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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第 7－9章 

啟示錄第 7－9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在啟示錄第四章，約翰看見一個寶座，把我們帶到天上的景

像，寶座的周圍有四個活物在敬拜神，二十四位長老在回應

著他們的敬拜。 

在第五章，我們看到寶座的右手中有被七印封嚴的書卷，這

書卷就是地球的地契。天使宣說：“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

開那七印呢？”我們意識到沒有人配展開，有人能夠救贖這

個世界。約翰想到世界將無法得贖的時候，他就大哭起來，

長老說： 

“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祂已得

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啟示錄 5：5） 

於是，我們看到耶穌上前去，拿了那書卷。接著，我們聽到

了反響，首先，那些得贖的，就是教會，為著他們借著耶穌

的寶血來救贖的讚美祂，讚美祂是配拿書卷的，配揭開七印

的。接著我們聽見天使的聲音，千千萬萬的天使，他們加入

向那坐在寶座上的敬拜，祂是配得讚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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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第六章，我們看見耶穌開始揭開那書卷。隨著書卷

的揭開，我們看見有關連的審判臨到地上。第一印帶來那敵

基督的，一匹白馬和騎在馬上的。第二印帶來戰爭和荒蕪。

第三印帶來飢荒，揭開第四印帶來死亡。我們看到在頭四印

中，那四個啟示的騎士，叫到他們的時候，地上四分之一的

人遭到殺害。 

揭開第五印時將介紹給我們在大患難期間得救的人們。他們

在詢問神何時才會審判地上的人，給他們伸流血的冤。祂對

他們說：“還要安息片時，等到數目滿足了。”有白衣賜給

他們各人。使他們得到安慰。 

在第六印裏，我們看到災難的審判臨到地上，正如約珥書，

以賽亞書寫到的，耶穌也作過描述。他們描述說天上的星辰

墜落於地，山嶺海島都被挪移離開本位，地大震動等等災難

的發生。 

現在我們進入第七印，在第七印被揭開之前，有一段插入的

信息。約翰看見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執掌地上四方的

風，叫風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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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上來，拿著永生神的

印。他就向那得著權柄能傷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聲喊

著說：“地與海並樹木，你們不可傷害，等我們印了我們

神眾僕人的額。”（啟示錄 7：3） 

我們知道在七年大患難，其中的三年半被指定為大患難。在

頭三年半時間，那敵基督的樹立他的權勢，他的王國的時

候，神的兩個見證人將在 11章出現，他們將傳道 42個月，

就是三年半時間。在他們傳道期間，他們叫天閉塞不下雨。

雨水的缺乏可能導致第三印的飢荒。這四個天使執掌了風的

緣故有可能導致雨水的停止。 

你知道，我們有液體循環的現像，海洋的水份蒸發到空中，

然後被風刮到陸地。雲朵開始降溫，氣體濃縮，變成雨水，

降到地上；這樣，土地就因為液體的循環而得到滋潤。這是

神設計的滋潤大地的好方法。如果風被止住了，水份蒸發到

空中之後，就不會被刮到陸地，水份可能就會在空中堆積起

來，這樣，隨著水份在空中不斷的堆積，就導致一些極為不

尋常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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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角”這詞可能是不好的翻

譯。希臘語是現在時態，譯為四分之一圓。我們講論地的四

個部分，就是東，南，西，北。有東風，南風，西風和北

風。這是地的四個部分。 

總喜歡在聖經裏找錯誤的人說，聖經顯示出當今的迷信，因

為聖經上面說，地的四角。很明顯，約翰相信地球是平坦

的，這樣才會有四個角落，地球是平坦的理論是約翰自己想

出來的？因此，你不可以信靠聖經，因為地有四個角落這類

謬論。 

我看見過一個招牌，上面是海軍到過地的四角落，那樣，你

也不能信靠防衛部，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地球是圓的。他們

以為地球是有角的。 

不是這樣的，地球的確包括東南西北四個部分的。但有趣的

是，物理學家們現在宣稱地球的確有四個角落。地球其實不

是圓的。極點的削平導致赤道凸出。因此，地球是橢圓形

的，然而凸出的部位實際上促成了地球的四個角落。那是研

究這些東西的人最新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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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講的是四個部分，四個風向，東風，西風，南風和北

風。這些天使使我很感興趣，他們一定是特別迷人的生物，

有能力執掌風，叫風不吹。這裡他們執掌著四方的風，另有

一位天使日出之地上來，拿著永生神的印，向那得著權柄能

傷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聲喊著說： 

“你們不可傷害，等我們印了我們神眾僕人的額。”我聽

見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數目，有十四萬四千。（啟

示錄 7：3－4） 

很明白的，是不是？多少人受了印？十四萬四千人。他們是

哪些人呢？是以色列各支派的人。還有什麼比這更明白的

呢？ 

很多人不喜歡啟示錄這本書，他們說：“你了解不了。”你

知道，十四萬四千實際上並不是指十四萬四千。12乘於 1

萬 2千是個向徵性的數字。12這個數字代表政府。他們就

開始越扯越離譜，這裡的意思是在千年國度期間，一個人將

在月球掌權一個月。許許多多諸如此類的怪異的推測。 

當然，耶和華見證人教會認為他們是那十四萬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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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ert W Armstrong在他的作品“Plain Truth Of The 

