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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
o 聖經常常用簡單的概念、把複雜的事情發表出來、並解釋得清楚：
 就像揭開七印，把主耶穌升天到祂回來、這一段時間所發生的事，都包括了。
 但以理書中的七十個七，代表從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到主回來的事。分三個階段：
1. 七個七：
7 × 7 = 49 從出令建造到完成。
2. 六十二個七：7 × 62 = 434 從耶路撒冷城建好到受膏者被剪除（主被釘十架）。
3. 最後的七： 7
經過恩典時代來到最後一個七，分成兩段：
 前三年半
 後三年半：一七之半大災難結束、主就回來了。
 但以理書中、藉著一個人像（金頭、銀胸和膀臂、銅腹和腰、鐵腿和半鐵半泥的人
像），這樣的一幅圖畫、把整個人類的歷史、從外邦掌權 - 巴比倫帝國開
始、、、一直到到主回來的事發表出來。
 世上的事、在我們看來是這麼複雜；但在神的眼光看來卻很簡單。
o 關於七印，我們以馬太福音 24、25 章 主耶穌說的豫言、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先來
看看啟示錄第六章，揭開前面四印和四個活物以及四匹馬有關。
 為何前四印與四活物有關？
 在寶座前和周圍有四個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
 每揭開一印的時候、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你來！
 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
說：你來。、、、見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勝了又勝。
 揭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來。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紅的，可
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打仗）
 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騎在
馬上的手裡拿著天平、、、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與飢荒有關）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的馬，
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刀劍、飢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四活物（獅子、牛犢、人、鷹）是所有受造之物的代表（受造物有六大類，但
蛇 - 爬蟲類、和魚類除外）。
 四活物與揭開四印有關：羅馬書 8:19-21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
來。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
造之物仍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因人的墮落、受造
之物在虛空、轄制之下，指望脫離轄制、得享自由，每揭開一印、四活物中的
一個就說“你來！”。）（等七印都揭開之後、主就回來了！）
 為何用馬？
 第一匹是白馬。馬、指“跑、勝了又勝”、繼續到主回來。
 第二匹是紅馬，指“戰爭”。主回來前、戰爭愈來愈多，因馬越跑越快跑。
 第三匹馬是黑馬，指“飢荒”，世界上多處飢荒，美國的中產階級也變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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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匹馬是灰馬，指“死”。刀劍、飢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 1/4 的人。
 馬、繼續跑到主回來，說明“以上這些事、繼續不斷地發生”。
第五印：殉道者在祭壇下喊冤、主說：需再等片時、直到被殺者的數目滿足。
第六印：大地震、日頭變黑、、、指“羔羊的忿怒”。
第七印結束時，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主回來了。(啟示錄 11:15)
當羔羊揭開七印時，約翰看見七位天使、有七枝號賜給他們。（啟示錄 8:2）
當第七號吹響的時候、發生幾件事：
 帖撒羅尼迦前書 4 章與哥林多前書 15 章、提到末次號筒（第七號）吹響的時
候，在主裏死了的人要復活、活著的人要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
 啟示錄 16 章、當第七號吹響時有七碗倒下來。（幾乎是同時發生）
 從第一碗開始、一個個接下來，盛裝神的忿怒。最後、七號與七碗同時結束。
 在空中與主相遇、做什麼？哥林多後書 5:10 在基督台前接受審判、叫各人按
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審判後，得勝者與主一同作王、進入千年國度；沒有得勝的就在外面哀哭切
齒。（啟示錄 19 章）

馬太福音 24、25 章：主耶穌在離去前、對門徒所說的豫言：
24 章 2 節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嗎？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裏、沒
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24 章 3 節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地來說：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這些事？袮
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麼豫兆呢？
o 門徒聽了主所說聖殿將要被毀的話、便發出一連串的問題（聖殿被拆毀主降臨世
界末了）（一個接一個的問題）；但是、主認為這些是不同的三個問題，因此、祂用
馬太福音 24、25 章的三段話，分別地回答他們。
根據哥林多前書 10 章 32 節，從神的眼光來看、世上的人分成三種：猶太人、神的教
會、外邦人。
1. 馬太福音 24:3 ~ 24:31 對猶太人（神在地上的選民）說、按字面讀就可了解。
2. 馬太福音 24:32 ~ 25:30 對教會（屬天的百姓）說、用比喻（屬靈的解釋）。
3. 馬太福音 25:31 ~ 25:46 對外邦人說、主回來後的審判。
第一段的回答：對猶太人說的、按字面讀就能明白。
o 馬太福音 24 章 3 節 門徒暗暗地來說：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這些事？
 指聖殿被毀（24 章 2 節）、和 23 章所提的有關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幾件事（23
章 32～39 節）
 主耶穌用 24 章 4 節到 24 章 31 節的這段話、來解釋上面這些事。
 這些事、就是從主耶穌升天到祂回來所發生的，與揭開七印有關。
路加福音 21:7 他們問他說：夫子，什麼時候有這事呢？
 指單一的、“一塊石頭不留在一塊石頭上”這件事。
6/4/2016

