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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多次出現在先知書中，大多都跟神的審判有關。

•摩 5:18, 5:20; 珥1:15,2:1,2:11,3:14; 亞14:1；番1:7,1:14; 
結13:5, 30:3,39:8; 耶23:20; 30:24。

• 賽13:6-7，9 你们要哀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
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 耶和华
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忿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

•有時是翻譯成“那日”或“當那日”賽2:11,22:12, 24:21

•是神拯救、選民得贖之日（亞9:16,12:6,賽17:7,19:24, 28:5) 

• 賽11: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列國的人必尋求他，他
安歇之所大有榮耀。



希臘羅馬帝國時代的書信，大多會用含漆的蠟油封口，然後
蓋上代表個人的印鑒（徽章），確保信件的隱私性。重要的
文件、合約則會有七個證人的印鑒加封。



七印之災：

印 見 賜 預表

1 白馬 弓 四處征戰，戰無不勝

2 紅馬 大刀 奪取和平，使人互相廝殺

3 黑馬 天平 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糧食短缺

4 灰馬 陰府 刀劍、饑荒、瘟疫，導致1/4人口死亡

5. 祭壇下的靈魂 ─ 為福音殉道之人的呼聲
6. 大地震、天象的異動 / 天地挪移
7. 第七印揭開後，帶出後面的七號/七碗之災。





第一印 白馬的解釋

1. 預表福音的順利廣傳，把白馬騎士解釋為「忠心的見證人」
Derek Prince, 或「基督」（Peterson, 啓19:11）

➢福音要在大災難發生前傳遍世界（太24:14，可13:10)

➢不像其他三匹馬，白馬之後沒有災難的描述。

➢6:2節的文脈是「得勝」，19:11 是公義的報應

2. 預表敵基督，在啓示錄中看到邪惡總是模仿良善；白馬、冠冕、
得勝都是撒旦拙劣模仿的一部分(Rissi, Mounce p.258.259)

➢弓是軍事力量的象徵



3. 此處白馬象徵「征服」或來自國外的入侵，與其他三騎士屬同
樣的系列 (Boring, 潘秋松)  取撒加利亞書異象的形式。

撒加利亞書一章 8-17節提到的三種顔色的馬，紅馬騎士及紅、黃、
白的馬群，在6:1-8, 提到：紅、黑、白、斑點的馬，他們在遍地
走來走去，他們是侍立在天下之主面前的四靈/風(6:5)。

預表

白馬 戰爭

紅馬 紛爭

黑馬 饑荒

灰馬 瘟疫

問：這四馬的審判，有時間的先後次序嗎？

6:8b 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
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第五印 殉道者的呼聲 （6:9-11)

➢這些人是因爲傳福音、信耶穌而死的(6:9)，他們在等候上
帝主持公義（6:10）。

➢「白衣」在啓示錄出現七次，代表「聖潔」(3:4,5,18; 4:4; 
6:11; 7:13; 20:12)，他們是得勝者 overcomers.

➢6:11 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還要安息片時，
等着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

➢太24:13-14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這天國的福音要
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末日/終結才來到。



第六印 天地挪移（6:12-17）

•啓 6:12-14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
紅像血，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
熟的果子一樣。天就挪移，好像書卷被捲起來；山嶺海島都被挪移
離開本位。

➢地震是上帝降臨時常見的描述（出19:18,賽2：19， 該2:6).

•約珥書 2:30-32 

「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 日頭要變
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
前。 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耶和華所說
的，在錫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華
所召的。」



➢那時人要躲在山洞和巖石穴裏，躲避上帝與羔羊的憤怒（6:15-17）

➢馬太福音24:29也有類似的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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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24:7-8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
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
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選民受印 (7:1-8)