World Tomorrow”講到：“我們就是那十四萬四千。”假如

你雙倍或是三倍地奉獻給教會的話，就能夠成為那十四萬四

千中的一員。當那確切的時期來到的時候，我們就會發一份

電報給你，告知你逃到一個特定的荒野，就是我們為著那十

四萬四千人的生存所預備的場所。 

因此，他們嘗試著成為那十四萬四千中的一員。在耶和華見

證人教會這樣做之時，許多其它的人也嘗試過包括他們自

己。然而，很明顯，要那樣做的話，你只能置這段經文不

顧，並開始對經文咬文嚼字的，說：“神所說的並不是他真

正的意思。那只是屬靈裏向徵的說法，我們是屬靈的以色列

國，我是屬靈的亞設支派，或是便雅憫支派的一員，”等等

諸如此類的話。為了防止這一類的推論的發生，主將十二支

派都列了出來。 

你一定熟悉實際上有十三個支派，是不是？你記得雅各到埃

及去與約瑟同住的事件，雅各一直以為約瑟死了有許多年

了，如今發現他還活著，而且是埃及的領導人之一。已經年



7 of 39 

啟示錄第 7－9章 

邁的雅各，搬去與約瑟同住，約瑟前來見雅各的時候，他帶

來了他的兩個兒子，以法蓮和瑪拿西。雅各對約瑟說：“這

兩個兒子是我的。你在他們之後所生的就是你的，但這兩個

兒子是我的。”他認領了約瑟的兩個兒子，以法蓮和瑪拿

西。因此，以法蓮和瑪拿西都成了以色列的支派。 

所以，約瑟的支派一分為二，以法蓮的支派和瑪拿西的支

派。所以，利未支派成了第十三個支派。比如說，在分配領

土的時候，利未支派就沒有份，因為神是他們的份。因此，

領土被劃分為十二份，一個支派得一份。以法蓮和瑪拿西各

得到他們的份內的領土。 

按常規，你不會讀到約瑟的支派，因為那支派被一分為二

了。在這裡，我們找到以法蓮支派和瑪拿西支派。因此，在

提到約瑟的支派的時候，指的無疑是以法蓮，因為在啟示錄

7章，瑪拿西的一萬二千也被列在受印的支派中， 

值得留意的是利未支派也被列出來了，然而但支派卻被省去

了。但支派是最早犯拜偶像的罪行的。今天，如果你進入但

的地區，人們已經挖出一個很大的拜偶像的場所，但支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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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偶像的帶頭人，是頭一個犯拜偶像的罪行的支派。根據大

災難期間將要發生的事情，也許那就是神為何沒有讓他們受

印的緣故。我們往下學習這本書的時候，我們會發現這十四

萬四千人將在許多降臨到地上的審判得到保護。 

每個支派有一萬二千，猶大支派被列為頭一個支派，因為流

便支派失去了他長子的名分。因為流便與他父親的妾同寢，

他失去了長子的名分。於是猶大得了長子的名分。猶大得到

了王位，成了掌權的支派。當然，我們都知道大衛來自猶大

支派，接著耶穌也來自猶大支派，他是從猶大來的枝子，從

耶西的根生的枝子，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先是猶

大支派，然後是原本為長子，但在後來失去長子名分的流便

支派，再是迦得支派，跟著，每個兒子的支派各有一萬二千

人受印，第九節，此後， 

在此之前是受印的十四萬四千人。如今他們也已經受了印。

這以後我們還將看到他們，我們看到他們在將來的各種審判

當中受到保護。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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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

棕樹枝。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

也歸與羔羊。”（啟示錄 7：9－10） 

值得留意的是他們都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他們呼求的是

什麼呢？是救恩。 

我們記得手拿棕樹枝的人群，他們的呼求的也是救恩。和散

那指的是救恩，字面意義是“現在拯救吧。”他們在向主呼

求救恩。這群人的呼求跟從伯大尼到耶路撒冷路上的人群的

呼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天，耶穌從橄欖山騎著驢往下

走，門徒和眾人手拿棕樹枝，喊：“和散那，和散那：奉主

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救恩，救恩，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

頌的！ 

天堂也有一個人群，數不清的人，他們來自世界各地，是從

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 

“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眾天

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周圍，在寶座前，面伏

於地，敬拜神，說：“阿們。頌讚，榮耀，智慧，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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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貴，權柄，大力，都歸與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

們。”（啟示錄 7：10－12） 

在 5章 9節教會唱救贖的讚歌的時候，他們唱新歌，說：

“你是配得的。”天使回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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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5：12） 

除了几個不同之處，這裡是同一回事。在教會唱的歌裏，他

們提到豐富，值得留意的是主把我們看成祂的財富。保羅為

以弗所人禱告的時候，他求神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

他們，使他們真知道神，知道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的

豐盛，或者說，你能夠知道神是如何看重你。 

你記得耶穌給的比喻，天國就好比一個人在地裏發現了寶

貝，歡歡喜喜地變賣一切所有的，買了這塊地（馬太福音

13：44）。耶穌說：“這塊地就是這個世界，”祂就是那個

變賣一切的人。為了買下世界，以便祂能得到其中的寶貝，

祂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保羅說：“要是你能夠明白主是如何

地看重你，那就好了。”彼得在信中說：“我們是被揀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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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類。”神如此看重我，這對我而言是很特殊的，神會這樣

