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示錄新解第十四章
1. 啓 14：1 我又觀看，見羊羔站在錫安山上，跟祂在一起的還有十四萬四千人。他們的額上
都寫著祂的名和祂父的名。
解：
「十四萬四千人」是「天軍軍團」的象徵數字，這支軍團是天軍中唯一一支由人類組成的
軍隊。成員是第七號吹響時被提的得勝者，涵蓋自初代教會到第七印蓋印之前，期間死去的
得勝聖徒的霝魂（歷代累世的殉道者位列其中）
，與最末那批被蓋印活著被提的得勝教會（啟
7：3–8）
。他們在第七號吹響時從地上被提到天上的錫安山，成為羔羊的御林軍。希冀被提
的末代信徒一定要渴慕亞畏聖名，才有機會活著被蓋上亞畏‧耶穌之名。
舊約說，那日亞畏要帶著千千萬萬的聖者腳踏橄欖山（亞 14：4）
；新約說，那日耶穌要帶著
十四萬四千名白馬軍團腳踏橄欖山（徒 1：11；啟 14：1）。若耶穌不是亞畏，這兩部分就對
不上；聖經也沒說兩位要一起下來。舊約沒有被提的啟示，跟在亞畏身邊的千萬聖者其實就
是新約的白馬軍團。
2. 啓 14：3 他們在寶座前，在四個活物和眾長老面前唱新歌；除了從地上買來的那十四萬四
千人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
解：十四萬四千人是用耶穌的寶血買來的，所以都是新約的信徒，舊約百姓無分。「學」，亦
作「發現」解。
3. 啓 14：4 這些人沒有跟婦女在一起而使自己玷污，他們原是童身的。羊羔無論到哪裡去，
他們都跟隨祂。這些人是從世人中買來的，做初熟的果子歸給上帝和羊羔。
解：
「童身」表示貞潔、忌邪。啟示錄第二章提到婦人耶洗別，她是亞哈王的妻子，以行淫、
行邪術著稱（王下 9：22）
，她誘使以色列民背離上帝，拜巴力、吃祭偶像之物（王上 16：30–
32，21：25、26；啟 2：20）
。故「婦人」代表異教風俗。另，啟示錄十七、十八章提到宗教
與軍政兩個大淫婦，
「婦人」亦可表示迷戀世界、貪愛瑪門。
「守童身」不是要信徒獨身不婚，
霝意上我們已許配給基督，是祂未過門的妻子，我們要為基督守身如玉，不能再與異教別神
勾三搭四暗通款曲，不能再讓巫術邪穢玷污清白。想追求得勝被提的人舉凡算命、風水、瑜
珈、氣功、打坐等沾染異教神秘色彩的活動，皆應禁絕參與。
3.1 「十四萬四千人」在世上不僅心志純一，謹守十字架的道路，在天上也時刻跟隨基督，
服從上帝的旨意。戰場上他們是元帥基督的親密戰士，羔羊婚筵上，他們是基督的配偶新婦。
3.2 「初熟的果子」只是代表「第一次」、「首批」，論到死人復活被提升天，「初熟的果子」
是指基督（林前 15：20、23）
；論到活人改變被提升天，
「初熟的果子」是指末期中間第七號
的得勝者被提；而論到聖霝重生，
「初熟的果子」是指第一批基督徒（羅 8：23；雅 1：18）
。
3.3 有人根據太 27：52 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認為初熟的果子應該是那
些和耶穌一起復活的人。耶穌復活時倘若真有許多死去的聖徒跟著復活，這件大事不會只有

馬太福音有記載，而其他三本福音書卻付之闕如；又，得到復活啟示的保羅也從未提過這件
事，因之馬太的記錄有待考證。再者，人復活之後是到天上去，那些身體隨耶穌起來的人像
拉撒路一樣會再度死去，不是真的復活，因之不算初熟的果子。
4. 啓 14：5 在他們口中找不著謊言；他們是沒有瑕疵的。
解：
「口中找不著謊言」不是要求信徒一輩子不說假話、不騙人。若這樣，斷無一人能通過考
核！應該是「口中察不出異端邪說謬論」。「謊言」的原文是錯謬、異端，指與「真理」相反
的言論，耶穌為「真理」下的定義是「上帝的話」
（約 17：17）
，舉凡與上帝的話相違背的學
說理論都是「異端邪說」，都屬宗教信仰上的謊言。
聖經中有兩種宗教上的虛謊，被視為與真理相左的謬論，一種是傳假聖諭，亦即說假預言。
不論是真先知或是假先知，凡假託上帝之名傳上帝沒要他說的令諭，都屬「謬論」（耶 14：
14、15）
。另一種是傳偶像虛無的道理。由於偶像是騙人的，故聖經把「偶像假神」與「虛謊
謬論」直接劃上等號，因此，異教的教義理論便是與「真理」為敵。
「傳假聖諭」及「傳異教」
會被歸類為魔鬼之子（約 8：44）
，會被拋入火湖永死，故嚴禁教牧人員把異教的邪說異端修
改包裝後在講臺上傳講（彼後 2：1；提前 4：1）。
啟示錄十四章 4、5 兩節列出了得勝者的兩個資格要件：不沾染異教風俗與口不傳異端謬論。
末代教會不被提的話，若沒有馬上死去就只能拜獸，所以害人上不了天堂的言論，在末代教
會都叫異端，「行為稱義」論是其一。
5. 啓 14：6 我又看見另一位天使在高空飛翔，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邦