➢7:1 此後，我看見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執掌地上四方的風，使風

不吹在地上、海上和各種樹上。

➢「四風」是神 毀滅性的代行者，這在天啓文學中是一個常見的特色。

➢問：這段經文中的「十四萬四千人」是指誰？

▪ 12,000 x 12支派，象徵完整。

▪ 猶太人、預表所有信主之人/教會。

▪這群人在十四章還會再出現。

➢問：十二支派的名單與排列順序是否有特別用意？



「以法蓮」沒有在名單中，而是以「約瑟」支派代替。有人主張是

抄寫者不小心把 Dan抄寫成 Man，後來人們把 Man當成「瑪拿西」

的縮寫。這樣就可解釋前一個問題，以及爲何沒有「但」支派。可

惜這只是猜測，沒有任何具體證據支持。

➢有人主張省略「但」是因爲早期的偶像崇拜（王上12:29),另一説
是敵基督將會來自此一支派，但這都只是猜測。

➢這「十四萬四千人」是神的衆僕人(7:3)，他們是將要進入最後考
驗的忠心信徒，他們額上受了印之後，上帝將會保守他們免受傷害。

➢約16:33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 17:15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身穿白衣的聖徒（7:9-17）

➢第二次寶座前敬拜的描述(7:9-12), 有各國、各族、各民、各方
許許多多的人，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還有天使們。

➢第一次天上敬拜的描述，只有四活物，長老與天使（5:11-14）。

➢這些白衣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他們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得
潔白… 他們不再飢，不再渴；太陽必不傷害他們，任何炎熱也不
傷害他們，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
源；上帝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7:14-17)

➢這一群天上的聖徒，有兩種解釋：

1. 歷世歷代所有的聖徒。

2. 與前面提到受印的是同一群人，只是從不同時間點，用地上與天
上不同的角度來描寫。



教會 得勝者的賞賜

以弗所 Ephesus 吃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 2:7

士每拿 Smyrna 得生命的冠冕，不受第二次的死 2:10

別迦摩 Pergamum 得隱藏的嗎哪，有新名的白石 2:17

推雅推喇 Thyatira 得權柄制伏列國，得晨星 2:26,28

撒狄 Sardis 穿白衣與主同行 3:4

非拉鐵非 Philadelphia 在神的殿中作柱子，得新名 3:12

老底嘉 Laodicea 與耶穌同坐寶座 3:21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三種災難

1. 末日之前的警鐘，全世界的人都會經歷。

2. 信徒因著信仰而受的苦難，甚至需要殉道。

3. 上帝對罪惡的終極懲罰即神的憤怒，神的子民不包含其中。

➢ Mounce 建議要區分「患難」與「忿怒」，神的子民是經歷
患難，而不是神的忿怒。

➢人類濫用地球的資源，造成極端的天氣，導致天災、饑荒，基督
徒是不是也要負責？



揭開第七印（8:1-5）

➢8:1 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二刻。

➢兩刻/三十分鐘的靜默，表示有重大事件要發生，帶出等候、莊
嚴的氣氛。

➢8:3-5 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爐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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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香的煙
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天使拿着香爐，
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隨有雷轟、大聲閃電、地震。

➢當香加在熱炭，芬芳的香氣從祭壇升起，作爲神接受的一個象徵。

➢第七印揭開後，帶出了更嚴重的七號審判。



➢羔羊在揭開第七印時，書卷才實際展開，所以書卷的内容是從第八
章及吹七號開始的。第六章的内容是一系列預備性的審判，呼籲人
悔改的警鈡。陳濟民認爲，書卷的内容就是七印、七號、七碗 (盼
望的話語，p.82)。

➢啓示錄的主軸之一：神最終會得勝，但在這之前我們必須承受苦難。

➢2:10 給士每拿教會的信息：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
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
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

➢地上與天上場景的交替出現，提醒我們要有國度、天上的眼光來看
世界局勢的發展。

➢問：如果末世已經開始了，你面對未來生活的先後次序是什麽？



1 9/6/2020 序言 唐惠聰

2 9/13 起初的異象 1 章 唐惠聰

3 9/20 七教會的書信 2-3 章 唐惠聰

4 9/27 天上的異象 4 -5 章 唐惠聰

5 10/4 七印之災 6 - 7 章 林淑如

6 10/11 七號與七碗 8 -9、16 章 林淑如

7 10/18 兩個插入 10 -11 章 林淑如

8 10/25 兩個獸、兩種收割 12 -14 章 林淑如

9 11/1 爭戰的頂點 15 -16章 林淑如

10 11/8 巴比倫城的毀滅 17-18 章 林淑如

11 11/15 結局與審判 19-20章 林淑如

12 11/22 新天新地 21-22章 唐惠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