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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神忿怒怒的大㈰㊐日到了了，誰能站得住呢？ 
（啟示錄錄 6-7） 

	  
I. ㈦㊆七㊞印的審判  
	  

A. 耶穌從㆝天父手㆗㊥中接過㈲㊒有㈦㊆七㊞印的書卷。這書卷是全㆞地的㈯㊏土㆞地契契約，也是㆒㈠㊀一個潔淨全
㆞地的爭戰計劃。㈦㊆七㊞印是按著順序被揭開，而每揭開揭開㆒㈠㊀一個㊞印，就會釋放出㆒㈠㊀一個
駭㆟人的審判在惡惡㆟人的身㆖㊤上。 
 
7 這羔羊  (耶穌) 前來來，從坐寶座的  (父神神) 右手裏拿了了書卷… 9 他們唱新歌，說說說：
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 
 (啟 5:7-9) 

 
B. ㈦㊆七㊞印的審判是真實的（確實會發生的事件，不不是象徵性的敘述而已）、將來來的

（它們並非歷歷史事件，而是在未來來才會完全實現）、逐漸加強的（程度度會越來來越
嚴重）、而且㈲㊒有編號的（依照順序㆒㈠㊀一個個被釋放）。 
 

C. 我們對於耶穌開啟㈦㊆七㊞印的時間的看法是解讀讀啟示錄錄的鑰匙之㆒㈠㊀一。我相信耶穌還沒㈲㊒有
開啟第㆒㈠㊀一㊞印－因為禱告的㈮㊎金金香爐爐必須先被盛滿。 
 

他  (耶穌) 既拿了了書卷…二十四位長老老就俯伏…各拿著琴和盛滿了了香的金金爐爐；
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  
	   (啟 5:8) 

 
D. ㈦㊆七㊞印是神神羔羊耶穌揭開的。 

 

我看見見羔羊  (耶穌) 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 
 (啟 6:1) 

 
E. 審判的原則：神神末世的審判會挪去㆒㈠㊀一切切愛的攔阻。在不不違反㆟人㉂自由意志的情形

之㆘㊦下，用最深的愛、以最不不嚴重的方法來來得著最多的㆟人。 
 

II. 第㆒㈠㊀一㊞印：白馬－假冒的基督及其政治侵略略  
 
1 我看見見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就聽見見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雷
，說說說：「你來來！」  2 我就觀看，見見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
冕賜給他。他便便出來來，勝了了又要勝。  
	   (啟 6:1–2) 
 
A. 白馬：白色㈹代表公義，敵基督政權的初期會給㆟人公義的假象，其實他是假冒那位

真實騎著白馬而來來的耶穌（啟 19:11)。 
 

B. 沒㈲㊒有箭的弓：㆒㈠㊀一開始，敵基督以無箭之弓奪得政權，也就是威脅要開戰，卻沒㈲㊒有
真正開戰。這是指他㆒㈠㊀一開始就竊取不不流流血的勝利利，或和平征服。 
 

C. 冠冕：㈹代表敵基督在擴張他政治版圖的過程㆗㊥中無往不不利利，雖然如此，他的冠冕是
「賜給」他的，其實敵基督的㆒㈠㊀一切切權柄仍是從神神來來的。 
 



新生命教會  Nov. 9, 2014 
New Life ICF  

	  

2 

1 …沒有權柄不不是出於神神的。凡掌權的都都是神神所命的… 4 他是神神的用人，是伸
冤的，刑罰那作惡惡的。  
 (羅羅 13:1, 4) 

III. 第㆓㈡㊁二㊞印：紅馬－軍事衝突與世界大戰 
 
3 揭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見第二個活物說說說：「你來來！」  4 就另有一匹馬出來來，
是紅的，有權柄給了了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殺；又有一
把大刀賜給他。  
 (啟 6:3–4) 
	  
A. 從㆞地㆖㊤上奪去太平：先知但以理理預言敵基督將與多國締結和平條約，但是他會㆗㊥中途

毀約，因此他在第㆒㈠㊀一㊞印㆗㊥中所帶㆘㊦下虛假的世界和平會突然㆗㊥中止。 
 

一七  (七年年) 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  (和平條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
祀與供獻止息。那行行毀壞可憎的如飛而來來… 
 (但 9:27) 
 

B. 大刀：這是說說說到因著戰爭和暴暴力力而造成極大的流流血，第㆓㈡㊁二個㊞印所預表的是末㈰㊐日會
發生的最後㆒㈠㊀一次世界大戰，是神神使用敵基督來來審判逼迫並殺殺害聖徒的大淫婦巴比倫倫
（啟 17:6, 16）。 
	  

IV. 第㆔㈢㊂三㊞印：黑馬－飢荒與經濟危機 
 
5 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見第三個活物說說說：「你來來！」我就觀看，見見有一匹黑
馬；騎在馬上的，手裏拿著天平。  6 我聽見見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說說：「一錢
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不可糟蹋。」  
 (啟 6:5–6) 

