長老二十四長老二十四長老

=天上議會天上議會天上議會天上議會，，，，

12支派支派支派支派(舊舊舊舊)+

12使徒使徒使徒使徒(新新新新)

48



啟示錄五章︰誰主浮沉

耶穌為羔羊，
只有祂配揭
開預言的書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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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第六章︰末世戰馬

• 白馬︰西方
殖民

• 紅馬︰共產
政權

• 黑馬︰經濟
操控

• 灰馬︰飢荒
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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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七章︰災難中的應許

第六印與
第七印之
間的插曲，
大災難中
上帝保守

祂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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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八章︰生態災難

一號︰火與血

二號︰海受審判

三號︰水受審判

四號︰星辰受審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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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九章︰生死兩難

• 蝗虫有蠍子
螫(sik-識)人
的能力，使
人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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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十章︰苦甜之間

約翰吃小卷，
口中苦，肚
中甜，甜與
苦是體驗了
上帝的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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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十一章︰苦難中的教會

丈量是表明上
帝的保守︰聖
殿、祭壇和敬
拜的人；而外
邦人、殿外的
部分，在丈量
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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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十二章︰降龍伏魔

婦人與男孩

七頭紅龍

龍的戰爭

殉道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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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十三章︰獸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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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十四章︰天上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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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同
他又有十四萬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
父的名寫在額上。

14:2-3.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像眾水的
聲音和大雷的聲音，並且我所聽見的好
像彈琴的所彈的琴聲。他們在寶座前，
並在四活物和眾長老前唱歌，彷彿是新
歌；除了從地上買來的那十四萬四千人
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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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萬四千究竟在地還是在天? 

• 這是一幅時空穿梭的圖畫，他們是在
地上，但在天上他們已經有了位置，
約翰看見他們「將來」的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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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水︰如尼加拉大瀑布，如萬馬奔騰，
淹蓋世上一切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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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貫耳的雷聲，直轟入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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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聲︰乃豎琴，清脆優美，極度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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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只有他們能唱?

• 因為這歌是生命經歷之歌。

• 詩九八1「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
為他行過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聖臂
施行救恩。」

• 凡詩篇說到新歌，都有一個共同主題，
即詩人經歷大患難，然後遇上拯救，
他就會向耶和華唱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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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四

14:6.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飛在空中，
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就
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

14:7.他大聲說：應當敬畏神，將榮耀歸
給他！因他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
應當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泉源的。

14:8.又有第二位天使接著說：叫萬民喝
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倫大城傾倒了！
傾倒了！

65

14:9.又有第三位天使接著他們，大聲說：
若有人拜獸和獸像，在額上或在手上受
了印記，

66



啟十四

10.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
忿怒的杯中純一不雜。他要在聖天使和
羔羊面前，在火與硫磺之中受痛苦。

11.他受痛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
那些拜獸和獸像，受他名之印記的，晝
夜不得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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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永遠的福音 ?

68

• 永遠的福音︰是上帝給地上的人最後一次
的機會，最後一次逃避不可逆轉的審判命
運，錯過這機會，永遠後悔，因此叫永遠
的福音。因此永遠的福音是逃避上帝審判
而勸人悔改，是嚴肅的，是處在最緊要的
關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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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淫、大怒之酒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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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淫，意指富裕、驕傲、肉慾享受、
物質主義、自我為是，為自己創造偶
像，又操控偶像。這是一種極端「為
我」的生活態度。巴比倫是指著當時
的羅馬。

• 大怒，可翻譯為「顛狂」，即激情，
是全心全意的犯罪，而非偶一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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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四

12.聖徒的忍耐就在此；他們是守神誡命
和耶穌真道的。

•忍耐就在此，由於拜獸的人下場如此
可怕，聖徒(跟隨基督)的人無論要付任
何代價，也必至死忠心了，理由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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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四

13.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
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
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安息，不是休息，是心滿意足，享受勞
苦的成果。世上再沒有病患、痛苦干擾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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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又觀看，見有一片白雲，雲上坐著
一位好像人子，頭上戴著金冠冕，手裡
拿著快鐮刀。