地看我為寶貝，我們是祂的基業。 

所以，教會唱著這樣的歌時，我們是祂的基業，祂的豐盛。

第 7章裏的人群唱的時候，感謝取代了豐盛，這就是兩組人

的不同之處。天使回應第二組的人群的時候，不是以豐盛回

應，而是以感謝來回應。這是值得留意細微的不同。他們是

兩個不同的人群。 

我們在第七章沒有看到教會，我們看到的，是在第六章裡頭

第五印之中的那些在大患難期間因著他們的見證被斬頭的

人。他們喊叫著求神審判地上的人，給他們伸冤，有白衣賜

給他們，有聲音告訴他們，還要安息片時，直到所有要被殺

的數目滿足了。他們說：“聖潔真實的主阿，我們何時才能

進入天堂呢？”主將白衣賜給他們說：“等到所有要被殺的

數目滿足了，你們就可以進來。” 

現在，我們看到數目滿足了，他們進入了天堂。這就把我們

帶到末尾了。第七章的小插曲將整副圖畫給我們顯示出來，

然後我們到了第八章的時候，我們又將回到七印來。這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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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外加的場景，是外加的最末尾的旅途的景象。 

眾天使回應人群的歌，也敬拜神，將頌讚，榮耀，智慧，感

謝，尊貴，權柄，大力，歸與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長老中有一位對約翰發出一個修辭性的疑問說： 

“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那裡來的？”（啟示錄 7：13） 

約翰，他們是誰呢？是從哪裡來的？這個修辭性的疑問是專

門設計來給答案開門的路。這問題實際上並不需要約翰回

答，只是打開門路以便他能夠將答案給約翰。 

我對他說：“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說：“這些人是從

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所以

他們在神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寶座的要用帳

幕覆庇他們。”（啟示錄 7：14） 

我們發現他們最終將享受神所贖的人們，就是教會所有的特

權。在第六章裡頭第五印之時，他們還沒能進入天堂。現

在，既然進來了，他們就晝夜在神殿中事奉祂。而教會正與

神一同掌權，那是給於教會的應許。“耶穌愛我們，用祂自

己的血將我們買了下來，我們將和祂一同作王。”這些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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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中事奉神，神也在他們中間與他們同住。 

他們是從大患難中來的，那就意味著他們無疑在大患難期間

被斬了頭。我們讀到那敵基督的奪權之後，他將建立一種新

的經濟體系，這個體系要求每個人受一個印記，沒有印記

的，將無人能夠做買賣。然而，凡受了印記的人將永遠寄存

於毫無指望的境況之中。凡受了印記，就沒有得救的指望。

他們有權柄殺害一切不受印記的人。當然，不能買賣的情況

下，你可能很容易餓死。因此，還有很多人將在教會被提升

之後得救。 

有暗示表明提升後得救的那些人是那些從來沒有聽過福音的

人。這暗示來自保羅寫給帖撒羅尼迦人的書信中，在他的第

二封裏，在談到那敵基督的的到來的時候，他說： 

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故此，神就給他

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帖撒羅尼迦後

書 2：10－11） 

所以，那些有意識的，心甘情願地拒絕耶穌基督的真理的

人，當那敵基督的到來的時候，將被迷惑，神將容許他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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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惑，因為他們不願意遵行真理。 

然而，在當今世界上也許有二十億的人從來沒有聽過耶穌基

督的救恩的信息。在這個時期，那受了神的印的十四萬四千

人將傳福音；同時，也有天使飛在空中，將福音傳給住在地

上的人。在那些從來沒有聽過神借著耶穌基督的救贖恩典的

二十億人中，有許多人將接受那十四萬四千人和天使所傳的

福音，他們將得救，被斬，接著被護送到天堂。這群人的數

目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 

因此，天堂有這麼一群值得留意的人。約翰沒有認出他們是

誰。要是他們到過教會的話，當長老問起：“他們是誰？是

從哪裡來的？”約翰就可以回答他說：“那是教會，我認識

他們。我是他們中的一員。”然而他沒有認出這群人，因為

他們是在教會提升之後得救了的人群。因此，對於約翰來

說，這是一個奧秘，但長老給他解了這個奧秘。這些人是從

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 

“他們不再飢，不再渴。”（啟示錄 7：16） 

神繼續對地上施行審判的時候，我們將看到清水被污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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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將嚴重缺水。要是三年半不降雨的話，那也將導致水的缺

乏。想像一下，就在加州南部停水三年半的話。我們將很快

將水源用光。那時將發生嚴重的飢荒，缺水一有災荒。稻田

也不會再生長。但是這些人將不再飢，不再渴。這些他們在

大患難期間已經經歷過了。他們已事先經歷了。 

“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啟示錄 7：16） 

神將賜能力給日頭，叫日頭能用火烤住在地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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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7：17） 

這個小插曲現在結束了，我們又回到那七印，就是耶穌將要

揭開的世界的地契，是祂救贖的明證。 

第 8章 

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二刻。（啟示錄 8：

1） 

寂靜有時是奇妙的事情，特別是在眾多的人聚集的場合。你

看到十五秒的寂靜的功效。好像是延長了沉靜。是蠻奇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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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天上有無數的人在歌唱著敬拜著神，有很多的動作在發