2

啟示錄 第 10 講

啟示錄第 6 章、馬太福音第 24 章

王諾亞老師

o 馬太福音 24 章 4-9 節
4 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5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6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的，只是末期還沒有
到。
7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飢荒、地震，
8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災難、原文指“生產之難”）。
9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

從以上經文、馬太福音 24 章 4-9 節中、與啟示錄第六章七印對照：
 4-5 節：主提醒他們要謹慎、因有好多敵基督。（第一印、白馬）
 6 節：打仗（第二印、紅馬）
 7 節：飢荒、地震（第三印、黑馬）
 8 節：瘟疫（原文聖經中飢荒與地震之間有瘟疫、中文聖經沒有翻出來）（第四
印、黑馬）（這是災難的起頭）
 9 節：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指“殉道者”（ 第五個印）。
a) 有人解釋第一印是指“敵基督”：
 第 5 節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第一印、敵基督）
 第二印（打仗）、第三印（飢荒）、第四印（瘟疫）、第五印（殉道者）都吻合。
b) 如果從啟示錄來看、白馬是指“得勝”，主就是騎著白馬回來的，這種解釋很合
適。主升天的時候告訴門徒：“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這是“福音”、要一直廣傳下去。白馬也可說是福音。
我們要明白、這是解釋的不同，真理只有一個，主耶穌是真理。不論哪一種解釋、各
方面都承認“從主升天以後、敵基督愈來愈多、愈來愈猖狂，福音也愈來愈廣傳”。
o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24 章所談到的豫言、與啟示錄中的七印相吻合。既然、四活物
（代表受造物）都盼望主回來，使他們脫離轄制，為何揭開四印時都是災難呢？
 馬太福音 24:8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不認識神的人看見世界上充滿災難、而且災難愈來愈多、愈來愈重；
 神看災難乃是“生產之難”，為的是生出“男孩子”（啟示錄 12:5 婦人生了一
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
 神的心意為的是“教會的得勝者產生”，這是“生產之難”。
 生產之難的特點：產難是越來越痛、時間越來越短（密集）。現在這世界正是
這個樣子：地震、瘟疫、、、等等災難越來越重、間隔也越來越短。
 對信主的人來說、我們明白神的心意，因為當得勝者產生、被提到神的寶座
時，主就回來了。這是為著“得勝者的產生”、與“主的回來”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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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來看、苦難是沒有意義的；但主是要藉著苦難造就我們。
o 馬太福音 24:9-12 節
9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
10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相陷、彼此恨惡。
11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
12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

