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示錄新解第十六章
1. 啟 16：1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聖所裡發出來，向那七位天使說：「你們去，把上帝烈怒的七
碗倒在地上！」16：2 第一位天使去了，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惡性的毒瘡，生在那些有獸的
記號和拜獸像的人身上。
解：第一個碗的災難是惡性毒瘡，刑罰身上有蓋 666 的人。看到末後災難一堆，勿心生恐懼，
除了第五印的大逼迫——逼迫教會——會有一定數額的基督徒要殉道外，其他的災難都是針
對不信的人發的。越接近末期就越要體會上帝要人追求得勝的旨意，五個被撇下的童女也是
得救者，可見光是得救是不夠的，被撇下若不早早死於非命，就一定會叛教拜獸。第五印之
後的災殃跟聽上帝旨意追求得勝的義人無關，額頭上蓋有亞威父名的人就不遭難。
2. 啟 16：3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裡，海水就變成好像死人的血，海裡的一切生物都死了。
請問海變成血是一個什麼樣的景況？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的？活人的血看過，死人的血到底
長什麼樣呢？
答：海變血是異象畫面，用來形容人將死很多，也許好幾億，把海都染紅了。七碗的第二碗
是針對海，海洋裡的生物全被毀滅。七號中的第二號隕石投入海裡，海中生物只死三分之一，
可見第二碗的災殃更大於第二號。海水變成血，與摩西出埃及的十災有些雷同。
3. 啟 16：4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眾水的泉源裡，水就變成了血。請問造成海變成血和
造成江河變成血的原因是一樣的嗎？
答：都是形容死亡慘重。第二個碗海水變成血，是指沿海地區受災殃，第三個碗江河變成血，
是指內陸地區受災殃。
4. 啟 16：5 我聽見掌管眾水的天使說：「今在昔在的聖者啊！你這樣審判是公義的，16：6
因為他們曾流聖徒和先知的血，現在你給他們血喝，這是他們該受的。」16：7 我又聽見祭
壇中有聲音說：「是的，亞威！全能的上帝，你的審判真實、公義！」
解：第三個碗似乎在呼應第五個印：殉道者在祭壇底下向上帝鳴冤（啟 6：9、10）；上帝在
第三個碗為他們申冤。這些惡人曾經流義人的血，上帝就讓他們喝血。七號只折損地的三分
之一、海的三分之一和江河的三分之一，我們可以大膽推測風暴中心是在中東，台灣離中東
甚遠，印、號影響不大。但到了七碗，刑罰是全面性的，因得勝者已被提，殉道的已殉道，
剩下的都蓋了 666 獸印。因地球全面性的受災殃，可以推論被提之後避難的方舟是蓋在地底
下。等候被提的避難所是蓋在花東的平原上。
5. 啟 16：8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太陽上，太陽就得了能力，可以用火烤人。16：9 人被高熱
燒烤，就褻瀆那有權柄掌管這些災難的上帝的名，並不悔改，把榮耀歸給祂。
解：碗倒在太陽上，太陽比平常熱幾倍，物品被烤到燒起來，地上的農作物全死光。NASA 警
告：太陽早晚會有一次大爆發，噴出的閃焰會非常接近地球，太陽的脈衝觸及地球，所有電
器瞬間壞掉，土地被燒焦，只有躲在山洞或地底才能活命。可知台灣方舟一定是蓋在地底下，
才能挺過這些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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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從台灣的誕生看她揹負的不平凡天命
* 反常的逆衝作用將東亞大陸邊緣給拱抬出水面，台灣是名符其實的東方地極海島。
* 這股逆衝作用的力道恰到好處，若太用力把台灣擠向大陸就失去海峽，無法成孤島。力量
若太小，海峽將太深，冰河時期海床無法裸露，動物們無法漫步走過來台灣。
