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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第 16章 

启示录第 16章 

恰克 史密思 牧 师 (各各他教会) 

在启示录第十五章里，我们已经对第十六章作了一个简介，

我们看见七位掌管末了七灾的天使，即将完成神对地上的审

判，这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著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四活物

中有一位把盛满了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准备

将神的忿怒倾倒在地上，而神的圣所也因着神的荣耀充满了

云烟。在此时此刻这殿对人是关闭的，无人在这时能以进

殿，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下的七灾完毕了。 

约翰说：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

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启示录 16：1） 

现在这令人生畏的命令，从神的殿中，传给这七位天使去倾

倒那末了的七灾。神要在祂差遣祂儿子回来在全地掌权作王

以前，借着这七灾重重的击打，刑罚全地。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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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启示录 16：2） 

在这里似乎神作了一个分别，就是这些恶臭有毒害的疮，按

字面意思说：是一种非常令人痛苦而无法医治复原的毒疮，

非常像那原子辐射线的烧伤。在这里神将那些对他忠心的人

和那些敬拜兽和接受兽印记的人作了一个很大的区分，因为

只有那些受了兽的印记的人，敬拜兽像的人，才得了那些

疮。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确作了一个分别。 

我们记得神降灾在埃及的时候，神也在那时作了一个分别，

在那个审判里面，神曾经保护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不受像

埃及人一样的审判。虽在埃及全地都有黑暗，但在以色列的

营地里面却有光，神为了保护祂的百姓，已经先有准备，祂

要祂的百姓将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柱上，所以他们不会像

埃及人一样，在那儿哀哭。因为当夜主的使者巡行埃及地，

将所有埃及地的长子都击杀了。神对于属祂的子民和不属祂

的子民的确作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分别。 

这是与在埃及地神审判的时候有同样的例子，就是当第一位

天使把盛神大怒的碗倒地上的时候，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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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身上就生发出又恶且毒的疮。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启示录 16：3） 

请注意第一位天使是把神大怒的碗倒在地上，第二位天使将

神大怒的碗倒在海里。 

海就变成血，好象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启示

录 16：3） 

至于神如何成就这样的事情是纯属猜测，而当我们在研究过

去在自然界中的现象时，我们便知道是有多种的可能性会使

这样的事发生。 

在以马内利魏拉寇斯基“世界碰撞”的这本书里，他有一个

假设，就是他试着要证明金星是在过去这一万年内，在人类

有历史记载的时段中被引入我们的太阳系的。根据他的前

提，那临到埃及地的灾难是金星与地球几乎碰撞的结果，这

是由于金星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轨道上进入太阳系。当它

靠近地球的时候，地球因此也被挪移了地球原来的轨道。 

你看，他们古人是以三百六十天来记年，忽然之间我们开始

用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来记年，因为我们明白这是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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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的轨道绕太阳一圈所需要的时间。但是魏拉寇斯基的前

提是说，古人以三百六十天来记年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啦！

如果你现在以三百六十天来记年，不用超过五年，我们整个

的季节就会完全的混乱，在每隔二十五年左右，你便会完全

脱离了你现在的季节时刻。所以古人以三百六十天来记年，

一定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计算，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以三百六

十五又四分之一天来记年呢？他深信地球在过去是以与现在

完全相反的方向在运转。 

在那本书里他提到许多有趣的事情会对你的思想提出挑战。

但他深深觉得那几乎碰撞的事件使得大量的废墟被带入我们

的大气层中，而这些废墟像许多的陨石一样，被我们的大气

层分散解体的同时，它们变成大量的红灰分散到地球的每一

个角落，当这些红灰落入水中时，便使得水变成像血一样的

红，正如埃及地的水变得像血红一样，人无法喝。 

真是有趣的前提！同时有趣的是今天的科学家有一个很大的

顾虑，那就是有一颗很大的小行星，也许它的轨道受到地心

引力的影响，渐渐地被拖近地球。我们知道如果地球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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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英哩以上的小行星碰撞的话，会带来何等的震撼与伤

