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示錄第 12 講

啟示錄 第八、九章

王諾亞 老師

禱告：
主，我們實在感謝袮！袮一次次地帶領我們、恩待我們。袮在我們身上動了善工，終必成全
這工。在這末後的時代、主給我們恩典，讓我們一同來讀袮的話語，使我們能夠明白袮的心
意、並按著袮的心意活在袮面前，幫助我們預備好了、等候袮的再來。願一切榮耀、頌讚都
歸給袮，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o 啟示錄從第四章開始，講到將來要發生的事，實際上、對我們來說這些事有些已經發
生、或正在發生，因為、今天我們已經來到了『末時』。在第四章的經文中、我們看
見那在三層天上的寶座、那創造宇宙萬物真神的榮耀。
o 第五章、提到我們的救贖主的榮耀。約翰看見那坐寶座的右手中有一書卷、裏外都寫
著字、用七印封嚴了，而且沒有人配展開，他想到主的心意不能被解開、就大哭。長
老中有一位說：不要哭，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經得勝，能以展開那書
卷、揭開那七印。約翰轉身看見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
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接著約翰看見天上三層的讚美。（1.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
老的讚美 2. 天使的讚美 3. 被造之物的讚美）
o 第六章講到揭開七印，第七印揭完之後、主就回來，“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
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示錄第十一章） 。簡單地說，揭開七印的過程就
是“從主升天到主回來”的這一段時間。
 當揭開七印的時候，第一號開始吹，接著第二號、第三號、、、直到第七號吹完
了，印也揭開了，主就回來建立祂的國度 。可見、聖經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地用七
印、七號說明了。
 揭開前面四印與四匹馬、四活物有關係，（四活物就是受造之物的代表）。因著人
的墮落，受造之物都在嘆息勞苦，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羅馬書八章）。四個活物
都呼喊『你來！』因為、只有當主回來的時候、才能享受神兒子自由的榮耀。
 每揭開一印就有一樣事情發生，而且持續下去、就像馬不停地奔跑、一直到現在。
 揭開第五印時、祭壇下有求主伸冤的呼喊聲，於是、有聲音對他們說：還要安息片
時、直到被殺的數目滿足了。
 第六印、有天上星象的改變如“日頭變黑像毛布”及“滿月變紅像血”。過去兩千
年裏發生這種現象，而且正好在以色列的節期，只有 8 次，去年（2015 年）有兩
次。約珥書第二章及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描述的天象變化都在提醒我們：在神大而
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先、這些事情都要發生。（細節參閱第 11 講的摘要）可見我們
已經到了第六印即將進入第七印的時刻。
 第六印與第七印中間（啟示錄第七章）要發生兩件事：
1. 神在地上的百姓中、那些仍按著神的律法敬虔生活的，在大災難來臨前神要在他
們的額上蓋印，他們在災難中要蒙保守（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總共約有十四萬四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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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是第六印，得勝者要被提到寶座。（另外、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提到：當末次
號筒吹響時、死人要復活；活著的人要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但是、我們要注
意：這兩次的被提，是有差別的：一次是被提到寶座、發生在第六印時；另一次
提到空中、是末次（第七次）號筒吹響時）
上次、講到關於被提：
a. 馬太福音 24:37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降臨也要怎樣、、、那時、兩個人在
田裏，取去一個、撇下一個。（注意：這兩個人都是神的兒女，取去一個被提
到寶座；另外一個仍然留在地上。）
b. 儆醒：24:42 主說：“你們要儆醒”。我們若儆醒、有可能被提到寶座。
c. 預備：24:44 節，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45 節、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46 主
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
d. 如何預備？馬太福音 25 章
 預備油的童女（1-13 節）
 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14-30 節）
主提醒我們：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降臨也要怎樣。
這世代人所過的日子好比挪亞的日子，（馬太福音 24:3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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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也就是
說：“當主降臨的時候、審判就到了”，因此、我們要儆醒、要預備。
如何預備？十個童女的比喻、馬太福音 25 章：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
 這天國是指著國度說的，當我們一信主就得永生，這是恩典、是白白得來的；
但是、進天國需要付代價。“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
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馬太福音 7:21）。
 我們都是童女：我們本是被世界的罪所污穢的，主耶穌的寶血把我們洗淨了。
 拿著燈：箴言 20:27 “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鑑察人的心腹”。
 因著信主的關係、我們的靈都活過來了、因此、燈是亮的，差別乃是哪一個
有預備油。聰明的有器皿、愚拙的也有器皿。（器皿、指魂、己生命）愚拙
的器皿裝滿了世界的東西；聰明童女的器皿卻被倒空、裝滿了油（聖靈)。
以弗所書 5:18 乃要被聖靈充滿。
 以撒的井被非利士人填塞、需要挖開，才能讓活水從井裏湧出來。
 被聖靈充滿的人、是受聖靈管制及引導的人，這樣才能被主所用；天然人卻
是隨己意行、不受約束，以致神無法用他。
 我們若願意把自己奉獻給主，就給聖靈開了一扇門、讓祂可以在我們身上作
工。當然，主藉著環境和周圍的人在我們身上“倒空”的時候，是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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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能降服於主前，這些聖靈的工作可以使我們的心柔軟、屬靈的度量擴
充，好讓聖靈來充滿我們。因為、聖靈乃是賜給那順服之人的。
 艱難中、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恩典、幫助我們倒空， 因為、我們的魂生命