	  
A. ㆝天平：㈹代表經濟，第㆔㈢㊂三㊞印的黑馬是隨著第㆓㈡㊁二㊞印的戰爭所引發的經濟蕭條和飢荒，

黑色預表憂愁、悲哀、和哭泣。 
 

B. ㆒㈠㊀一錢銀子買㆒㈠㊀一升麥子：㆒㈠㊀一錢銀子相當於㆒㈠㊀一個㆟人工作㆒㈠㊀一㆝天所賺得的工㈾㊮資，而㆒㈠㊀一升小
麥約為㆒㈠㊀一個㆟人㆒㈠㊀一㆝天所需攝取飲食的最低份量量。黑馬帶來來的經濟危機使得平民百姓的
購賣力力大大降降低，因此在世界各㆞地造成嚴重的飢荒。 
 

C. 油和酒：饑荒並不不會影響到統治階層，因為極少數數發饑荒㈶㊖財的㆟人將依然享受奢華
生活。貧富不不均將導致㈳㊓社會動盪。 
	  

V. 第㆕㈣㊃四㊞印：灰馬－㆞地㆖㊤上㆕㈣㊃四分之㆒㈠㊀一的㆟人死亡 
 
7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見第四個活物說說說：「你來來！」  8 我就觀看，見見有一匹
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
刀劍、饑荒、瘟疫  (或譯：死亡)、野獸，殺殺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啟 6:7–8) 

	  
A. 灰色馬：在原文裡裡是說說說灰綠綠色，這是指死亡與屍體腐爛爛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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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死與陰府：死亡是肉身的經歷歷，而陰府（㆞地獄）是非信徒死後靈靈魂所去之處。陰
府的鬼魔隊伍緊跟著死亡之靈靈，要囚禁非信徒死後的靈靈魂。 
 

C. ㆕㈣㊃四分之㆒㈠㊀一：據估計到了了 2050 年年全球的㆟人口會是㆒㈠㊀一百億，㆒㈠㊀一百億的㆕㈣㊃四分之㆒㈠㊀一大約是
㆓㈡㊁二㈩㊉十㈤㊄五億，就是說說說第㆕㈣㊃四㊞印揭開時的死亡㆟人數數可能超過㆓㈡㊁二㈩㊉十億，這比第㆓㈡㊁二次世界大戰
死亡㆟人數數的 50 倍還要更更多。 
	  

VI. 第㈤㊄五㊞印：禱告釋放審判 
 
9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見在祭壇  (天上的香壇) 底下，有為上帝的道…被殺殺之
人的靈靈魂，  10 大聲喊著說說說：「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不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
們伸流流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  11 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
說說說，還要安息片時，等著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殺  (殉道)，滿
足了了數數目。  
 (啟 6:9–11) 

	  
A. 給我們伸流流血的冤：末世殉道者所流流的公義之血，將攪動耶穌的心（啟 19:2），

並增強禱告運動。 
 

他的判斷是真實公義的…並且…討流流僕人血的罪，給他們伸冤。   
 (啟 19:2) 
 

B. 要等到幾時呢：這是聖經㆗㊥中最常出現的禱告之㆒㈠㊀一（詩 6:3; 13:1, 2; 74:10; 79:5; 
80:4; 89:46; 90:13; 94:3; 但 8:13; 12:6-13; 哈 1:2; 亞 1:12）。這個㈺呼求不不是為著個
㆟人復復仇，而是為著伸張正義以及維護神神的㈴㊔名，要求審判殘暴暴的敵基督，並拯救神神的
百姓。 
 
7 上帝的選民晝夜呼籲他，他縱然為他們忍了了多時，豈豈不不終久給他們伸冤  (或
譯作伸張正義) 嗎？  8 我告訴你們，要快快地給他們伸冤  (或譯作伸張正義) 了了
。然而，人子來來的時候，遇得見見世上有信德嗎？」  
 (路路  18:7-8) 
 
55 耶穌轉身責備兩兩個門徒，說說說：「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不知道。  56 人子來來
不不是要滅人的性命  (性命：或譯靈靈魂；下同)，是要救人的性命。」  
 (路路 9:55-56) 

 
C. 滿足了了數數目：神神對殉道者的數數目設㈲㊒有㆒㈠㊀一個㆖㊤上限，之後神神會使審判加劇。兇殺殺會使

㆒㈠㊀一個國家惡惡貫滿盈（太 23:31-32），而招致審判（創 15:13-16）。當迫害加劇時，
榮耀的靈靈也會加強（彼前 4:14）。 
 

VII. 第㈥㊅六六㊞印：震㆝天駭㆞地及神神的榮耀 
 
12 揭開第六六印的時候，我又看見見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  13 

天上的星辰辰墜落落於地… 14天就挪移，好像書卷被捲起來來；山嶺嶺海島都都被挪移離離
開本位。  15 地上的君王、臣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切切為奴的、自主的，
都都藏在山洞洞和巖石穴裏，  16 向山和巖石說說說：「倒在我們身上吧！把我們藏起來來
，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怒；  17 因為他們忿怒怒的大日到了了，誰能站得
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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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6:12–17) 
 