害，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现在他们正在观察一个小行星，就

他们天文学的计算来说，它的轨道会越来越接近地球的轨

道，它大约有七十五英哩的直径，若我们地球与这个小行星

碰撞的话，将会带来我们难以想象的巨大震撼与空前的灾

难。 

在太阳系里面就有几仟个小行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绕着

木星在旋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行星带。而科学家都已经将

这些行星的轨道计算过，其中有两仟个小行星在它们的轨道

上，有时候有可能会和地球相互牵引。所以每年都有百万分

之三的机率，地球会和一个小行星碰撞。 

过去曾有小行星和地球碰撞的记录。在美国亚力桑那州靠近

温士勒有一个英哩直径的陨石洞，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一个

小行星与地球碰撞的结果，他们也认为这么大的一颗小行星

对地球的撞击力足以使地球倾斜，使地球被推动。换句话

说，如果它以某一种特别的角度来撞击地球，足以让地球被

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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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许多的猜测，有些物理学家相信，若有一颗小行星就

像撞击在亚利桑那州沙漠里的那颗一样，若撞击地球，是有

力量能够推动地球。所以突然之间，譬如我们现在住在很舒

适的南加州气候里，如果这个小行星在某种特别的角度下撞

击地球的话，它可以忽然之间，在一分钟之内，把我们推进

北极或南极的大气层里，我们立刻会被笼罩在这冰冷的空气

里，而且一切东西在剎那之间就会被冻结。我们会突然之间

从一个华氏五十度的气候里变成一个像黑夜的零下五十度的

气候，一切东西都立刻会被冻结起来。 

而科学家们相信这可能就是过去曾发生的事情，那便能解释

为什么在西伯利亚发现那些被冷冻的哺乳类动物，显然在这

个大灾难突然发生的时候，它们仍在咀嚼着热带性的植物，

因为在切开它们的肚腹之时，他们发现在这些动物的消化系

统里有热带性的植物，而这一切是在突然之间被急冻起来，

他们感到可能这就是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使地球被翻动，

以至于曾经是热带性的区域被突然间转变到寒冷的北极或南

极的大气层里，因此一切东西都立刻被冻结起来，所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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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不是渐进的，而是突然性的大灾难性的变化。 

至于神将用怎样的方法施行祂的审判，我们只能猜测，是怎

么样的现象或者是小行星的碰撞，或者是其它我们不知道的

方法。当然我们科学家是非常顾虑行星碰撞的事，为了这

事，我们政府和俄国已经花上几百万美元在这样的研究方案

里，他们在美国吐桑城科特山设立了一个新的望远镜，而设

立的目的便是单单地在追踪小行星群的动向，同时警告世

界，万一它们的动向会对我们的地球造成极大的危险。而曾

经就有提到，因着有一颗特别的小行星渐渐地靠近我们地心

引力的范围，将会带来极大的危险，我们国家可能会向这小

行星发射航天飞机来转移它的轨道。 

科学家们也提到或者要用一个原子弹把这颗小行星炸碎，但

在进一步的研究后，他们觉得炸碎它，可能会使我们地球碰

撞更多的碎片。显然这种炸碎它的方法，也不见得很高明。

所以现在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科学方案，那就是如何保护我

们地球，不跟在我们太阳系里的几仟个小行星相互碰撞，已

经有两仟个小行星被画在图表上，显示出在某种程度上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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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地球相互牵引，谁知道这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明年我们将会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哈雷彗星会回来，可惜