國、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的人。14：7 他大聲說：
「應當敬畏上帝，把榮耀歸給祂！因為
祂審判的時候到了，應當敬拜創造天、地、海和眾水泉源的那一位！」14：8 又有第二位天
使接著說：
「傾倒了！大巴比倫傾倒了！它曾經叫列國喝它淫亂烈怒的酒。」14：9 又有第三
位天使接著他們大聲說：「如果有人拜獸和獸像，又在自己的額上或手上受了記號，14：10
他就必定喝上帝烈怒的酒：這酒是斟在上帝震怒的杯中，純一不雜的。他必定在眾天使和羊
羔面前，在火與硫磺之中受痛苦。14：11 他們受痛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那些拜獸
和獸像的，以及接受牠名字的記號的人，日夜得不到安息。」
解：「永遠」的福音原文是「永恆」的福音。恩典福音關門後就靠天使傳「永恆的福音」，對
象是各邦各國人，傳的內容在第 7 節：應當敬拜與敬畏創造與審判的獨一主宰亞畏上帝。永
恆的福音沒有提到耶穌的十字架，十字架只有恩典福音有，以之，永恆的福音沒有代贖。
得勝教會被提之後，上帝先叫三位天使出來，一個講福音，一個講咒詛，一個講警告，接下
來進行末日大收割。第一位天使呼召人回轉敬拜創造與審判的主宰。第二位天使宣告世人倚
靠的宗教軍政帝國大巴比倫必傾倒。第三位天使警告獸的跟隨者將被嚴懲，永遠受苦。
天使傳永恆福音的時間發生在被提之後與第一碗開始之前的空檔期，可能只有短暫的幾天，
不然，假設有人在六六六的統治下怕受逼迫而先接受六六六蓋印，後來聽到天使傳福音而改
信福音，這人死後是到樂園還是下火湖呢？聖經說蓋六六六是直下火湖，沒有機會。由此推

論，天使傳福音一定要在六六六之前，接下來就是三年半的收割期，藉著各樣禍事進行收割。
接受天使傳永恆福音的人，在六六六時期不是殉道就是叛教。第一碗跟六六六同時進行。
6. 三套福音——「天國福音」、「恩典福音」、「永恆福音」
「福音」一詞出自賽 61：1 亞畏的霝在我身上，因為亞畏膏了我，叫我傳福音給困苦的人；
差遣我去醫治傷心的人，向被擄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釋放。耶穌三十歲出來傳道時說
祂出來就是要成就這句話。福音的原意是「好消息」
，聖經提到三套福音，上帝對不同時代、
不同族群給予不同的好消息。
6.1 天國福音
6.1.1 太 4：23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裡教導人，宣揚天國的福音，醫治民間各種疾病、
各種病症。天國的福音是耶穌傳給猶太人的好消息，因為天國是上帝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創
17：6）
。
「天國福音」亦稱「國度福音」
、
「上帝國福音」
，正確完整地講是「彌賽亞國度福音」、
「基督國度福音」或「基督王國福音」。
6.1.2 耶穌知道沒有人能遵行全部律法而成為無罪的義人，因此傳天國福音時便把全本律法濃
縮成兩條愛的總綱，即「盡心盡性盡意愛亞畏你的上帝」與「愛人如己」（太 22：37–40），
這兩條愛的誡命稱之為「基督的律法」
（加 6：2）
，實踐「基督的律法」等同守全了摩西律法。
猶太人只要接納耶穌是他們的彌賽亞，下約旦河洗禮，行為上結出果子與悔改的心相稱，末
了經過山綿羊審判，做到愛仇敵（太 5：38–48）、饒恕人（太 18：23–35）、體恤窮人的就
是綿羊，可以進入應許的地上天國（太 25：31–46）
。外邦人完全被摒棄在聖約與救恩之外，
死後都到永遠的陰間燒。
天國福音除了要求信仰天父上帝以外，也須相信耶穌是祂派來建立天國的彌賽亞，應許的是
地上的尊榮，讓信的人能活著肉身進入天國，故要求行為須符合基督的律法。簡單地說，天
國福音要求「不光要信也要愛與饒恕，才能進天國」。
6.1.3 四福音書中，馬太、馬可、路加都是在講天國福音。馬太是針對猶太人中的基督徒寫的，
大量使用猶太人最關切的字眼「天國」講述好消息。同樣的內容，馬可不用「天國」
，他用「基
督的福音」
、
「耶穌基督的福音」
。路加用「上帝國的福音」向外邦人傳講。約翰記載耶穌講了
什麼道，不用「福音」二字。簡言之，
「天國的福音」或「國度的福音」只有馬太福音使用。
6.2 天國福音被廢棄
當施洗約翰被捕下獄，耶穌預知自己的死期不遠，嘆道：
「天國被暴力迫害，強暴的人把它搶
奪去。」（太 11：12，原文）「搶奪」與「被提」是同一個字，被強力奪去無法阻擋的意思，
也就是說沒有挽救的機會。前來建立天國的前鋒與君王雙雙被剪除時，天國的應許會生變，
連舊約也會作廢（亞 11：9–11）。施洗約翰被殺後，耶穌禁止門徒向猶太人宣揚祂是基督，
且不再公開行神蹟，反過來向外邦人傳「只要信，就能上天堂享永生」的新約恩典福音，並