生，忽然，在第七印揭開之前，有一段寂靜。那是一段好引

人敬畏的時間。 

隨著第七印的揭開，接著的將是七枝號的審判。在七月四日

的煙花展上，你看到火箭在空中爆炸，散出火花，而從中又

有第二次噴出的火花。就在大的火花要消失的時候，第二次

噴出的火花又出現了。那就是這裡的情形。第七印打開了，

開了花，又有新的一系列的七枝號的審判。七枝號從第七印

中爆發。緊接著第七枝號的是神大怒的七碗，就將是最後的

災難。 

因此在第二系列的審判到來之前，天上有二刻的寂靜。 

我看見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枝號賜給他們。

（啟示錄 8：2） 

我們知道在神的寶座的周圍有基路伯。共有四個。撒旦曾是

其中的一個基路伯。他們似乎是神所創造的天上的精靈裏地

位最高的天使。第二等級是天使長，聖經裏提到兩個。一個

是被稱為首領的天使長米迦勒。另一個是加百列，他在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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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洗約翰的父親撒迦利亞自己的身份的時候說：“我是站

在神面前的加百列。”（路加福音 1：19）站在神面前的天

使共有七位，他們受神派遣完成特殊的任務。 

在偽經書裏以諾和 Tobec書，Rafael也被列為那七位天使

之一。在以諾書，還提到 Uriel和 Sacral和其它的几個名

字，這裡提到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枝號賜給他

們。 

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

給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啟

示錄 8：3） 

我認為這另一位天使是耶穌基督，我們看到祂如今在天上擔

任中保的角色，祂是我們的大祭司。 

你記得，地上的祭司會代替人將燔祭獻上給神。在聖堂裏，

祭司每天要拿燒香的燈台，上面乘著從香壇取來的炭，祭司

將香獻上，香氣從香壇往上升，縈繞在聖堂外頭的施恩座的

上空。他們每天都要這樣上香。 

好像我們從前說過的，地上的帳幕是照著天上的樣式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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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裡我們看到地上的帳幕所仿照的天上的實景。看到這

個天使，我認為祂是耶穌，拿著金香爐，有許多香賜給祂，

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帳幕裏的施恩

座是照著這個模式建造成的。 

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

前。（啟示錄 8：4） 

這裡，聖徒的禱告好像香一樣被獻上給神。 

我們看到第五章有類似的事，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裡

拿了書卷。長老拿著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

禱。他們將這香在神的寶座前獻上。這時候，教會唱起歌

來： 

“你配拿書卷。”（啟示錄 5：9） 

我們的禱告常常被形容為極美的香氣，在神面前是極美的香

氣。這裡再次提到聖徒的禱告在寶座前被獻上。 

這些有可能是第六章裡頭在祭壇底下的人的禱告，他們說：

“要等到几時你才給我們伸流血的冤呢？”現在神要將第

二系列的審判降下來。這裡獻上的禱告可能就是那些人的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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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他們求神審判地上的人，給他們伸流血的冤。 

在第五章，耶穌拿書卷的時候獻上的禱告就是當你說：

“愿你的國降臨，愿你的旨意成全，在地上如同在天

上。”我們的禱告在那時候給獻上，意味祂拿了書卷，那

是祂的國的到來。那是將地上預備好，以便建立神的國。那

時候獻上的就是那樣的禱告。現在，我們快要看到這些審判

了，這裡獻上的是那些呼求神審判殺害他們的人，為他們申

冤的聖徒的禱告。 

我常常在禱告中發問：“主，你什麼時候才清理這亂子

呢？”這個世界的腐敗，那些腐敗的人，腐敗的品行。一個

人綁架三四歲的小女孩，虐待她之後，再將她殺害，我說：

“神啊，你何時才復仇，何時審判他們呢？”因著這些事

情，我通常變得很激動，禱告得就懇切：“主啊，你要讓這

腐敗持續多久呢？”時候到了，神將審判世界。人類將無法

混過他們的罪行。 

這就是寶座前的金香爐所獻的禱告。 

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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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隨有雷

轟，大聲，閃電，地震。拿著七枝號的七位天使，就預備

要吹。（啟示錄 8：4－6） 

我們看到七枝號吹響之前，地上有雷轟，閃電，地震。 

第一位天使吹號，就有雹子與火攙著血丟在地上。地的三

分之一和樹的三分之一被燒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燒了。

（啟示錄 8：7） 

在太陽系裏，一顆小行星地帶很受諸多科學家和天文學家的

關注。在 Tucson，Arizona，他們建起了 Kit望遠鏡中心。

實際上就是在 Kit山上豎起的几架望遠鏡。其中一個主要的

觀察目標是找出對地球產生嚴重威脅的行星。那些軌道最終

可能跟地球相撞的行星，已經辨認出來的就有兩千多顆。另

外還有兩千顆行星的軌道也有可能和地球相遇。 

科學家正在商討萬一某一軌道在未來一年之內成為及時的威

脅時，我們應有的預防措施例如，發射一部宇宙飛船轉變行

星的方向，使其不至於撞擊地球，因為一顆千米的行星對地

球的衝擊所造成的損害要比原子彈戰爭更加嚴重。唯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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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行星撞擊之後不會產生輻射。 