 這裏所寫的、不僅是指外邦人、也是指的教會說的。
 保羅在提摩太後書三章提到：“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
專顧自己、貪愛錢財、、、愛宴樂、不愛神、、、）
 若是教會也有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心裏常常因此而冷淡；但是、不要這
樣，我們更要昂首挺身，因為主快要回來了。
o 馬太福音 24:13-14 節
13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馬太福音 24 章 4～14 節、所講的事情，實際上是“從主升天到末期”的事情。
 我們現在是末後的時代，主耶穌提到“末期”。
 我們看見，在末期之前、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天國的福音：原文是“國度的福音”，與我們所講的一般福音不一樣。
 什麼是“國度的福音”？
 一般說：我們去傳福音、叫人信主，這就是“福音”。人信了、不一定愛主。
 主耶穌對門徒說：“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作我的門徒”：願意跟隨主、捨己、背十字架，這就是“國度的福音”。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末期才來到：人要甘心作主“愛的俘虜”、願意服在
主的權柄之下，不再為自己活、乃是為那位替我們死而復活的主活。主在我們
身上有權柄，這個時候末期才來到。
 我們要把自己“奉獻”給主。
 我們常說：我奉獻給主、去傳福音。但是、“奉獻”一開始、不是為主做
事，而是讓主在我們身上做事。
 好像主人叫僕人去買菜，他自己喜歡吃什麼、就買什麼菜；我們也常常這
樣，想做什麼事就做什麼事，而不是聽主人的話。
 一個奉獻的人是聽從主的話，主人要我們做什麼事、我們就去做什麼事。
 當我們讓主做的時候，就能明白主的心意。這樣、我們才能按著主的心意去
做，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靠聖靈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末期才來到。
o 馬太福音 24:15-22 節 ：末期到了、大災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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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要會意）。
 行毀壞的：指“末後敵基督要出來了”。
 可憎的：指“偶像”，舊約時代也有這問題，表面上是拜神、後面有許多偶像。
16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
 末期的災難：最後一個七、是災難時期，最後的三年半是大災難時期。舊約的耶
利米書稱“這是雅各家的災難”，與猶太人有關。
 要逃、不是抵擋。因為萬國都集中在耶路撒冷、要逃離到山上。
17 在房頂上的、不要下來拿家裏的東西；（緊急！）
18 在田裏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快逃！）
19 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跑不動）
20 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要禱告）
21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沒有。
22 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
了。 （神仍然眷顧祂的約）
o 馬太福音 24:23-31 節 大災難過去之後、主降臨所要發生的事：
23 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基督在這裏、或說：基督在那裏，你們不要信。
24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
了。（我們若太注重神蹟奇事、就容易被迷惑）
25 看哪！我預先告訴你們了。
26 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曠野裏，你們不要出去；或說：看哪！基督在內
屋中、你們不要信。
27 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每一個人都可以看見）
28 屍首在那裏、鷹也必聚在那裏。（鷹、指“審判”）
29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
勢都要震動。（這是第六印）
30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看見人子有能力、有
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第七印開完、主回來了）
31 祂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祂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
聚了來。（馬太福音 23:39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
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以前在撒迦利亞書 11-14 章曾仔細講過這一段)
第二段的回答：對神的教會說的（回答：主降臨的時候有什麼豫兆？）
o 主降臨：希臘原文是”“Parousia” is an ancient Greek word meaning presence, arrival, or
official visit.