被倒空多少、聖靈就充滿我們多少。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就是聰明的童女。
馬太福音 25:14-30：三個僕人的比喻 – 按才幹受責任
o 一個人：指 “主耶穌”。往外國去：升天。
o 僕人：我們都是奴僕、是沒有權利的人。
o 家業：指屬靈的產業
o 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
 銀子、指屬靈的恩賜。
 人人都有，各有功用，因為、教會是一個身體，我們是身體上的一個肢體，每一
個肢體都有功用。
a. 以弗所書 4:11-12 祂所賜的有使徒、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
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這是指的“宇宙的教會”，是
特別的恩賜。）
b. 羅馬書 12:6-8 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豫言、或作執事、或作教導
的、或作勸化的、施捨的、治理的、憐憫人的、、、(這是每一個人都有的)
c. 羅馬書 12:1“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惟有將自己獻上、我們的恩賜才可
以慢慢顯出來。例如摩西以為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人，一旦奉獻出來、神就能
用他成為領袖。
 我們若照著天然人的作法去服事，愛怎麼做就怎麼做，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而不是照著神所給的恩賜來做、將會造成許多的困擾。
 若你是一個奉獻的人，願意先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恩賜會慢慢顯出來。當
你用這恩賜去服事人的時候，被服事的人和服事的人都會感受到滿有膏油。
 反之，一個沒有奉獻的服事，往往造成兩者都不舒服、也無法感受到膏油。
 每一個人都有銀子：因此、我們不能有任何藉口說我沒有恩賜。
o 前面“童女”、講到“生命”；後面“僕人”、指“恩賜”。當我們的生命越長
大、恩賜就越顯明。
o 給五千的、立刻拿去做買賣賺了五千，他沒有扣住神的恩典；給兩千的賺了兩千；
給一千的卻與地連結，也就是說他的才幹用到世界，結果把恩賜埋藏了、埋沒了。
o 19 節，過了許久、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賬：指“基督台前的審判”，我
們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
1. 給五千的：
 “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良善與“神的旨意有關”；忠心是指“按著
神的旨意去行”。我們若能明白神的心意並按著去做，就是“又良善又忠心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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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今天、地上再大的事在神
的眼中也是不多的事，只有在永世裏的服事才是大的、這是許多的事。今
天、我們是為永世裏的服事而操練。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2. 給二千的：
 與得五千的得到同樣的賞賜。因此、你不必羨慕或計較別人的恩賜比你大，只
要做到“良善忠心“就好。
3. 給一千的：
 我知道袮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因他不
認識神、不知神的屬性，不明白我們的神是滿有憐憫和慈愛的神）。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裏（他誤會了主）。
 主說：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
回。主在這裏告訴我們：倘若我們對自己的恩賜不清楚、沒有把握，至少可以
去和別人配搭服事，千萬不要隱藏恩賜。
 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這時、領受一千銀
子的僕人就在國度裏無分了，他在外面還要受管制、受訓練。（可見、我們今
天若沒有學到這功課、將來在國度裏還要學習。）
以上是主講到“人子降臨”、“被提”、“儆醒”、“預備”、“做良善忠心的僕
人”。關於“主的降臨”，一般誤解為“一霎那”的時間，是不正確的。
事實上“主的降臨”在新約用了二十幾次。希臘原文是“Parousia”，是 “一段時
間”，指 “主的同在”。
o 主的降臨是一段時間，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呢？
 主降臨的開始與第一批的“被提”有關，經過“基督台前的審判”，然後是祂降
臨時“眾目都要看見祂、連刺祂的人也要看到”、“主回來建立國度”，這一段
的時間就是“主的降臨”。我們需要瞭解這個觀念、讀啟示錄時才能明白。
 使徒行傳第一章、主被接升天。使徒行傳 1:6-11 節
6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啊！袮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7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
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9 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祂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祂接去，便看不見了。
10 當祂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
11“加利利人哪！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祂怎樣
往天上去、祂還要怎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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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使徒行傳所描述的，我們知道主的升天分成兩個階段：
1. 看得見的：（地上到雲中）眾人看見祂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祂接去。
2. 看不見的：（雲中不知道往哪裏去？沒有人看見）
天使說：祂怎樣往天上去、祂還要怎樣來，因此、主的降臨也分成兩個階段：
1. 看不見的：（寶座到雲中）主的日子像賊來一樣沒有人知道。（彼後）
2. 看得見的：（雲中到地上）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
要這樣。（馬太福音 24:27）
 眾人看見主耶穌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祂接去，但是、被接到哪裏呢？使
徒行傳沒有說明。後來啟示錄第五章、約翰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
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
 主前六百年、但以理在異象中看見主被接到寶座前。但以理書 7:13-14 我
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
前，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祂，祂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祂的國必不敗壞。