的是，这次我们可能无法看见它，也就是无法看见它在轨道

上运行的尾巴。他们估计这一次它的轨道将会在太阳的外围

或者是在太阳的前面。当它运转离开太阳的时候，我们在地

球上可能无法看见，彗星的尾巴是由于太阳的吸引力所造成

的，当彗星飞近又离开太阳之时，有许多的残硝碎片有大约

一百万英哩长，像尾巴一样，单单就是大量的碎片在太空中

飞行。地球将会碰上哈雷彗星，尾巴上残硝碎片的轨道，因

而我们将会有非常壮观的流星雨，这会发生在后年，然而我

们可能无法看见彗星的尾巴，但我们可能会看见流星群的壮

丽景观，这就是从太空进入我们大气层在彗星尾巴上的残硝

碎片所造成的。 

每分钟都将会有一万八仟个陨石进入我们的大气层。当它们

进来的时候就被大气层焚化了。大多数在太空中的小的陨石

碎片，当它们高速进入围绕在地球周围密度较高的大气层

时，它们会因摩擦生热而焚化，这是神的设计，当然绝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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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它们撞击地球以前已经被完全焚化了，但仍然有一些没

有被完全焚化的会撞击地球，你也许也曾看过这样从天而降

的陨石。 

但确定的事，神将会带来对大地的审判。至于是藉用怎样的

自然界现象，我们并不知道，也许神会使用我们人类在自然

界中从未看过的现象来施行祂的审判。但有一件事你可以确

定，那就是神的审判必定来临，至于神将会用怎样的方法让

海变成血？前几年我们在此曾经看见所谓的“红潮”事件，

就是当浮生物大量繁殖的时候，会使水呈现红色的色泽，这

是由于浮游生物夺走了水中的氧气，而当水中的氧气被红潮

耗尽之时，会造成所有鱼类的致命死伤，红潮的景观却是壮

观的。 

每当红潮来的时候，我喜欢在晚间站在沙滩上观望海潮，因

为红潮看起来像有许多的霓虹灯管。当潮水冲破浮游生物族

群之时，因浮游生物含有许多的鏻，这些鏻就会闪闪发光，

看起来好象有无数的霓虹灯管在照亮海洋，景观是非常的壮

丽。但在其中游泳可真是不好受，在红潮来的时候去冲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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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惨的，如果不幸喝了红潮的水，那真是让你肠胃翻滚，如

果眼睛不幸进了红潮的水，那真会让你的眼睛发烧，但红潮

在晚间看起来是多么的壮观美丽。 

所以这审判也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红潮，耗尽水中的氧气，因

而造成海中的生物全部死亡。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

了。（启示录 16：4） 

所以不单是海变成血，现在连江河与众水的泉源也都变成血

了。你记得类似这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埃及过，那时人也不

能喝这样的水。当这件事在世界各角落同时发生之时，也就

是突然之间当所有的淡水泉源都被污染之时，试想将会对人

类造成何等的震撼，但在这灾难来临之前，世上的水源将近

一半已受污染，在这特别的灾里，所有的水源将被污染会对

人类带来致命的打击。 

当水变成血之时，人便无法喝， 

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阿，你这样

判断是公义的。”（启示录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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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一会儿，我们会看见一位天使站在太阳里，现在这位是

神差派管理淡水资源的天使。 

这些天使真是耐人寻味，将会在天上见到他们一定是很有趣

的事情，我真是急急想见神差派看管我的那位天使。圣经诗

篇九十一篇上说：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诗篇 91：

11－12） 

所以和那保护我的天使见面，一定是非常有趣的事。我想知

道在过去几件特别的事件中，他在做些什么，他是否在他该

作的职务上睡着了还是如何，但这并没有关系，我已经原谅

了他，我要他知道当我见到他的时候，绝不会怪他任何事

情，但见到他一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而现在这位是神差派掌管众水的天使，这位天使这样宣告： 

“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阿，你这样

判断是公义的。”（启示录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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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无论作什么，祂总是对的，这是何等完全的公义。神的审