 指“主的同在”。
 是一段時間（像揭開七印、不是一下就完、要發生好多事情：七印七號七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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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剎那時間。
 這一段時間、是從“主來像賊一樣”到“主回來、每一個人都看見祂”（閃電從東
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o 馬太福音 24:32-33
32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
33 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
 主為什麼用無花果樹做比喻？（從 21 章的無花果樹說起、到 24 章的無花果樹）
 主耶穌這一段話是從馬太福音 21 章講下來的。
 主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到了橄欖山。
 主騎驢駒子進城（應驗先知撒迦利亞的豫言）
 耶穌進聖殿、趕出做買賣的人。
 馬太福音 21 章 17 節：於是、離開他們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裏住宿。
耶穌為何不住耶路撒冷呢？
 耶路撒冷的聖殿是做買賣之地。
 耶路撒冷是宗教的敬拜中心，並無實際，主在那裏得不到滿足。
 伯大尼雖是小城，祂願意去，因主在那裏得到滿足（馬大的“服事”、馬利
亞的“愛”、拉撒路的“死而復活的生命”）（這三樣、能使主的心滿足）
 馬太福音 21 章 18-19 節：咒詛無花果樹
18 早晨、回城的時候、祂餓了。（馬大這麼會伺候、怎麼可能讓主覺得餓？）
19 看見路旁有一棵無花果樹、就走到跟前，在樹上找不着什麼，不過有葉子，
就對樹說：“從今以後、你永不結果子”。那無花果樹就立刻枯乾了。
 餓了：不是肉體的餓、是心裏不滿足。
 19 節這句話很特別，因主到地上來是要祝福、不是咒詛的。
 但現在、祂看見無花果樹沒有果子、就咒詛這棵樹“ 從今以後、你永不結
果子”。
 可見、主的“餓”和“咒詛”都不是按照字面解釋的。
 主咒詛無花果樹、其實是對整個以色列國講的，在舊約中、講到猶大、以
色列，都用無花果樹來代表。
 祂到自己的地方來、沒有人接待祂，因此、祂裏面飢餓；
 這一棵無花果樹的外面葉子茂盛、沒有果子（生命），自己卻很滿足。於
是、主就咒詛它，那無花果樹就立刻枯乾了。
 我們也是如此、落在自欺、黑暗裏面，自以為還不錯。主為了拯救我們、
就讓我們失敗跌倒，等我們看見自己真正的光景之後、才知道悔改。
 馬太福音 24 章 32-3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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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同一棵無花果樹、枯乾死了。現在、“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經過
這漫長嚴冷的冬天，無花果樹發嫩長葉了。
24:32 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以色列民被分散在各
地、到 1948 年 5 月 14 日復國了。（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滅亡之後
這麼多年、可以再復國的）
24:33：主正在門口了。
 主在門口、為什麼還不進來呢？
 這裏的“門”是複數，好多個門、像中國的大庭院，經過一個個門才進來。
 比較:路加福音 21 章 29-31 節
29 耶穌又設比喻對他們說：你們看無花果樹（以色列）和各樣的樹（伊拉
克、伊朗、希臘等等），
30 它發芽的時候，你們一看見自然就曉得夏天近了，
31 這樣、你們看見這些事漸漸的成就，也該曉得神的國近了。
關於以色列的復國，聖經中怎麼算出 1948 年？（僅供參考）
 以西結書 4:1-8 你要向左側臥 390 日、承當以色列家的罪孽；
向右側臥 40 日、承當猶大家的罪孽，一日頂一年。
 390 + 40 = 430 是總共受懲罰的日數、一日頂一年，就是 430 年
430 –70 = 360 已經被擄了 70 年，還有 360 年
利未記 26 章 14-18 節為你們的罪、加七倍懲罰你們 360 × 7 = 2520
聖經年換成一般的年 360 × 2520 / 365 ¼ 正好是 1948 年復國。
o 馬太福音 24:34-46
34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
35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36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
知道。
 有人解釋一世代是 40 年（在曠野 40 年），算到 1988 年、這些事都要成就。
 有人解釋一世代是 70 年（人的一生 70 年），算到 2018 年、這些事都要成就。
 人的解釋會錯、但是神的話不會錯，只有等到應驗了才能揭曉。
 主的心意是要我們儆醒：祂愈來愈近了、我們要預備好。
 子也不知道：對這件事、主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不是站在神子的地位，正如祂在
曠野受試探時、魔鬼一再說“你若是神的兒子、、、”，而主的回答是“人活
著、不是單靠食物、、”。主在地上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因此、祂能體諒
我們的軟弱、凡事受試探與我們一樣，但祂沒有犯罪，祂可以做我們的大祭司。
37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6/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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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
39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主回來的時候和挪亞的日子很像：洪水還沒有來到、人照常吃喝嫁娶，什麼事
都一樣；但突然洪水一來、全部沖走、審判就來到。（人子降臨也是這樣：人
子來的前一天、什麼事都一樣；但祂來了之後、就不一樣了。）
40 那時、兩個人在田裏（指“工作”），取去一個、撇下一個。（指一段時間）
41 兩個女人推磨（指“早上”），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42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哪一天來到。
43 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主來、像賊一樣。（這是主回來、一開始的情形、有人要被提）
 這被提、與前次所提“被提到空中”不一樣。這裏被提的兩個人都是屬於主的
人，要先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首先、有得勝者的被提（到寶座）。
 末了、沒有被提和在主裏死了的人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44 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從外面來看、日子都是一樣，但主提醒我們要儆醒、要預備。
比較路加福音的描述、17 章 26-37 節：
26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
27 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洪水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
28 又好像羅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
29 到羅得出所多瑪的那日，就有火與硫磺從天上降下來、把他們全都滅了。
30 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
31 當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裏，不要下來拿；人在田裏、也不要回家。
32 你們要回想羅得的妻子。
33 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喪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
34 我對你們說：當那一夜、兩個人在一個床上，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35 兩個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36 兩個人在田裏，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37 門徒說：主啊！在那裏有這事呢？耶穌說：屍首在那裏、鷹也必聚在那裏。

 挪亞、羅得的日子和我們的日子、沒有什麼不同。吃喝嫁娶、買賣建造並沒有
錯；若“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買又賣”成了我們生活的目標、生活的中
心，那就是問題所在了。
 挪亞的日子：邪靈猖狂、交鬼、包括美國、世界各地也是；
 羅得的日子：同性戀，美國已經立法承認、是帶頭的國家。
 看到這些事情、我們就知道主來的日子近了。
 主來的日子、不論早上、晚上，全世界都有人被提。（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羅得的妻子、一回頭就變成鹽柱，因財寶在那裏、心就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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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回想羅得的妻子：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
的，是永遠常存。（約壹 2:17）
 第一批被提的就是啟示錄中的“男孩子（教會的得勝者）”，陣痛愈來愈大、
快要生了，主回來的日子非常近了。當 1948 年、主進入第一個門，又過了這麼
多年了，我們有沒有預備好？
 我們要讀主的話、明白主的話，不是光聽人家講而已。
 好好地預備心、等候主的回來。
禱告：主，我們實在感謝袮！藉著袮的話一次次地提醒我們：萬物的結局近了，袮要我們謹慎自
守、儆醒禱告，更重要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甚願在袮回來之前，我們靠著袮的恩典、能夠準備好， 求袮成全我們的心願，把所有的
榮耀、尊貴、讚美都歸給袮，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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