啟示錄 12 章、男孩子被提，空中發生一場爭戰：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與撒旦
和牠的使者爭戰，撒但和牠的使者被摔在地上。這時、仇敵被打敗、於是空
中被潔淨了，這是主降臨的開始，祂帶著第一批得勝者來到空中。等到末次
號筒(第七號)吹響的時候、已經死了的人要復活，地上活著的人要被提到空
中與主相遇（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哥林多前書 15 章）（這是在雲上發生
的、我們肉眼看不見的事）
同時、在地上有所謂的“七碗”的大災難（啟示錄 16 章），比前面幾個災
難還要可怕。我們為什麼要被提到空中？是為了基督台前的審判（因審判先
從神的家開始）。之後、得勝者與主一同回來建國度、到地上作王掌權。
當得勝者與主一同下來時，在啟示錄 19 章將有更詳細的描述。後面就有所
謂的哈米吉多頓的大戰；接著有審判、這是馬太福音 25 章山羊和綿羊的審
判、即萬國的審判（很多時候、我們以為綿羊是基督徒，山羊是非信徒，事
實上、綿羊、山羊都指著萬國說的。綿羊是溫馴的、他們會進入永生）（我
們是得着永生）（在國度裏，他們要作百姓；得勝者要與主一同作王掌權）

啟示錄第八章：揭開七印（與我們現在的時代很接近了、隨時都可能發生。）
1 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二刻。

o 從揭開七印開始到結束、正好是七號。
o 天上寂靜約有二刻：就是“半個小時”，有人解釋為地上的半個小時；有人解釋
為天上的半個小時，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揭開七印的開始有寂靜時刻。
o 天上有寂靜的時刻，這寂靜、指“暴風雨前的寧靜”，審判即將來臨。
o 揭開七印的安靜中、神在等待一件事，那就是下面的事：
2 我看見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枝號賜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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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揭開印、是隱藏的、沒有感覺的；但吹號卻是大家都聽得見、是公開的，每一個
人都可感受到。在舊約中、吹號說明“爭戰開始”。
o 正如啟示錄 12 章男孩子被提時、天使長米迦勒和使者與龍和牠的使者爭戰，這
是屬靈的爭戰。
o 從第一號開始吹、到第七號，這期間很可能是末後的七年、指災難的開始。根據
但以理書提到的七十個七，這是最後的七年（分前面三年半和後面三年半。第
1、2、3、4 號是前三年半；第 5、6、7 號是後三年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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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o “另有一位天使”與前面所指的天使是不同類別的，這裏指的是“主”，因希伯
來書提到“為大祭司的耶穌”，祂是在聖所、至聖所服事的。
o 金香爐是用來盛裝香的；祭壇是在外院的燔祭壇。舊約的祭壇、在新約希伯來書
13 章指的是主的“十字架”。
o 我們的祈禱原不能達到神的面前，因著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贖、與祂在幔內
的服事，這時、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5 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隨有雷聲、大聲、閃電、地震。