* 台灣恰好位在颱風路徑上與華南梅雨滯留鋒上，東北季風、西南氣流旺盛，加上高山密度
世界第一，高聳綿延的山脈成為最佳的迎風集水區。
* 黑潮除了帶來豐富多樣的漁獲，並以溫暖環抱台灣，敵擋酷寒侵襲。
* 台灣東海岸山脈高約千公尺，有如台灣的護心鏡，擋下『第六印』射向台灣的巨浪。
* 台灣正東方有全球最深的『馬里亞納海溝』
，如同神盾般擋下『第二號』從太平洋襲來的超
級大海嘯。
* 遠古留下許多洞穴，及兩條現代化的超大洞穴，將屏障『第四碗』的太陽燒烤。
台灣的地質有以上七大奇蹟，造就她成為舉世無雙無可替代的『末日方舟』的角色地位。詳
細資料請上東台方舟基金會官網『天啟封印台灣方舟』網站，參閱內文《黑潮方舟》。
6. 啟 16：10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獸的座位上，獸的國就黑暗了。人因為痛苦就咬自己的舌
頭。請問獸的國就黑暗了是什麼意思？『咬自己的舌頭』是否指自殺？
答：獸國的疆域涵蓋歐洲與中東，首都耶路撒冷設有海獸的王座，正是此災的中心。七號七
碗的蝗蟲、水變血、黑暗等災殃，有點類似出埃及記的災殃。埃及別名拉哈伯，正是海獸的
別稱。末期對付獸國發的災禍會重演出埃及發的災禍。出埃及是上帝召出祂的軍隊，末期被
提也如出一轍，可循此方向深究。世人可能全身癱瘓只能咬舌自盡，受盡求生不能、求死不
得的可怕折磨。
7. 『獸的國』名詞釋義
7.1 但以理二十歲時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夢到金人像，但以理為王解夢，預言人類的帝國幾

經更迭，最後天國降臨，結束地上的國。金人像有顆金的頭，代表巴比倫帝國；銀的胸膛指
波斯帝國；銅的肚子意味希臘帝國；鐵的腿表示羅馬帝國；兩條小腿——半鐵半泥——象徵
東西羅馬帝國；十個腳趾頭暗示歐洲共同市場，這些都應驗了。最後有顆大石頭從天上砸下
來，把這尊人像砸得粉碎，表示上帝的國（天國）降臨的時候，地上的國都要滅盡。
7.2 金人像沒有預言到『獸的國』
，啟示錄第十六章做了補充，獸的國是從十個腳趾頭發展出
來，乃人類史上最後一個帝國。1957 年歐洲六國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EC）
，後發展成歐洲
共同市場，於 1993 年成立歐洲聯盟（EU）。歐盟成員之一的英國將於 2019 年正式退出，可
能會導致歐盟瓦解，由獸的國統一歐洲，領域包括歐洲和中東。
8. 啟 16：12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發拉底大河上，河水就乾了，為了要給那些從東方來的
王預備道路。請問東方來的那些國家是誰？中國包括在內嗎？
答：東方來的王可能指中共的同盟，以中國為首的遠東聯軍將會師中東。幼發拉底河河水變
乾，可能是方便東方大軍開入戰場。
9. 啟 16：13 我看見三個污靈，好像青蛙從龍口、獸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來。請問這裡的靈
是否只是靈魂？或者這裡只是一種預表並非真實的？
答：這是未來式的異象，用古人看得懂的畫面傳達。鬼魔的霝魂也不是長得像青蛙，只是古
文明沿河而居崇拜蛙神，以蛙為圖騰，聖霝讓約翰看到青蛙，表示異教的鬼神出來附身作怪。
出埃及記十災中有蛙災，而十災是上帝對付埃及諸神。如上所述，出埃及降的災與末期降的
災可類比。
10. 啟 16：14 他們原是鬼魔的靈，施行奇事；牠們到普天下的眾王那裡去，叫他們在全能上
帝的大日聚集作戰。請問這句話是否在說所有來參加戰爭的都是受魔鬼控制呢？這些列王不
是上帝把他們帶來的嗎？怎麼會是魔鬼去帶來呢？
答：
『全能上帝的大日』亦作『那日』
、
『末日』
，是專有名詞，指耶穌降臨，審判萬國的日子。
習慣上說哈米吉多頓發生在末日，實際上它是從第六碗就開始。第六碗發生時各國的軍事首
領被鬼附身，以中國為首的遠東聯軍朝耶路撒冷進軍，在北邊的米吉多高地會師。幼發拉底
河河水變乾，方便東方大軍長驅直入。傳統解經認為東方大軍要與以色列作戰，然世界歷經
三年半的大災難，猶太人差不多死光了，耶路撒冷也荒廢了，預言說耶穌帶白馬軍團下來聚