判是完全对的。在这里我们听见一项宣告，就是神的审判是

完全公义的，至始至终在神审判的这段期间，我们总是会听

见许许多多的声音在宣告神审判的公义。 

有趣的是虽然在天上一直不停地见证神公义的审判，但是在

地上仍然有许多的人关切担心神的审判是否合理公义。神若

定罪一位从来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是否公平呢？神

若永远地定罪一位从未知道，也未听见，也无法作决定跟随

耶稣的一位婴孩，难道神还是公平的吗？等等…事实上神无

论作什么，都是会完全公正的，神永远不会不公平，祂绝对

不会不公义，你对这事根本无须担忧。 

在这里，神将淡水变成血，而天使在这里说：“公义的神”

真是言符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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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 16：6） 

他们曾流过这么多的血，这是多么公义的审判，既然他们这

么喜欢血，现在神就给他们血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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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阿，你

的判断义哉，诚哉。”（启示录 16：7） 

所以，再一次在审判期间中听见神公义审判的确据。 

亚伯拉罕在当神告诉他，神将毁灭所多玛，娥摩拉二城的时

候，亚伯拉罕说： 

“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

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么。难道神会不公

平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么。将

义人与恶人同杀么？”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

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

人。”亚伯拉罕又对祂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

样呢？”祂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作这

事。”“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祂说：“我

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作这事。”“那假若在那里

见有二十呢？或者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主回答说：“为

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创世记 18：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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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天使到了所多玛城，只发现了一个义人，所以天使们怎

么作呢？他们把他领出来，对他：“你要速速地逃离这里，

因为你还没有到达安全之所，我们不能毁灭这城。” 

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神的审判是义哉，诚哉。你可以

完全信任此事。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

热所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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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 16：8－9）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观念，就是神若审判这世上的百姓，他

们就会很快离开他们的恶行。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当神施

行祂的审判，那些义人纵使软弱跌倒，仍然会转回归向神，

我们可以在旧约圣经上读到当神的审判临到义人的时候，会

使义人回转归向神。但是神的审判通常会使那些不愿悔改的

人心更刚硬，这就是在大灾难期间可以看见的现象。神的审

判非但不会让这些人回转归向神，还会使他们亵渎神，那些

认为他们的信息应该注重在地狱审判，硫磺，火湖这些主题

的传道人，认为如此就能使众人归向神，实在是对圣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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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透的了解。 

因为在罗马书二章四节说：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

是领你悔改呢？（罗马书 2：4） 

这句经文深深地抓住我，我知道我配受神的审判，不需要再

告诉我，但是若告诉我神爱我，愿意赦免我，愿意饶恕我，

愿意让我成为祂的孩子。并让我一起承受祂永远的国度，这

样的事情才真正地抓住我，祂使我愿意将我的心和我的生命

转向神，使我愿意改变，是神的美善和恩慈引导一个人悔

改。 

所以当神的审判降临，就是太阳开始用火烤人，至于这事是

如何成就，我们只能猜测。我们知道当主再来的日子来临之

前，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为血，很可能在太阳变黑以前，

它会进入一个超及光星的状态，这是我们在宇宙中可以观察

到的一个现象。当发光星体进入这样一个超越光体的状态，

它们会在几天内突然加热，造成极强烈而短暂的光芒，然后

它们看起来似乎就被烧尽了，因而可以被称作“星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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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星体的死亡就是星体的超及光状态，好象一个灯泡，它的死

是突然之间爆断，当氧气撞击钨丝之时，会使钨丝变得格外

明亮，正是因为氧气不断地撞击钨丝，使得钨丝变得更热更

光亮，因此被烧成两半，灯也就因此爆断了。对星体来说是

一个不同的因素，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造成超越光星的，它们

突然之间变得非常明亮，然后显然似乎是被烧尽了。但这是

一个超越光星的状态，很可能太阳就会进入一个超级光星的

状态。试想那将给住在地上的人带来何等的痛苦，一旦太阳

变成一个超级光星，超级光体的话，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在

此之后太阳必定暗下来，在那段大灾难的期间，太阳只有三

分之一的部份会发光，所以这极可能是一个超级光星的现

象。 

还有一种事件可能会发生在最后这七灾里面，就是在地上将

会有一个核子战争的大毁灭。苏俄，美国和其它每一个国家

都将他们的核子武器发射出来。我们知道当核子武器爆炸以

后，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会毁灭我们大气层中的臭氧层，这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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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层已经被用来作各种不同刮胡霜的碳氟化合物之气体所耗