o 眾聖徒的祈禱升到神面前、蒙了應允，神垂聽了在揭開第五印時祭壇底下伸冤的
呼喚，現在神的審判即將開始（隨有雷聲、大聲、閃電、地震。）
6 拿著七枝號的七位天使、就預備要吹。

o 七枝號帶來審判、審判之前有寂靜時刻，因為、神要祂的兒女在號吹以前（行審
判之前）、有個安靜的禱告。這禱告乃是神執行祂旨意的軌道，也就是說、禱告
是為神執行祂的旨意時鋪路。
o 在舊約中、神是獨行奇事的神，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o 但在新約、神切望祂的兒女禱告來摸著祂的心意，以致神的兒女一禱告、祂就應
允。“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
上也要釋放。（馬太福音 18:18）（他們按著神的心意來禱告、立即蒙神應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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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災難）

o 這讓我們想起摩西在埃及所行的十災中的第七災-雹災。最近的氣候變化很大，
在加州常有森林大火；特別寒冷的地方有雹子。有些人說這是天災、是氣象的變
化，事實上、神要藉著這些變化預先告訴我們“第一號在吹了”。
8 第二位天使吹號、就有彷彿火燒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
9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隻也壞了三分之一。（海的災禍）

o 第二號災禍在海中，海底的火山爆發，造成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隻也壞
了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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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三位天使吹號、就有燒着的大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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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的災禍）
11 這星名叫“茵陳”（苦的意思），眾水的三分之一變為茵陳，因水變苦、就死了許多人。

o 第三號災禍在星球，這些燃燒物造成江河的污染，以致水變苦死了許多人。
o 前面三號都與火有關。（因神曾與挪亞立約說：不再有洪水毀壞大地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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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災禍）

o 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被擊打，以致變黑暗了。
13 我又看見一個鷹飛在空中、並聽見牠大聲說：三位天使要吹那其餘的號（5，6，7 號） ，
你們住在地上的民，禍哉、禍哉、禍哉。

o 舊約中、神曾藉著驢說話，這裏藉著鷹說話。
o 馬太福音 24:28 屍首在哪裡、鷹也必聚在哪裡。（鷹與審判有關）
o 前面四號已經很可怕，這後面的三號（禍哉、禍哉、禍哉）更可怕。有人說前面
四號是大災難的前三年半、這是後面的三年半。（各家的解釋可能有所不同）
o 前面四號與環境有關；後面三號則與人有關係。
o 注意：以上所描述的災難與地上沒有被提的人有關，因為、吹號時得勝者已經被
提了（第一批），也就是說、沒有被提的人會看見（遇見）這些災難。
第九章：天使吹第五號和第六號
1 第五位天使吹號、我就看見一個星從天上落到地上，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他。

o 這“星”不是星球，乃是指著天使、或人，因為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他。
o 一般傳統的解釋、星指“撒但”，因牠被摔在地上。
o 無底坑：路加福音 8 章，人死了到陰間（不是上天堂），分樂園和陰間兩部分。
我們人到樂園；不信的人則到陰間，這樂園和陰間是彼此不相通的。
1.亞伯拉罕和財主的故事；
2.主耶穌對十字架上的一個強盜說：今日你要與我同在樂園裡了。
2 他開了無底坑、便有煙從坑裏往上冒、好像大火爐的煙，日頭和天空都因這煙昏暗了。

o 無底坑是幽靈所住的地方，像一個大火爐。
o 路 8:31 鬼就央求耶穌、不要吩咐他們到無底坑裡去。（連鬼都不去的地方）
3 有蝗蟲從煙中出來飛到地上，有能力賜給他們，好像地上蠍子的能力一樣。

o 這裏的蝗蟲與一般蝗蟲不同，有邪靈、鬼魔附在其內。有邪靈的能力賜給牠。
o 使人想起從前埃及十災中的蝗災，但這裏的蝗災是像蝎子。
4 並且吩咐他們說：不可傷害地上的草、和各樣青物、並一切樹木，惟獨要傷害額上沒有神印
記的人。

o 本來蝗蟲是傷害草和青物的，但這裏的蝗蟲要傷害額上沒有印記的人。
o 啟示錄第七章提到“額上有神的印記的人有十四萬四千”，他們將不被蝗蟲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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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但不許蝗蟲害死他們、只叫他們受痛苦五個月，這痛苦就像蠍子螫人的痛苦一樣。