我們知道地球偏離了兩極地的軸。我們知道北極的地帶，北

極圈原本不是北極圈。原本不是這樣冰冷荒廢被冰雪覆蓋

的。他們在冰雪中發現了完好保存的乳齒象，在容易被它們

消化的熱帶植物地帶被冰凍了。很多科學家認為地球偏離兩

極地的軸有可能是行星衝擊地球的結果。他們認為

Arizona，Windslow外頭直徑為 3英里，522英尺深的火山

口是因為行星的衝擊而形成的？他們認為那火山口的大小表

明行星要是直接衝向地球的話，整個地球都將翻騰過來。 

拿一個旋轉著的球，忽然被你大力猛敲。你或是可以使球停

止轉動，或是使球整個翻過來。所以，行星撞擊地球，使地

球翻騰過來，這些住在北極圈一千六百英裏之外的乳齒象就

會忽然冰凍。頃刻之間，地球發生一千六百英裏翻騰，這個

熱帶地區忽然充滿了北極的冷空氣，因此頃刻之間，它們在

零下 50，80度冰凍起來。科學家們說在那裡發現乳齒象就

是這個原因。一些人認為地球忽然偏離了極地的軸，是因為

行星沖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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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曾提到要是發現即將撞擊的行星，就使用核能炸彈碎裂

那行星。但他們也談到其中的問題，如果破碎一顆行星的

話，還會有其它行星的沖擊。那樣只會使問題更加嚴重。科

學家們如今正在研究轉變行星的軌道的方法，使行星不會撞

擊地球。這是當今科學家極大的關注。我們花億萬美元在研

究上，為的是要保護地球，預防這實際存在的威脅的發生。 

今年，行星撞擊地球的可能性是百萬分之三。這樣的可能性

很小，然而卻是實際存在的。他們的曾經有過沖擊。

Siberia1906年的大地震，打倒長達几百英裏大樹，使它們

好像牙籤。一樣平躺在地，科學家們認為那可能是因為行星

沖擊的結果。這是一個威脅，是人們關注的事。 

通過對這些七枝號的審判而來的現象的研究，這些現象有可

能是行星沖擊的結果。你知道，上一次行星險些沖擊地球是

在 1937年。當時，我們險些遇到災難。行星到了地球 50

萬英裏之內。當時，人們在監視事件的進展，他們弄不清

楚，無法借著電腦確定軌道，無法預測是否會沖擊。但很多

人認為 1937年可能令發生沖擊。這是上一個險些發生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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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沖擊事件。當然，在地球的某些角落，我們發現隕星以每

秒鐘 1,800英裏的速度進入我們的空間。那是很平常的現

象。 

今年哈雷彗星將要返回。跟在哈雷彗星背後的是他們稱為宇

宙殘骸的隕星。每年八月二十，二十一日，我們可以看到天

上的奇觀，我們透過哈雷彗星最近的軌道留下背後後的殘

骸。每年，我們可以透過這些軌道。地球繞著太陽旋轉，遇

到宇宙殘骸的時候，我們便能看到我們稱為墜落之星的東

西。我曾在很多晚上呆在外頭觀看這些星星的墜落。實在是

個奇觀。 

今年，我們可能看不到哈雷彗星，因為它所經過的軌道位於

太陽的另一邊。在彗星離去的時刻，我們也許能夠看到一點

尾部。彗星離去的時候，太陽的重力將尾部拉到我們的太陽

系，那樣，在往下的几年內，我們很有可能看到有趣的隕

星。在哈雷彗星逃離的時候，太陽能夠從中拉下大量的殘

骸，有些殘骸不能逃離。太陽的重力能夠拉下很多的殘骸。

這個強大的行星地帶位於木星附近，有時候，它們脫離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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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進入與地球相撞的區域，那是引起科學家們注意的項

目，他們也正研究著這項目。 

我們聽到耶穌說眾星將要墜落，好像未熟的無花果從樹上墜

落一樣。也就是說，我們見到過的隕星墜落跟將來在大患難

期間要發生的相比，根本算不了什麼。那時出現的一些現象

聽起來好像是行星的沖擊和沖擊的結果。第一位天使吹號，

就有雹子與火攙著血丟在地上。  

別忘了，這時，地上已經受了三年半的旱災，因此所有的樹

都乾枯了。這麼猛烈的雹子降到地上的時候，樹跟乾草是易

燃的，樹的三分之一被燒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燒了。 

第二位天使吹號，就有彷彿火燒著的大山，（啟示錄 8：

8） 

這聽起來特別像是行星。 

第二位天使吹號，就有彷彿火燒著的大山扔在海中。（啟

示錄 8：8） 

還算幸運。要是扔在陸地的話，可能會導致另一次兩極之軸

的移位。就有彷彿火燒著的大山，一顆巨型的行星或是隕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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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啟示錄 8：8） 