尽，这气体也是让我们用来作压缩罐头的气体。当这碳氟化

合物的气体上升到大气层中的同温层时，就会和臭氧的气体

相结合，这合成的气体会非常的不稳定，因此在这样的结合

中会造成对臭氧气层的破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禁止使用在

压缩罐头中碳氟化合物的理由。 

我们知道原子弹也会造成对臭氧层破坏的相同结果，臭氧层

原是保护我们的氧层，它帮助我们挡住许多从太阳来的紫外

线，看起来似乎是神的作为，用臭氧层来保护地球，免受太

阳紫外线的侵害，因为人若直接曝露在这样的紫外线下，会

造成非常恶毒的瘟疫，会造成烧伤，皮肤癌，所以我们在这

里看见的，可能是一个核子战争的大毁灭。 

神知道人的愚昧会带来多少在自然界中的祸患，令人深思的

是神早已在以赛亚书十九章那里预言阿斯万水坝的兴建，不

但他提到要兴建阿斯万水坝，他可说到因着兴建这水坝会造

成怎样的生态破坏，就是捕渔业的毁灭，以及农耕地及农作

物的失丧等等。兴建这个阿斯万水坝会带来多少在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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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问题，神说这些谋士都是愚顽人，因为他们在兴建这

水坝的时候，没有考虑破坏生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事实上，曾有这样的说法，为了修复因他们建这个水坝所带

来的生态破坏，他们想要把这个水坝爆破掉。当然！他们已

经失去了他们的渔业市场，他们曾经在尼罗河流入地中海的

出海口，有一个非常兴旺的捕渔业，因为尼罗河所带来的杂

质，喂养许多海里的鱼，现在水坝建起来以后，所有这些在

尼罗河中的杂质，养分，再也没有流入地中海了。 

兴建水坝的结果就是他们也不再有砂的沉殿物，所以曾在尼

罗河进入地中海河口之处那些肥沃的农业三角洲，现在已经

受到盐水的入侵，因为你知道尼罗河每年都会带入地中海数

以吨计的细沙，因此形成了许多美丽的农业三角洲，但现在

再也不会有细沙的沉殿物了。事实上，你开始看见碱水的入

侵，他们失去的农业耕地，已经超过他们用水坝的水灌溉所

能加增的农耕地，他们所失去的远比他们所得的农耕地来的

多，而他们所失去的是最肥沃的农耕地。 

所以神早就知道这些生态破坏会发生，很可能主在这里在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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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全面性的核子战争之后所带来的伤害和破坏。 

人被大热所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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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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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 16：9

－10） 

正如神使埃及遍地黑暗，照样神使兽的国黑暗了，同样这可

能是太阳超级光体的现象，就是在短暂几天的期间里，它会

变得非常明亮，然后就变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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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 16：11） 

人继续在亵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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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

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启示录 16：11－

12） 

所以神会将列国聚集到以色列地，从米及多到以东的地方，

神会使幼发拉底河的水变干，好为那从东方来的众王预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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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中国和她广大的族群，印度，巴基斯坦，日本都远从东

方来，进入以色列地。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象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