o 沒有神印記的人被蝗蟲傷害、很痛苦。
o 估計第五號將持續五個月之久。
6 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決不得死；願意死、死卻遠避他們。

o 真是痛苦難當！生不如死，卻死不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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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頭髮像女人的頭髮、牙齒像獅子的牙齒。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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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有尾巴像蠍子，尾巴上的毒鈎能傷人五個月。

o 這個蝗蟲的形狀很特別，好像戰馬一樣雄壯、勇敢高大、咄咄逼人！
o 頭上戴著金冠冕、像似有權柄的、要人服牠。一方面牠吸引人、像女人的頭髮；
又像男人的臉面、牠在掌權；牙齒像獅子那樣可怕；祂的胸前有鐵甲保護自己；
翅膀的聲音如奔跑上陣的快馬，讓人聽了害怕。
o 尾巴像蝎子、尾巴的毒鈎能傷人。
o 主耶穌說：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蝎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
沒有甚麽能傷害你們。(路加福音 10:19)
11 有無底坑的使者作他們的王，按著希伯來話、名叫亞巴頓，希利尼話、名叫亞玻倫。

o 箴言 30:27 蝗蟲沒有君王、卻分隊而出。但這裏的蝗蟲不同，無底坑的使者作牠
們的王。
o 啟示錄 11:7 從無底坑上來的獸必與牠們交戰。
o 啟示錄 13:1 有獸從海中上來。（獸、指的是“敵基督”）
o 很可能敵基督在這個時候出現，因為、末世的時候敵基督也要來建立他的國度。
o “亞巴頓“和“亞玻倫”都是毀滅的意思。盜賊來、無非要殺害、偷竊和毀壞。
12 第一樣災禍過去了，還有兩樣災禍要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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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金壇指“金香壇”。
o 金壇的四角：利未記中、祭司帶著“血”進入聖所、要把血塗在會幕和金壇的四
角。因著血、才能蒙保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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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伯拉大河就是幼發拉底河，是伊甸園中的第四道河。
o 希伯來人被稱為過河的人，就是過了幼發拉底河。這河是巴比倫和迦南地的分
界，亞伯拉罕是第一個過河的人，他離開巴比倫來到了迦南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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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殺害人的三分之一。

o 四個使者是專門殺人的，原先被捆綁、現在被釋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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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人看來、殺人的使者被釋放將造成災難；在神看來、卻是要藉此產生得勝者、
以成全神的旨意。
o 他們在很短的時間要殺三分之一的人，而且、被殺的時間都預定好了（某年某月某
日某時）。（萬物都有定時。）
o 在原文中是“年月日時”，沒有“某”這個字，有人認為、這時間就是一年、一
個月、一天、一個小時。也就是說：第六號維持十三個月之久。不過、這只是一
種解釋而已、不一定要接受，重要的是讀神的話。
16 馬軍有二萬萬，他們的數目我聽見了。
o 二萬萬指“二億”。
o 這馬、不一定是真的馬。
17 我在異象中看見馬和騎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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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這馬用口就能殺人。
18 口中所出來的火與煙、並硫磺、這三樣災殺了人的三分之一。
o 火與煙、並硫磺：都是火湖裡的材料。

o 現在、世界上的核子武器、生化武器和化學武器的殺傷力，非常驚人可怕。
19 這馬的能力、是在口裏和尾巴上，因這尾巴像蛇，並且有頭用以害人。

o 馬的口、尾巴、頭都有能力傷人，共殺了人的三分之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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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又不悔改他們那些兇殺、邪術、姦淫、偷竊的事。

o 神沒有毀壞全地，因為、祂盼望人能夠悔改，但人仍舊不悔改：
a. 對神不敬虔：拜鬼魔（如撒旦教）、拜偶像
b. 對人不公義：兇殺、邪術、姦淫、偷竊。
對神不敬虔的人、往往對人也不公義，正如羅馬書第一章 18 節以後所提的一連
串的罪有關係。
禱告：
主！感謝袮把還未發生的事、預先寫下來讓我們來讀。袮說：凡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是有
福的，因為日子近了。當我們讀你的話語時、存著敬畏的心，盼望袮來拯救我們，因為、我深信
那在我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袮拯救我們必拯救到底。主啊！讓我們都能預備好了、
等候袮的再來。把所有的榮耀、尊貴都歸給袮，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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