A. 第㈥㊅六六㊞印是神神對敵基督帝國超㉂自然審判的序幕，第㈥㊅六六、第㈦㊆七㊞印和接㆘㊦下來來的㈦㊆七號以及㈦㊆七
碗的審判是神神對第㈤㊄五㊞印殉道者禱告的回應！當殉道者㈺呼喊：「為我們伸冤吧！」未
信的㆟人則是㈺呼喊：「把我們藏起來來吧！」 
 

B. 約翰將「㆞地㆖㊤上的」㆟人分成㈦㊆七個㈳㊓社會群體：君王（總統）、臣宰（國際領領袖）、將
軍（軍事領領袖）、富戶（㈮㊎金金融領領袖）、壯士（庶民領領袖）、為奴的（㈳㊓社會底層）、
㉂自主的（㈸㊘勞勞工階層）；這㈹代表所㈲㊒有的㆟人，不不論論㈳㊓社經㆞地位如何，都都將受到神神超㉂自然審
判的波及。  
 
當各個階層的㆟人們開始體會神神審判的嚴重性，他們就會問說說說：「誰能站得住呢？」
而第㈦㊆七章則是㆝天使對這個問題的解答。 

 
VIII. 誰能站立立得住呢？聖徒必蒙神神保守！  

 

A. 在回答「誰能在這麼大的壓力力㆗㊥中站立立呢？」這個問題時，㆝天使的解釋強調了了神神對
祂子民的保護。約翰看到子民身㆖㊤上神神聖的㊞印記，保護他們免受神神的審判並且不不會
向敵基督的迫害妥㈿㊯協（啟示 7：1-17）。將會㈲㊒有144,000 得勝的猶太信徒（啟 7：
1-8）。神神的審判會臨臨到敵基督而不不是神神的子民。 耶穌會保護祂的聖徒在迫害的壓
力力㆗㊥中不不妥㈿㊯協，不不同國家的外邦的信徒在不不同環境的迫害㆗㊥中都都會站穩而不不搖動（啟7
：9-17）。 

 

3 「地與海並樹木，你們不不可傷害，等我們印了了我們  神神眾僕人的額。」  4 我
聽見見以色列列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數數目有十四萬四千… 9 此後，我觀看，見見有許
多的人，沒有人能數數過來來，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來的，站在寶座和
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  10 大聲喊著說說說：「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
上我們的神神，也歸與羔羊！」  
 (啟7:3, 4, 9, 10) 

 
B. 神神在擊打全㆞地以前，先在祂的子民身㆖㊤上㊞印㆖㊤上保護的㊞印記（啟7：3）。這並不不限於

猶太㆟人，外邦信徒也會受㊞印記（啟9：4）。在出埃及記㆗㊥中，神神㈵㊕特別保守以色列列百
姓所居住的歌珊㆞地不不受㈩㊉十災的攻擊（出8:22-23; 9:4, 6, 26），而以色列列㆟人也領領受了了
㆒㈠㊀一個「保護的㊞印記」（門楣㆖㊤上羔羊的血），使他們的長子免於被擊殺殺。 
 

C. 以色列列全家都都將得救，並進入豐盛完全當㆗㊥中（羅羅11:12, 26）。保羅羅要我們明白神神
並沒㈲㊒有丟棄以色列列㆟人，雖然㈲㊒有㆒㈠㊀一部分的以色列列㆟人是硬心的（羅羅11:25；硬心或翻作
眼瞎，意思是他們不不接受耶穌為彌賽亞），但這樣屬靈靈㆖㊤上的蒙蔽是暫時的，在末世
的時候將會被挪去。神神預定要使用外邦信徒的復復興來來激動以色列列㆟人發憤尋求耶穌
（羅羅11:11）直到以色列列完全得救。 

 
D. 約翰看見見許多的㆟人㆒㈠㊀一起敬拜神神，這是耶穌在馬太福福音24:14的預言得到應驗：「這

㆝天國的福福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見證，然後末期才來來到。」 
 

E. 在利利未記23:33-43，神神吩咐以色列列百姓拿棕樹枝來來歡慶住棚節，㈲㊒有歡喜慶賀神神救
贖以色列列出埃及的意思； 而百姓歡迎耶穌進耶路路撒冷冷也是拿著棕樹枝，並㈺呼喊
「和散那」宣告神神的拯救（約12:13）。而耶穌對耶路路撒冷冷的百姓和官長發出這個
預言，祂說說說：「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不得再見見我，直等到你們說說說：『奉主
㈴㊔名來來的是應當稱頌的。』」（太 2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