的口中出来。（启示录 16：13） 

在这里有一件值得提的事，对于那些似乎曾有魂游象外的

人，当他们的灵魂离开他们身体的时候，他们看起来是死

的，而在这样一个魂游象外的境界里，他们可以回头看见他

们身体所在的房间，也可能看见在那房间里的各种活动，但

他们是站在他们的身体以外来观察的。有趣的是就是绝大多

数这些有魂游象外经历的人清楚地知道，当他们的灵魂离开

他们身体的时候，是经由他们的口离开的。 

更有趣的是当你回到旧约圣经，你会读到神如何将生气吹入

人的里面，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而这些曾有魂游象外

的人通常会作见证，他们的灵是经由他们的口出去的，而当

他们的灵回来的时候，也是经由他们的口回来的，对那些曾

有魂游象外经历的人来说，灵是经由他们的口进出他们的身

体，这算是一件最平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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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有趣的事，就是这些鬼魔的灵是从兽口，龙口，并假先

知的口中出来。同样地，当耶稣在赶鬼的时候，当鬼被赶出

来的时候，在那些被鬼附的人之口中也有尖叫的声音，我不

认为如果你在这时把嘴紧闭，就必定对你有益处。这只是一

个非常有趣的观察，这些污秽的灵，好象青蛙，从敌基督的

口，假先知的口，以及撒但的口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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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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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 16：16）  

在那里他们要与主耶稣争战，试图在他回来的时候推翻神在

地上的王权。 

令人深思的是今日许多在政府里的高级主管，许多是被邪灵

所控制的，我不认为你能够解释他们的行为而不提到邪灵的

控制。希特勒与和他一同掌权的人做的事情是无法解释的，

除非我们说是邪灵控制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绝对无法做出这

样毫无人道的事情，除非他们是被邪灵的势力所控制，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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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一点，就是希特勒受白魔术界许多大师的影响和

指点。事实上，那些通灵的法士们是在指到并且控制希特

勒，这就是唯一的解释，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对他们的邻舍作

出这样残酷的暴行。 

当我们看看今日在世上所发生的事情，许多的恶行除非是受

邪灵的控制，才可能作得出来。就以闯入别人的家去杀人放

火这事，对于有正常意识的我们而言是无法想象的，一个人

怎能做这样的事呢？怎么下这样的命令呢？但正因他们是受

邪灵的控制，对这样的问题才有了解答。 

接着耶稣说： 

“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儆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辱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

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启示录 16：15-16） 

所以主在这里宣告祂的再来说祂来的时候像贼一样。约翰告

诉我们要儆醒看守我们的衣服，免得我们在祂来的时候满面

羞愧。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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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成了！”（启示录 16：17） 

这就是了！这是大灾难期间的最后一灾，这是神对地上最后

的审判，到此就完结，现在主耶稣荣耀降临建立神国度的时

刻已经来临。 

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

有这样大这样利害的地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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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杯递给她。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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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

16：18－21） 

这是描述在地上一个前所未有惊人可怕的大剧变。也许是南

北极的极轴换位，而与一个小行星的碰撞，很可能便是这事

发生的导火线。 

我们深信在过去曾经有过在地理学上巨大的变动，无论到底

是什么原因，或者就是极轴换位，水位改变，海底的层面也

改变，突然之间海底出现巨沟，大量的海水涌入，因着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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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量，地壳破裂，造成其它位置的岩浆冲出水面，新的高

山和山脉因而产生。 

在以马内利魏拉寇斯基“地球剧变”的这本书里，再一次提

出许多在世界各地有趣的现象，显示出在人类有历史以来有

许多惊人可怕的剧变，这些剧变造成地球岩浆巨大的上冲

力，因此形成许许多多的山脉。有一件他提出来非常有趣的

事，就是在贝鲁的高地，安蒂这个地方有一个湖叫做蒂蒂卡

卡，为什么在那里有一个倾斜的地理情势，而这样形势的造

成，这是在地球上人类有历史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地球剧

变”的这本书是非常精彩的书，他在那本书中也做了许多有

趣的研究，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他所定下的结论，但我发现他

所做的研究的确是非常令人赞叹，我非常喜欢读他的书，就

是因为他作的这许多了不起的研究。 

雷轰，闪电，大地震这不是一个区域性的事情，我们在加州

有许多的地震，我们所在之处就有许多的断层线，其中有一

个叫做新港断层线，我们也非常靠近圣安得斯断层线，所以

无论在断层线那里有什么移动，我们在这里立刻会受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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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但这些都是区域性的地震，震央是离新港海滩十英哩的