應許一信就聖霝內住，救恩永固。耶穌復活升天前要門徒將福音廣傳到地極，使萬族做祂的
見證人（徒 1：8）。

若當初猶太人樂意接受耶穌是彌賽亞的話，就能直接開啟天國禧年，但他們卻釘死耶穌，導
致天國計畫生變，
「國度福音」中止。耶穌復活後換「恩典福音」登場，十字架卻成了猶太人
的絆腳石（賽 8：14）
，他們死抱祖宗律法一味抗拒因信稱義，上帝遂興起保羅，將「恩典福
音」轉傳於外邦。
6.3 恩典福音
「恩典福音」是從耶穌死裡復活起到被提為止這兩千年間所傳的福音，亦稱「基督的福音」
、
「十字架代贖的福音」
、
「因信稱義的福音」
、
「和平的福音」
、
「平安的福音」
。其實聖經裡沒有
「恩典福音」這四個字，最正確的說法是「和平的福音」。使徒行傳提到「和平的福音」（徒
10：36）
，保羅也用了兩次，一處在弗 2：17 他來把和平的福音傳給你們在遠處的人，也給在
近處的人。另一處在弗 6：15，你們要穿著平安福音的鞋，就是和平福音的鞋。
6.3.1 恩典福音講「悔改、相信、受洗就必得救」，內容是由聖霝啟示使徒彼得與保羅而來，
以保羅領受的最為精闢。五旬節聖霝降臨，彼得第一篇講道見證耶穌是上帝所立的基督，要
猶太人認釘死耶穌的罪（悔改），相信耶穌的名，受洗就必領受聖霝（徒 2：21–38）。第一
批接受恩典福音的人是猶太人，但沒多久他們就拒絕福音，聖霝遂興起保羅向外邦人傳福音。
外邦人一樣只要相信耶穌的名就必得救，與猶太人不同的是，外邦人要認的罪是拜偶像。
6.3.2 恩典福音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它有十字架的代贖，藉由耶穌的血和上帝化解敵意冤仇，雙
方恢復和平關係（弗 2：8–17）
，故只要相信耶穌基督的名，就因信稱義，死後霝魂上天堂，
應許的是天上的榮華。既然因信稱義是建立在基督的代贖上，自然不必靠個人的行為，故得
救是本乎恩典，稱義源自信心，也靠信心來成全。羅 1：17 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
6.3.3 拯救猶太人肉體的「國度福音」與拯救外邦人霝魂的「恩典福音」不能雙軌並行，因為
象徵猶太民族的本橄欖枝與象徵外邦教會的野橄欖枝不能同時接在象徵基督的橄欖樹上。也
就是說，傳「國度福音」的時期，沒有「恩典福音」
；傳「恩典福音」的時期，沒有「國度福
音」
。等外邦人的數目填滿時，恩典福音就關門，野橄欖枝要被砍下來，正橄欖枝要被接回去
（羅 11：17–25）。
6.3.4 四福音書中只有約翰福音記載新約恩典福音。約翰福音寫於第一世紀末，那時保羅的因
信稱義思想已經很成熟，所以約翰福音會比早它三十年的馬可福音保留了更多的真理。
6.4 永恆福音
啟 14：6 我又看見另一位天使在高空飛翔，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邦國、
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的人。「末期」之半得勝教會被提後，「恩典福音」功成身退，這時
換天使接棒傳「永恆福音」。四方各族的活人都有機會聽到「永恆福音」，內容很簡單，只有
相信並敬拜創造與審判的主宰亞畏上帝。不管接受或拒絕永恆福音都難逃一死，而且聽完差
不多就要死了，除非躲進西山東島兩座末日方舟才能逃過「七碗大災難」的索命，
「末日大收
割」說的正是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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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天國福音」是施洗約翰與耶穌基督專門傳給舊約猶太人的好消息，除了相信耶穌是彌
賽亞外也須守道德律，應許「肉身」活著進入地上天國享福。
「恩典福音」則是使徒彼得與保
羅傳的，主要是傳給外邦人，只憑相信十字架救贖不必守律法，應許死後「霝魂」進入天上
國度享榮耀。兩套福音施行的時間、對象、應許截然不同。
自初代教會起，講臺就分不清「天國福音」與「恩典福音」的差異，常把四福音書中耶穌談
論「國度福音」時要求守誡命的經文，摻雜和入聖霝啟示的「恩典福音」——人稱義是因著
信心，不是靠行為，以致變質成「另一種福音」——光信還不夠，還得兼守律法，也就是雅
各書所主張的「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是單靠信心」
。整個新約真理被攪亂的源頭就在於此。