集在橄欖山，因之研判聯軍應該是要與白馬軍團對決，而不是與猶太人作戰。聯軍很可能是
由 AI 機器人組成。
10.1 上帝會使用『壞工具』去成就祂的計畫，大衛數點百姓，導致瘟疫發生，死人無數，撒
母耳記下 21：1 說是上帝激動大衛去犯此罪，歷代志上 21：1 說是撒但激動大衛去犯此罪，
同理，是上帝激動鬼魔去激動眾王出兵會師中東。撒但其實也是被上帝牽著鼻子照劇本走。
10.2 列王記上 22 章講了一個類似的故事：北國亞哈王與南國約沙法王要去攻打敘利亞，北
國有四百個先知異口同聲說上帝已經把敵人交在王的手裡。約沙法王另外召來米該雅聽他的
意見，米該雅在異象中看到天使下來影響那四百位先知，讓他們都說好聽的謊言。亞哈王不

信米該雅，戰死沙場。王上 22 章看到的版本是上帝坐在天上命令聖天使下來附在先知身上，
讓他們發假預言害死亞哈王。另一個版本是上帝來到地球，叫墮落天使去發假預言。我傾向
接受上帝叫鬼魔附在四百位先知身上要他們發假預言。鬼魔如果要支配人的心思意念，一定
要附在人身上。
10.3 哈米吉多頓結束後，兩獸及其鬼魔被丟入火湖，蓋獸印的人雖是聖經中唯一一批沒有機
會悔改的人，但是他們要先下陰間，等到白色寶座大審判時才丟入火湖。也就是說，人類是
要等到白色寶座大審判時該丟火湖的才丟火湖。經文說拜獸的人獸在哪裡，他們就要在哪裡，
所以拜獸的人沒有悔改的機會。同樣地，蓋亞威父名的人基督在哪裡，他們也要在哪裡。末
代信徒面臨一個抉擇，要蓋亞威父名還是獸印。沒蓋獸印就死於災禍的人到陰間還有機會悔
改。
11. 啟 16：15（看哪，我來像賊一樣！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的是有福的！他就不至於赤身
行走，讓人看見他的羞恥。）請問在這裡加入這段經文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那時候人都快
死光了，是講給誰聽呢？
答：猜測是寫給會經歷末世末期的末代信徒看的。
『我來像賊一樣！』是耶穌影射被提時講的
話，可是此時被提已完成，作者用括弧添加這句是有些奇怪。啟示錄講到衣服，讀者可從七
封書信去理解，尤其是給末世老底嘉教會的信。耶穌要老底嘉跟祂買白衣，領受因信稱義的
真理就等於買到白衣，要持守住，勿動搖信念以致白衣被奪走。
12. 啟 16：16 污靈就把眾王聚集在一個地方，希伯來話叫哈米吉多頓。請問哈米吉多頓是現
在的什麼地方？
答：哈米吉多頓是個專有名詞，
『哈』是希伯來文的『山』
；
『米吉多』是高山中的平原，位於
拿撒勒旁，耶路撒冷北方。古時敘利亞、土耳其大軍進攻耶路撒冷時，會在米吉多駐紮。末
日污鬼附在將軍、首領、元首身上，要他們領軍圍攻上帝的城，北方聯軍將會師於米吉多。
但南方更危急，南方阿拉伯聯軍圍攻西乃方舟，基督率白馬軍團先南征再北伐。因西乃方舟
是隱藏的奧秘，所以啟示錄只說哈米吉多頓。哈米吉多頓是人類史上最後一次戰役。
終末之戰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第三次世界大戰是第四印——核戰。第三印貨幣失靈，金融
系統崩潰，食物匱乏。第四印為了搶奪資源發生戰爭。大家密切注意歐元是否崩盤以及中美
貿易戰的進展。
13. 啟 16：17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
「成了！」 請
問這裡的『成了』是指報仇完成，救恩完成，還是災難完成？
答：
『成了』是指末日後在地上要建立的千年公義王國的計畫成就了。地上公義國度一直是舊
約的應許核心，本是永遠的天國，只給以色列人，但十字架後，更改為一千年，萬族餘民皆
進入千年國。
『十字架救贖全人類』與『地上公義國度』是上帝的兩大計畫，祂都會喊『成了』，
前者喊在各各他。
14. 啟 16：18 於是有閃電、響聲、雷轟和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發生過這麼大的地

震，16：19 那大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上帝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自己烈