有可能是那東西爆炸了。瓦解成灰，將海洋染成血紅色，就

好像我們時常看的到的紅色海浪。其後果，就好像紅色海浪

一樣，是海洋生物的滅亡。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隻也壞了三分之一。（啟示

錄 8：9） 

從沖擊產生的巨浪可能毀壞了船隻。這海洋有可能是地中

海，所以，你要在地中海一帶停放了游艇的話，你可能會失

去你的遊艇的。三分之一的船隻將在第二輪的審判中被摧

毀。 

第三位天使吹號，就有燒著的大星，好像火把從天上落下

來，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眾水的泉源上。這星名叫茵

蔯。眾水的三分之一變為茵蔯。因水變苦，就死了許多

人。（啟示錄 8：10） 

這個詞也可翻譯為“毒人參。”是有毒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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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星名叫茵蔯。眾水的三分之一變為茵蔯。因水變苦

（毒），就死了許多人。第四位天使吹號，日頭的三分之

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擊打。以致

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晝的三分之一沒有光，黑夜

也是這樣。（啟示錄 8：11） 

這裡，假如真的是隕星墜落的話，當隕星進入我們的空間的

時候，將瓦解成灰。從中而來的灰是如此的濃，有可能使太

陽暗淡下來。就好像 Mount St Helens火山爆發，隨著那東

西瓦解成灰，天空蒙上了灰，中午時分暗淡下來，Mount St 

Helens周圍的几個城市都是如此。 

嚴重的隕星墜落，好像無花果經風一吹從樹上墜落，嚴重的

隕星墜落到地上，瓦解成灰，空中的殘骸使太陽暗淡一陣子

的可能性很大。日頭的三分之一黑暗了。月亮只是反射太陽

和星星的光而已。 

我又看見一個鷹飛在空中，並聽見他大聲說：“三位天使

要吹那其餘的號，你們住在地上的民，禍哉，禍哉，禍

哉！”（啟示錄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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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這個詞和我們前面的詞有區別。“Aggelos”就是

報信者，而“aetos”也翻譯為“鷹。”一些譯文你會看到

寫著鷹。“一個鷹飛在空中”你記得基路伯的其中一個臉面

是鷹。這可能是天使，同時又是鷹，或是基路伯其中的一

個。當然，這不是我們心目中的鷹。那些鷹不會說話。這只

鷹飛在空中，盤旋在地上，大聲說：“三位天使要吹那其

餘的號，你們住在地上的民，禍哉，禍哉，禍哉！”也就

是說：你先前看到的還算不了什麼。四個天使已經吹了號

了，我們已經有了好些災難。“你們住在地上的民，禍

哉，禍哉，禍哉！” 

我曾經有過一只鸚鵡，叫喬治，我訓練它說：“禍哉，禍

哉，禍哉。”我把這鸚鵡放在辦公室裏，最終我的秘書再也

受不了它了，在我度假的時候，我的秘書把鸚鵡給送人了。

我回來後，找不著喬治了。否則它會叫：“禍哉，禍哉，禍

哉罪人。” 

第 9章 

第五位天使吹號，我就看見一個星從天落到地上。有無底



28 of 39 

啟示錄第 7－9章 

坑的鑰匙賜給他。（啟示錄 9：1） 

值得留意的是火燒著的大山，大星落到地上。這些好像是墜

落的星星。那就是我為何將它們和行星或隕星聯系在一起。

可能我完全是錯誤的。也就是說，很多人喜歡觀察一種可知

的現像，從中作推測。這些現像并非無法推測的。我們知道

能夠造成這種後果的，就是行星或隕星的沖擊。 

第五位天使吹號，我就看見一個星從天落到地上。有無底

坑的鑰匙賜給他。 （啟示錄 9：1） 

這無底坑，希臘語是 abussos”，指沒有底部的坑。

“Abussos”的正確的譯法是無底坑。有可能位於地球的中

心，因為在地球的中心，你會不停往下掉。沒有窮盡的往下

墜落，因為地球的轉動，你一直處於這種往下墜落狀態，那

就成無底坑了。因為你永遠不會抵達底部，你永遠都處於中

間。由於地球的旋轉，你在不斷墜落，卻仍然處於地球的中

心。 

我們知道陰間位於地球的中心，因此無底坑有可能是陰間的

一個分隔間。這個分隔間就是神監禁邪靈的地方。那敵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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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被監禁在這裡。撒但將在這裡被監禁一千年。邪靈被監

禁在這裡，到了這個時候，他們被釋放到地上。往後，邪靈

還將被監禁在這裡。 

耶穌到了格拉森，一個被污鬼附著的人出來迎著他，耶穌

說：“你名叫什麼？”回答說：“我名叫‘群’因為我們多

的緣故。”他們說：“我們的時候還沒有到，不要吩咐我們

到無底坑去。讓我們再自由一陣。”他們知道什麼時候將被

監禁在無底坑裏，就是陰間的一個分隔間。陰間另外還有一

個分隔間，叫 Tartarus，為墮落的天使以及邪靈預備的，

陰間本身是為叛逆的人預備的。 

他看到的墜落的星必定是撒但。他手拿無底坑的鑰匙。 

他開了無底坑，便有煙從坑裡往上冒，好像大火爐的煙。

日頭和天空，都因這煙昏暗了。（啟示錄 9：2） 

地球的某一部分，可能有個通往地球中心的裂縫，無底坑一

經打開，好像火爐，煙將從坑裏往上冒，天空都因這煙昏暗

了。 Mount St Helens和 Kartoa火山爆發之後，天空也昏

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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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蝗蟲從煙中出來飛到地上。（啟示錄 9：3） 