74

人子=耶穌；坐在白雲上=再來的榮耀；
金冠冕=勝利與王權；快鐮刀=鋒利的收
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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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又有一位天
使從殿中出來，
向那坐在雲上的
大聲喊著說：伸
出你的鐮刀來收
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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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收割的
時候已經到
了，地上的
莊稼已經熟
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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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四

16.那坐在雲上的，
就把鐮刀扔在地上，
地上的莊稼就被收
割了。

17.又有一位天使
從天上的殿中出來，
他也拿著快鐮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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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又有一位天使從祭壇中出來，是有權
柄管火的，向拿著快鐮刀的大聲喊著說：
伸出快鐮刀來，收取地上葡萄樹的果子，
因為葡萄熟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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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割=兩重意義召聚萬民和審判(約珥
書三13︰開鐮吧，因為莊稼熟了。)

• 第一個收割是人子，是祂(耶穌)付了代
價，在世上召聚萬民，把麥子收在倉
裡；把稗子投在火上(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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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收割是由天使進行，用鐮刀收割
葡萄。這是指惡人，他們的報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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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四

19.那天使就把鐮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
上的葡萄，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

20.那酒醡踹在城外，就有血從酒醡裡流
出來，高到馬的嚼環，遠有六百里。

82

• 以色列的釀酒有兩個大桶，一個盛葡
萄，人在上踹，汁流往另外的桶，發
酵成酒。六百里是巴勒斯坦南北的距
離，即上帝的審判覆蓋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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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如何持守上帝的道? 

• 古代教會有各種異端，侵入基督教；

• 今日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宗教，披著類
似基督教，

• 而基督徒因為底子差，不知道自己信
仰的寶貴，以他神代替上帝，

• 例如很多基督徒看見《與神對話》如
獲至寶，放下聖經，追求類似基督教
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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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五次婚姻失敗，最
後行乞。1995年他憤而向
天寫了控訴的信；他的手
和腦突然不由自主地接受
了「天啟」，寫出一篇自
稱為「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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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神教會」(atheist mega-churches)

• 一個「新宗教」2013年在英國出現後，迅
即在美國及澳洲等地急速冒起，「信眾」逢
周日參與聚會，分享感受——但他們均為無
神論者，旨在結集一起「慶祝生命」，稱為
「無神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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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神教會」由英國兩名
喜劇家瓊斯(Sanderson 

Jones)及埃文斯(Pippa 
Evans)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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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神教會」聚會設有唱歌環節，但唱
的並非詩歌，而是流行歌手Stevie 

Wonder及皇后樂隊的歌曲，「讀經」環
節朗讀的不是《聖經》，而是諸如《愛
麗絲夢遊仙境》

等小說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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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米吉多頓
南播 2015.08.02

啟15-16章

89

1. 七碗的序幕︰摩西之歌(15:1-4)

1. 我又看見在天上有異象，大而且奇，
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災，因為神
的大怒在這七災中發盡了。

2. 我看見彷彿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攙雜。
又看見那些勝了獸和獸的像並牠名字數
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著神的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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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說：
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為大哉！奇
哉！萬世之王啊，你的道途義哉！誠
哉！

• 4.主啊，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
與你的名呢？因為獨有你是聖的。萬
民都要來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義的
作為已經顯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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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主要是上帝的救贖和創造，是殉
道者向上帝唱的，內容出自詩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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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碗是由七號引入，兩者相似但不重覆，
七碗的災是七號的擴大和加劇。七碗的災
是上帝的烈怒發盡，意即最高峰。最高峰
不是最後，而是由最高峰往下滑，仍有烈
怒，之後還要對付撒旦、敵基督、假先知、
和一切拜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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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碗之災的前奏

啟15:5-8

5.此後，我看見在天上那存法櫃的殿開了。

6.那掌管七災的七位天使從殿中出來，穿
著潔白光明的細麻衣，胸間束著金帶。

7.四活物中有一個把盛滿了活到永永遠遠
之神大怒的七個金碗給了那七位天使。

8.因神的榮耀和能力，殿中充滿了煙。於
是沒有人能以進殿，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
降的七災完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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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不是為滿足我們二十一世紀好奇
心的人而寫，啟示錄的內容往往與舊
約及當時的背景有關，而約翰相信在
末後的日子，有相類似的情況，因此
必須不要按字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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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存法櫃
的殿」=見証的
殿，因其中有
兩塊十誡的法
版，放在約櫃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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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穿著潔白