怒的酒杯遞給它。請問到了七碗結束，巴比倫大城是否還沒有受到審判，是否現在才要開始
審判巴比倫？
答：不是降完七碗災殃後上帝才想起要對付巴比倫，是啟示完七碗後，上帝補述如何對付巴
比倫。兩巴比倫被滅發生在末期中被提前後，兩獸滅了兩大淫婦廟妓後才開始 666 統治。
第七個碗是前所未有的大地震，末世的地震不一定越來越劇烈，但死亡人數會越來越多。1976
年 7 月 28 日的唐山大地震是截至目前為止死亡人數最多的地震。
15. 『七十個七』的預言
15.1 但以理年老時求問上帝聖民與聖城的命運將如何，加百列天使長帶來關乎世界末日『七
十個七』的預言。上帝說祂為以色列設定了七十個七的計畫，七年為一期，七十期結束時彌
賽亞將君臨天下，在地上建立沒有罪惡的公義國度（但 9：24–27）
。屆時聖地將如伊甸園重
現人間，哭泣哀號不再聽聞，獅子溫馴如羊，子民終老天年，享受一生勞碌所得（賽 65：17–
25）。『七十期結束，永遠的天國建立』因而成了舊約以色列人最大的盼望。
15.2 七十個七年＝490 個猶太年＝484 個陽曆年，因為猶太曆的一年是 360 天，而陽曆有 365
天，所以 490 個猶太年比陽曆年多了約六年。七十個七年由尼希米於 445B.C.歸回耶路撒冷開
始建聖城起算，止於 A.D.40。445＋40－1＝484，減一年是因為西元前一年緊接著西元後一年，
沒有西元零年。此算法得出西元 40 年正好滿足七十個七年，就是天國建立之年。
15.3 對於七十個七的預言，以色列人只憧憬天國的美好願景，忘卻了加百列的但書，如果六
十九個七時他們把受膏君剪除，最後一個七年裡，行毀壞、可憎的獸要毀滅以色列全境（但
9：26、27）。但以理近九十歲時另外一位天使長也來警告，末七的最後三年半裡以色列所有
的勢力要被擊打粉碎（但 12：7）
，就是被滅族。千百年來以色列研究預言的經學家都忽略了
關於基督其實還有另一套預言，一位受盡擊打苦痛、犧牲為祭的基督（賽 53）。也就是說，
如果以色列人不殺基督，基督不死，就會馬上建立永遠的天國。如果他們殺死基督，基督就
變成贖罪羔羊，耶穌還是會成為基督，但不是以色列人的基督，而是外邦人的基督，因預言
說基督要成為外邦人之光（賽 42：6）
。以色列人選擇好聽的預言，步上滅族之路，在釘死耶
穌的那刻就斷送了天國的計畫。
16. 怎麼可能在要釘死耶穌的那一刻，沒有人出來警告猶太人說殺了基督要被滅族呢？
答：關乎基督耶穌的信息是上帝在錫安故意放的一塊石頭（賽 28：16），那石頭是以色列全
家的絆腳石，猶太人通通要跌倒（賽 8：14、15）
。至於信靠耶穌基督的人，那石頭卻做他們
的聖所（賽 8：14）、房角石（賽 28：16）。上帝在錫安放了甚麼樣的石頭呢？就是以賽亞銜
命傳給猶太人但他們不肯聽、而外邦人卻會聽的信息。
16.1 以賽亞傳的關乎彌賽亞的信息是：童女懷孕生子（賽 7：14）
、那子是全能的上帝、永在
的父（賽 9：6）
、他要成為贖罪羔羊（賽 53：10）
。以色列人想聽的是榮耀的君王領他們居萬
國之首，傳一位要死的基督，上帝說過不會有人要聽，就算聽了還是不懂（賽 6：8–10）。

另一方面，以色列負責教導的領袖從來不這麼教人民，以致人民誤入歧途（賽 9：13–16），
在六十九個七完釘死了受膏君（但 9：26）。
16.2 耶穌成為所有猶太人的絆腳石還有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十字架的恩典福音完全摒棄猶太
人奉為聖旨的摩西律法，上帝清楚知道按照舊的約，無人能靠行為完成人的義，慈愛的上帝
遂與我們另立新的約，只要信耶穌就稱我們為義，死守律法不放的猶太人當然拒絕這天上飛
來的禮物。說白點，上帝根本已把猶太人排除在新約因信稱義重生得救之外。
16.3 保羅說十字架有令人討厭的地方，就是教人廢棄摩西律法（加 5：10）
。把律法加入福音
裡，那麼十字架令人討厭的地方就沒有了。十字架就是上帝故意放在錫安讓猶太人全部跌得
粉碎的那顆石頭。
17. 耶穌傳道內容前後期的差異
17.1 耶穌出來傳道時六十九個七快要走完，再過一個七就是猶太人的出頭天。於是乎人人期
待耶穌是他們等待的彌賽亞，簇擁他為王。而耶穌也一再表明他不是凡人，是從上頭來的彌