約翰看到這些場景，有蝗蟲從煙中出來飛到地上，到處都

是，將天空都遮蓋了，天空開始昏暗起來。世上受到蝗虫襲

擊的一些地方，滿天的蝗虫使天空昏暗下來，這些就好像是

蝗虫災。 

有能力賜給他們，好像地上蠍子的能力一樣。並且吩咐他

們說，不可傷害地上的草，（啟示錄 9：3－4） 

草是蝗虫的天然食物。 

和各樣青物，並一切樹木，惟獨要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

人。（啟示錄 9：4） 

在這個時候，神將那些額上有神印記的人跟沒有印記的人區

分開來。就好像祂在埃及的災難一樣區分人們。那時，埃及

上空漆黑一片，以色列的上空卻沒有黑暗。埃及滿了青蛙，

而以色列的帳篷內的床上，摶麵槽卻沒有青蛙。埃及人要摶

麵，卻發現到處都是青蛙，以色列人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不許蝗蟲害死他們，只叫他們受痛苦五個月。這痛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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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蠍子螫人的痛苦一樣。他們經受的痛苦好像蠍子螫人的

痛苦一樣。（啟示錄 9：5） 

地上有不同種類的蠍子，然而中東地區的蠍子螫人据說是最

痛苦的。這些蝗虫卻有能力叫他們受像蠍子螫人一樣的痛

苦，長達五個月。 

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痛苦是如此的劇烈，人們情願

死去。）決不得死。願意死，死卻遠避他們。（啟示錄 9：

6） 

這是一段挺有趣的年月，死亡在這期間度五個月的假。 

死亡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我們無法完全理解其結構。一個人

的靈魂離開他的身體後會如何呢？我們稱之為死亡。人們將

EEG探測器接通，在屏幕上觀察顯示出來腦波的動靜，忽

然，腦波由曲線變為直線，他們繼續觀察 24個小時，然後

切斷探測器的電源。氧氣短缺的時候，要是還存留有氣息的

話，腦子就開始尋求氧氣，你會在屏幕上看到擺動，他們就

又將探測器接通，要是沒有擺動，腦波是保持平直的話，他

們就下結論說：“他已經死了。”靈魂出竅了。沒有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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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死去了。 

知覺是如何失去的呢？靈魂是如何離開身體的呢？我們知道

一些人能夠處於昏迷狀態而不死。靈魂並不離去。他們就這

樣躺著，沒有動彈的能力。他們只是在這種昏迷狀態。為什

麼靈魂沒有離去呢？是什麼在保持靈魂的存在呢？這點我們

無法確定。 

在十字架上，耶穌將祂的靈魂交付給了神。祂說：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

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沒有人奪我

的命去。）”（約翰福音 10：18） 

在十字架上，聖經說祂底下頭，將靈魂交付神了。祂捨棄了

自己的靈魂。祂底下頭，說：“好了，你離去吧。”祂有權

柄，可以那樣做。 

將來如果，你的靈魂拒絕離開你的身體。這有可能是歷史上

最為可怕的時期。想像一下，一個人手持一枝槍，指著自己

的腦袋，他按了扳机，將後腦勺打開了花，房間裏腦漿濺得

到處都是，然而他卻不死，靈魂沒有離去。他的腦袋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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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洞，他人卻還活著。他的靈魂不肯離去。那真是可怕。 

你知道，真正的我是我的靈。我借著神賜給我的身體表達我

自己。身體是我表達的仲介，真正的我是我的靈。真正的我

不是我的身體，而是我的靈。我的靈借著身體來表達自己。

那是神設定下來的。他設定身體作為我表達自己的仲介，使

我跟其它的人之間可以相互交流。身體是我們了解彼此的途

徑，我們以此能夠彼此欣賞，彼此相愛，身體是我們的靈表

達自己的仲介。 

總體說來，隨著年齡的增長，病痛以及其它的緣故，身體再

也無法發揮神設定的功能，身體再也無法表達我的情感，身

體給我的是更多的疼痛和苦難，而不是喜樂。當身體弱得再

也無法為我表達情感的時候，神將使我的靈離開這副身體。

接著，我的靈便遷到我那新的身體，就是神所造，不是人手

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將來有這五個月的時間，神將不會釋放靈魂，人們將尋求死

亡，可能通過摧殘他們的身體，按照常規，靈魂本來應該是

已經離開他們的身體的。然而，神將使他們處於摧殘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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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五個月時間。就像我先前說過的，那可能將是世界歷史

上最可怕的時期。 

對於神的子民來說，死亡是一個福氣。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

之死，極為寶貴。對於神的子民來說，死亡是一個福氣。要

是這副身體再不能發揮神所設定的功能的話，我就不想再活

在這副身體裡面了。我可不想躺在床上，身上滿了針筒，還

有輸進我的靜脈內的氧氣，人們來探訪我，我卻只能盯著天

花板看。就得這樣躺著，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甚至五十，

二百年，你只能躺在那裡，盯著天空，什麼都說不出來，什

麼都做不了。那該是多麼可怕啊。那將與地獄一般。然而，

對於信徒而言，死亡是個福氣。 

當這副身體無法再發揮功能的時候，神將從我的身體釋放我

的靈魂，那將是個福氣，而不是一個詛咒。假如我不是神的

子民，那當然就是一個詛咒，將那使他成聖之約的血當作平

常，又褻慢施恩的聖靈，他要受的刑罰該怎樣加重呢。 

因為我們知道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落在永生

神的手裡，真是可怕的。（希伯來書 10：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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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死亡度假去了。人們備受折磨。 