7. 耶穌傳道內容前後期的差異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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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擁祂為王。而耶穌也一再表明祂不是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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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除了要信祂是彌賽亞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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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當耶穌知道猶太領袖要殺祂時就禁止門徒公開宣揚祂是基督，並預言自己將要受審被殺
（太 16：20–23）。祂不再顯神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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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祂的門徒（太 28：19）
。耶
穌應許祂在哪裡，信祂的人也同在那裡（約 17：24），而祂的國不在這世界上(約 18：36)。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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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永生的路究竟是寬還是窄？
現今許多講堂都說福音是窄門窄路，要求信徒努力行好，才能得永生。他們最常引用的經文
有兩處，一處在太 7：13、14 你們當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的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
人也多；但引到生命的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另一處出自太 11：12 從施洗約
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和合本》譯文）
7.4.1 第一處經文是耶穌早期的言論。猶太人自古信守祖宗律法，希望靠行為完成人的義，達
到無罪的地步。這條透過守律法通往永生的道路是當時人人都走的路，所以是條寬門大路，
其實它是通往滅亡的路，因為從來沒有人成功的守全六百條律法。耶穌出來向猶太人宣揚天
國福音，將六百條律法濃縮成兩條愛的誡命，叫基督的律法，猶太人只要愛上帝並愛人如己，
就能承受天國，可是信的人少，所以耶穌說引到永生的門是窄的，路是小的。
7.4.2 馬太十一章 12 節《和合本》譯成：
「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它的二
○一○年版經文改成：「天國受到強烈的攻擊，強者奪取它。」參酌「信望愛聖經工具」，原
文直譯為「天國被暴力迫害，暴力的人搶奪它。」用的是肯定的直述語氣，因之經文的意思
是天國被強暴的人以暴力奪去。
「強暴的人」指黑暗權勢以及猶太人。耶穌預知人們會選擇害
死以利亞（施洗約翰）與彌賽亞（耶穌）
，故預告建立天國的兩位大將都將遇害。天國的肇建
者被除滅，天國計畫當然中止。

當上十字架的日子近時，耶穌反過來說喜筵已經備妥，只是被邀請的人不配，要家僕往城門
口大馬路去，凡遇見的，不論身分行為都召來赴筵。（太 22：8、9，原文）耶穌是在昭告天
下，祂的身分已從「猶太人的王」轉變成「外邦人的光」（賽 42：6）
。窄門小路的舊約天國
福音已改由寬門大路的新約恩典福音接手，從此只要願意，不管好壞，人人都可以得到救恩。
7.4.3 應許給猶太人在地上的實體天國，因十字架的緣故，換成肉眼看不見的虛擬國度，成就
在新約外邦信徒的心裡（路 17：20、21）。即便將來末日後會有一千年的國，也不叫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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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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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十字架的預言即將