光明的細麻衣

（細麻衣；有古

卷是寶石），胸間束著金帶。」

顯示天使的地位，穿細麻衣是祭司，是
天庭祭司，且有金帶，地位高尚。祭司
除了獻祭，也確保聖殿不受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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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四活物」

四活物代表地上眾生靈，碗代表一倒而
盡。「永永遠遠之神大怒」祂既是永
遠全能，祂

定意做的，一

定能造得到，

人不悔改，必

受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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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殿中充滿了煙」

煙代表上帝審判的權能充分顯現。當祂
在西乃山時，山上就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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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碗之災啟16:1-12

1.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殿中出來，向那七
位天使說：你們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
倒在地上。

2.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
有惡而且毒的瘡生在那些有獸印記、拜
獸像的人身上。

3.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裡，海就變成
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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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與眾水
的泉源裡，水就變成血了。

5. 我聽見掌管眾水的天使說：昔在、今
在的聖者阿，你這樣判斷是公義的；

6. 他們曾流聖徒與先知的血，現在你給
他們血喝；這是他們所該受的。

7. 我又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是的，主
神―全能者阿，你的判斷義哉！誠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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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頭上，叫日頭
能用火烤人。

9. 人被大熱所烤，就褻瀆那有權掌管這些災
的神之名，並不悔改將榮耀歸給神。

10.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獸的座位上，獸的
國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頭；

11.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瘡，就褻瀆天
上的神，並不悔改所行的。

12.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
就乾了，要給那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眾王預備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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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碗「毒的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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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碗「海就變成血」像死人的血，不
是鮮血，是瘀黑的。啟八8:第二號吹響，
有像燒著火的山扔在海裡，三分一的水
變成血。如今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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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碗「江河與眾水的泉源裡，水就變成
血了」

• 是全部的水。這是約翰所見的，也是代表
當時的理解。如果有朝一日，人類牲畜恐
怕要滅絕。與第二號比較，意思是雖然經
過三分一的災，人類還未悔改，因此災難
的情勢會不斷加強。為什麼天使在這裡加
入對上帝的稱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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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我又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是
的，主神―全能者阿，你的判斷義哉！
誠哉！」

•因為上帝對世界施行全面的刑罰，不是
洩忿，而是要把世上的毒癗，就是世人
越來越狂妄的罪除去，好讓新天新地重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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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碗「日頭能用火烤人」，這裡不
是溫室效應，上帝要施行審判不必靠
賴自然現象。重點是人在災難中只有
無奈，但絕不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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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碗「獸的國就黑暗」很多解經家
相信是指羅馬帝國，黑暗是指政治崩
潰，全國陷於混亂狀態。如果是指將
來的日子，是指世界的國可能因為火
山灰、核戰之後等原因而陷入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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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有35座

活火山，過

去有多次其

中一座爆發引發另一座爆發的紀錄，最
嚴重的一次發生在1783年拉基火山爆發，
延續8個月之久，引發130個火山同時噴
發，難以計數的氟化物被噴入空中。導
致大量家畜和農作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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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火山爆發最後導致歐陸數十萬人死亡。
1783年後來被稱做「沒有夏天的恐怖年」，

一場火山爆發摧毀歐洲農業，使歐洲陷入
貧困數年，有歷史學家相信，此一情況可
能是促成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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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頭」，不是
不小心，而是刻意，把身受的痛楚(如

瘡、火烤等)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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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碗「伯拉大河上，河水就乾了」代
表羅馬帝國東面最後的屏障沒有了，那
些野蠻聯盟長驅殺入羅馬帝國，帝國滅
亡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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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插入的異象︰哈米吉多頓

16:13.我又看見三個污穢的靈，好像青蛙，
從龍口、獸口並假先知的口中出來。

14. 他們本是鬼魔的靈，施行奇事，出去到
普天下眾王那裡，叫他們在神全能者的大日
聚集爭戰。

15. （看哪，我來像賊一樣。那儆醒、看守
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
了！）

16, 那三個鬼魔便叫眾王聚集在一處，希伯
來話叫作哈米吉多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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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蛙，古人把蟾蜍，癩蛤蟆(toad)包括在內。
長相醜而毒性強烈。英語“toad-like”卑鄙