賽亞（約 8：23）
，並處處行神蹟（太 4：24）證明自己基督的身分（約 4：25、26）
。耶穌一
開始只將救恩傳給猶太人（太 15：24、10：5–7）
，不傳給外邦人，應許建立地上的天國(太
4：17、6：10)，猶太人除了要信他是彌賽亞以外，還要守律法（太 5：17–19）
，也就是『信』
加上『行為』才能得到天國的門票，耶穌說進入天國的道路是窄門小路（太 7：13、14）
，找
到的人少；通往滅亡的路是大門大路，人人都找得到。
17.2 當耶穌知道猶太領袖要殺他時就禁止門徒公開宣揚他是基督，並預言自己將要受審被殺
（太 16：20–23）。他不再顯神蹟，說在這邪惡的世代，除了約拿在魚腹裡三日夜的神蹟以
外，再沒有別的神蹟可看（太 12：38–40）。也不再講天國的福音，改成『只要信，就有永
生』
（約 3：14、5：24）
。耶穌比喻天國如同王備妥筵席邀請賓客赴宴，但無人出席，王遂要
僕人到城門的大路口，凡遇見的全請來坐席（太 22：8–10）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約 14：6）
，道路的原文就是大馬路。對猶太人而言，進入天國的道路是窄門小路，對外
邦人而言，通往永生的道路卻是大門大路。耶穌生前只在猶太地向猶太人傳福音，復活升天
前命令門徒將福音傳到地極（徒 1：8）
、使萬民（原文是萬族）做他的門徒（太 28：19）
。耶
穌應許他在哪裡，信他的人也同在那裡（約 17：24），而他的國不在這世界上(約 18：36)。
17.3 條列耶穌傳道內容前後期的改變
* 地上天國(太 4：17、6：10)→天上天堂(約 18：36)
* 自承基督(約 4：25、26)→隱匿基督身分(太 16：20-23)
* 要守律法(太 5：17–19)→只要信(約 3：14、5：24)
* 行神蹟(太 4：24、9：35)→不給看神蹟(太 12：38–40)
* 窄門小路(太 7：13、14)→寬門大路(太 22：8–10)
* 只傳猶太(太 15：24、10：5–7)→傳遍天下(太 28：19)
17.4 現今講堂很多都說福音是窄門窄路，要有好行為，光信是不夠的，這是耶穌早期的言論，

晚期的言論是不管你好壞，只要願意來通通都接受，救恩之路是寬廣的大路。可是大家只取
耶穌早期的言論，忽略了晚期的言論。以法律的觀點來看，新法的權威高過舊法，用晚期的
說法正確性較高。
17.5 耶穌的言行早期與晚期有這麼大的差別，是因為七十個七接近了，上十字架的預言快要
應驗了。若耶穌一直說自己是基督，誰還敢釘死他？不釘死耶穌，外邦人如何得救？十字架
拯救外邦人的計畫是創造宇宙之前就訂好的，七十個七是有了人之後才訂的，猶太人認為彌
賽亞是以色列的彌賽亞，不是全人類的，所以耶穌不能死，要帶領他們抗暴成立天國。耶穌
在六十九個七要成就的時候，言行全盤翻案，與之前形成大反差，全都是為了要實現十字架
的計畫。
17.6 由上述可知上帝的確預備了兩套不同的計畫，究竟要實施哪一套，視猶太人殺不殺耶穌
而定，馬太十一章是分水嶺，是耶穌給當代人最後的選擇機會。耶穌預知人們會選擇害死以
利亞（施洗約翰）與彌賽亞（耶穌）
，故預先告知，建立天國的兩位大將都將遇害，天國當然
中止了。
耶穌說天國被強暴的人以暴力奪去，是用肯定的直述語氣說的（太 11：12），意思是天國已
經被奪去。翻譯的人不敢照實翻，新譯本擅自加了『企圖』一詞，變成『強暴的人企圖奪去
天國』
。強暴的人是指黑暗權勢及世人，他們不願見天國建立，故共謀殺死施洗約翰與耶穌。
原本天國是永永遠遠在地上的國，因施洗約翰與耶穌雙雙被殺，天國已被奪去了，如今變成
在新約信徒心裡霝意的國，即便將來末日後會有一千年的國，也不叫天國。天國是猶太教的
夢，當施洗約翰與耶穌雙雙被殺時，天國夢已碎。猶太教最後等到的是獸的國，他們會認賊
作父，自作自受。新約教會壓根不講天國，因為我們夢中的國在天上。新約也與地上聖城無
關，因上帝賜給新約教會是天上的城新耶路撒冷。
17.7 圖示：兩套計畫與三套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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