地方，或是在帝示谷。而科学家可以找出区域性地震的震

央，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区域性的地震，这是一个

世界性的大地震，整个地球都会在那里震动。 

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十七节那里曾经描述这个大

地震，他说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们，

这三件事情，恐惧，陷坑和网罗。他接着说，躲避恐惧声音

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

窗户都开了，地上的根基也震动了。这不只是区域性的地壳

移动，在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十九节以赛亚接着说： 

“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地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

象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象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万

分，必然塌陷，不能复起。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

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

聚在牢狱中，必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定罪，或译

多日之后，在一千年之后，”他们必被讨罪，当然这些人将

站在主白色的大宝座前受审判。在这里便是以赛亚描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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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地震的光景。 

再一次，如果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观察，这的确是像极轴变

位，因为在这里，地球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前后摇摆，又像一

张吊床摇来摇去。科学家们相信这些极轴变位的现象，每五

千年便会发生一次，这是一个科学界所皆知的现象。我们今

天所称的北极，并不一直都是地球的北极，地球已经在过去

更换了它的轴位，这极轴变位的确会造成整个地球剧烈可怕

的大灾难，正如我们已经提过的，就是海床位置的高度有所

改变。他们在喜玛拉雅山的高山上找到许多的化石，这些化

石在过去是活在水面以下的生物，如果你去到大峡谷南谷的

谷边上，在那里七千英呎海拔的高度，你可以发现有许多贝

壳与软件的生物的化石，这些化石所在的地层显示出这些地

层曾经是在海底的海床上，它们的位置曾经都是在海平面以

下，因为这些化石曾经都是海里的生物。 

所以的确曾经有过这些巨大的变动。这在将来也必会再发

生，地球将进入一个在这里所称呼的摇摆状态。我相信你们

知道地球一直都是在摇摆的，这就是在科学上所称的摇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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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每七年会循环一次，它似乎在有一段时间会非常明显突

出。接着在一段稍长的时段里，它会渐渐地平淡下去，然后

它会有一个轻微的摆动，而这摆动会渐渐增强，每到第七年

之时，这特摆动的状态便会非常明显突出，他们觉得有时候

这些摇摆的状态会变得这样古怪和不稳定，好象在上面的东

西会翻下来一样，当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地球上就会有

巨大的灾变，海岛都会挪移本位。 

我多次提到夏威夷群岛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可能不再存在。

所以主若给我夏威夷来管理，它可能是在海平面下一万英呎

的位置，所以我从来不坚持说在千年国度里，我要夏威夷群

岛作我管辖的范围。 

由于整个地球在千年国度时期将会被恢复成为一个单一体系

的气候状态，无论是在阿拉斯加或是在夏威夷，它们可能都

是风和日丽，青草茂盛一样的美丽，所以无论你在那里，整

个地球都会非常美丽荣耀。圣经上说，大地充满了祂的荣

耀，当神更新大地的时候，在撒拉哈沙漠的中心，将有溪

流，河水，瀑布与森林，沙漠将像玫瑰开花，在干地必有江



 

28 of 28 

启示录第 16章 

河涌流。 

所以无论祂把我分派何处，我都会举双手赞成，当主再来掌

权的那一天，公义将如海浪遮盖大地，在这样一个状态里生

活，真是何等的美丽，而那时我们便能看见神最早给人大地

的原意，当祂把人放在大地上告诉人要修理看管，并且要生

养众多，遍满全地。 

但神的审判将会在主再来的日子以前发生，我们在这里结束

启示录第十六章的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