小人就是這字。

• 污穢的靈指邪惡的氣息，來自三個邪惡的
「三位一體」︰龍的口、獸的口、假先知
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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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的氣息有四
方面︰

• 政治上︰獨裁(浙江省1250教會十字架被拆，
100教堂被毀)，濫權(數十維權律師被捕)。

• 經濟上︰華爾街金融海盜，十年前狙擊亞
洲國家，造成亞洲金融風暴，十年後自食
其果，卻連累全球，億萬人與他們培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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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上︰現代重金屬音樂搖滾樂，歌頌死
亡、謀殺、吸毒、孌童、亂倫。人權氾濫，
無上限人權、無底線道德。

• 宗教上︰極端伊斯蘭教，用人肉炸彈殺害
無辜，以此獲取最高榮譽。那些突然失去
父母的孤兒，誰來安慰。 (上帝兒女)鼓吹集
體性交。無神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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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聚集要與上帝決

一死戰，地點是

哈米吉多頓(har megidd, 

音譯(Armageddon)，

哈(har)是山，米吉多頓

是著名古戰場，位於耶

斯列平原上。是埃及往

大馬色的要道，是兵家必爭之地。(亞哈謝被耶
戶的箭所殺，王下9:27；約西亞法老尼哥所殺，
王下23: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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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沒有找到米吉多頓的山，而且，
戰場通常不會在山上。七十士譯本把米吉
多譯為「滅絕」(撒12:11)，因此猶太人把米
吉多理解為反對上帝的眾敵遭到滅絕。因
此，我們只能用靈意來解釋，而整個靈意
則要待啟19:19-21才有較清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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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能說，哈米吉多頓大戰是上帝
與撒旦、正義與邪惡在終極的時候最
後一戰。撒旦怎樣憑著邪惡的三位一
體，聚集萬國諸王，又聯結世上一切
偽宗教，匯集成曠世以來的大軍，與
上帝的國度宣戰。上帝以其無限的能
力，至終全然滅絕他們，開展祂的國
度。這就是本段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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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碗啟十六: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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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
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
利害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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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那大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
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
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他。

20. 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

21. 又有大雹子從天落在人身上，每一
個約重一他連得。為這雹子的災極大，
人就褻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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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碗倒在空中，即人呼吸的空氣被打擊，
空氣嚴重污染，人就不再健康地生活。

• 跟著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自從
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利害的
地震。整個大自然對抗人類，反叛人類。

• 大地震是從來沒有好像這樣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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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實，還是寓意?

123

• 我們堅持，約翰所看的是真的，只是他當
日所看的，是我們今日無法直接理解的。

• (1). 末日有很多災難，有些是由人做成，經

文表面好像是上帝施行，實際是人敵擋上
帝而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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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不要妄想在地球上找出最後大戰的
地方，換句話說，在上帝國之外都可
能是哈米吉多頓的戰場。例如︰某一
國、某一教會、某一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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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章17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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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V---It is done; NEB—It 

is over!

• 不是指成就了甚麼，而是無奈地說，
最後的審判，終於過去了。

• 上帝的目的不是為審判而施行刑罰，
祂乃是為拯救，祂最傷心的是人在災
難中，仍不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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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章對我們的啟示

• 很多人尋求宗教，特別是基督教，都
不重視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是審判，
悔改及赦免。二十世紀開始，美國人
把基督教作為生財工具，極力避免十
字架的道理，只強調福音可以為你做
甚麼? 由不需看醫生、動手術而得醫治
的神奇宣言，到積極思想，想甚麼有
甚麼，或是富貴福音，信耶穌必然發
達，生意興隆。結果人就趨之若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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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的核心是十字架，耶穌說作門徒
一定要背起十字架。一個患腫瘤的人一
定要割除，騙人的醫生只給你止痛藥而
不正面施行殘酷的醫治，結果病人延醫
而死。

• 要有二十一章的新天新地，就要有去除
罪惡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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