約翰受聖靈感動，被帶到未來的日子，他看到的事物是他無

法領悟的。他只能用懂得的語言來表達。想像一下，假設約

翰時期的一位先知，被聖靈帶到未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看

到坦克和火炮。他看到飛機，噴氣机發射炸彈。他不懂飛

機，坦克，軍火彈藥是什麼，他怎麼能夠描述他所看見的

呢？他對所見的東西的描述受當時的詞彙和語言的限制。 

約翰盡他最大的努力描述他看見的事物，假設你看見的是邪

靈，你就只得使用向徵性的語言，但是那是不完整的描述。

他盡力作描述。 

蝗蟲的形狀，好像預備出戰的馬一樣，頭上戴的好像金冠

冕，臉面好像男人的臉面。頭髮像女人的頭髮，（聽起來

好像是些嬉皮士對不對？）牙齒像獅子的牙齒。胸前有

甲，好像鐵甲。他們翅膀的聲音，好像許多車馬奔跑上陣

的聲音。（啟示錄 9：7－9） 

約翰，這要是俯衝轟炸机的話，你的描述還是蠻好的，他們

翅膀的聲音，好像許多車馬奔跑上陣的聲音。誰知道他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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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什麼呢。他盡自己的能力使用他所熟悉的語言來描述。 

有尾巴像蠍子。尾巴上的毒鉤能傷人五個月。有無底坑的

使者（或說這顆墜落的星）作他們的王。按著希伯來話，

名叫亞巴頓，希利尼話，名叫亞玻倫。（啟示錄 9：10） 

這詞的意思是摧毀著。這是另一個撒但的名字，他的確是個

極壞的摧毀著。看看被撒但的勢力所摧毀了的人。“你們住

在地上的民，禍哉，禍哉，禍哉。” 

第一樣災禍過去了，還有兩樣災禍要來。第六位天使吹

號，我就聽見有聲音，從神面前金壇的四角出來，（啟示

錄 9：12） 

施恩座就是照著這金壇造成的。 

吩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說：“把那捆綁在伯拉大河的

四個使者釋放了那四個使者就被釋放。”他們原是預備好

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要殺人的三分之一。（啟示錄

9：14－15） 

這些屬撒但的墮落的使者是如此的凶猛，以至神在人類的六

個世紀期間，將他們監禁了起來，但是時辰到了，他們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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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釋放出來。他們被監禁是為了在這個時刻他們能夠來到世

上，以完成他們的使命。他們的使命是到某年某月某日某

時，要殺人的三分之一。 

前頭的四匹馬帶來的四印殺害了四分之一的人。這個時候，

這些從伯拉大河釋放出來凶猛的使者將另外三分之一的人殺

害了。 

馬軍有二萬萬。他們的數目我聽見了。我在異象中看見那

些馬和騎馬的，騎馬的胸前有甲如火，與紫瑪瑙，並硫

磺。馬的頭好像獅子頭，有火，有煙，有硫磺，從馬的口

中出來。口中所出來的火，與煙，並硫磺，這三樣災殺了

人的三分之一。這馬的能力，是在口裡，和尾巴上。因這

尾巴像蛇，並且有頭用以害人。其餘未曾被這些災所殺的

人，仍舊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還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

能看，不能聽，不能走，金，銀，銅，木，石，的偶像。

又不悔改他們那些凶殺，邪術，姦淫，偷竊的事。（啟示

錄 9：16－21） 

世人沒有因著神的審判而悔改。世人的心在神的審判中剛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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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保羅說：“你不曉得神的恩慈是領你悔改嗎？”那就

是為什麼我努力在我的信息當中傳講神的恩慈，強調神的恩

典。領人悔改是神的恩慈。我教導那即將到來的神的審判，

假如我不教導這些的話，我對於自己的職責就是怠忽職守

的，因為審判是人類必定要面對的事實。 

然而，我不想讓審判成為我的事奉的重心。事實也并非如

此，因為神的審判只會使人的心剛硬起來，他們並不會悔改

自己所做的一切惡事，就算在這段可怕的審判的時期，他們

還是不悔改。還是去拜撒但，撒但的使者，以及偶像。 

下個禮拜，我們將學習以下的三章。前兩個禍已經過去了，

第三個禍即將降臨，第七號吹響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大怒的

七碗。但同時，我們將看到一段有趣的插曲。在第十章，我

們將有一段關於耶穌基督再來的插曲。在十一章，我們將看

到兩個見證人和他們的事奉。十二章，我們將見到几個不同

的角色，代表以色列的婦人，巨龍撒旦，婦人與巨龍的爭

戰。那就是我們下個禮拜天的項目。 

願主與你同在，看顧你，保守你在祂的愛中。願你在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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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到神的觸摸，祂的力量，祂的智慧。將這個禮拜交托給

主，在凡事上都認定祂，祂就將指引你走正義的路，使你的

生命蒙他喜悅，蒙祂悅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