應驗。若耶穌一直說自己是基督，沒人敢釘死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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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由上可知，上帝的確預備了兩套不同的計畫——天國計畫（A）與教會計畫（B）
，究竟要
實施哪一套，視猶太人殺不殺耶穌而定。馬太十一章，耶穌給了當時的猶太人最後的選擇機
會，他們最終殺害耶穌，天國計畫當然戛然而止。
7.7 圖示：兩套計畫與三套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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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啓 14：12 在這裡，那些遵守上帝的命令和耶穌的信仰的聖徒，要有忍耐。
解：接受永恆的福音的人如果叛教去拜獸就永遠在火湖燒，為此聖徒要忍耐，別受不了逼迫
而屈服。
9. 啓 14：13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
「你要寫下來！從今以後，那在主裡死去的人有福了！」
聖霝說：「是的，他們脫離自己的勞苦，得享安息了，他們的作為也隨著他們。」

解：這裡的主是指基督，也是指天父，約翰知道基督就是天父，但他生性膽小，怕猶太人找
碴，不敢明講，只在約翰福音與啟示錄裡有意無意的暗示基督就是天父。七碗期間，信永恆
福音而死於災難是幸運的，因為他們保有了救恩；若是落入兩獸手中而拜獸，將永無復活的
機會。
10. 啓 14：14 我又觀看，見有一片白雲，雲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的，頭上戴著金冠，手裡拿
著鋒利的鐮刀。
解：筆者認為這一位好像人子的是耶穌基督，因為當基督出來執行計畫時，天使都只能站著。
11. 啓 14：15 有另一位天使從聖所出來，對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呼喊：「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
吧！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14：16 於是那坐在雲上的向地上
揮動鐮刀，地上的莊稼就被收割了。
解：第 15 節聽起來像天使在命令基督做事，不是的。原文動詞「大聲呼喊」後面是接直述句，
非命令句，所以沒有命令的意思。啟示錄多處用「大聲喊著說」
（啟 14：15，19：17）
，都沒
有命令的意思。天使知道伸出鐮刀的時刻到了，大聲對耶穌說快執行！「知道上帝的計畫」
是前提，然後才請耶穌快動手，不是在支配耶穌。
「莊稼」指接受永恆福音的人，「被收割的莊稼」有殉道的，也有死於七碗災難的。
12. 啓 14：17 又有另一位天使從天上的聖所出來，他也拿著一把鋒利的鐮刀。14：18 接著，
又有一位天使從祭壇那裡出來，是有權柄掌管火的；他向那拿著鋒利鐮刀的天使大聲說：
「伸
出你鋒利的鐮刀來，收取地上葡萄樹纍纍的果子吧！因為葡萄已經熟透了。」14：19 於是，
那天使向地上揮動鐮刀，收取了地上的葡萄，把葡萄扔在上帝烈怒的大壓酒池裡。
解：
「葡萄」指不接受永恆福音去拜獸的人。第 14 至 19 節講末日大收割，它是極其血腥的預
言，決不是時下一些人說的末日屬靈大豐收的盛況——信徒紛紛渴慕霝火澆灌，人群蜂擁進
入教堂受洗。末日大收割是上帝在收割霝魂，不論是接受永恆福音的好莊稼，還是拒絕永恆
福音的壞葡萄，通通大把大把被快刀割下，送入樂園收藏或拋下陰間踐踏。也就是，天使把
地球上人類的霝魂大量往天堂與陰間送！
第 15 節「熟透了」，指上帝給的時間到了。珥 3：12、13 萬國都當奮起，上到約沙法谷去。
因為我必坐在那裡，審判四圍的列國。你們要伸出鐮刀，因為莊稼已經熟了。來踐踏吧，因
為壓酒池滿了，酒池盈溢，因為他們的罪惡極大。
啟示錄十九章講耶穌再臨時要踹上帝列怒的壓酒池，與十四章 19 節被收割下來的葡萄扔在上
帝烈怒的大壓酒池裡踹踏，暗示第七碗大收割會持續到末日為止。
麥子與稗子的篩選用在教會內，莊稼與葡萄的篩選用在全球，山羊與綿羊的篩選用在猶太人
身上。
13. 請問：在六六六統治下信永恆福音的人，死後霝魂是立刻上天堂，還是要等到末日復活

才回天上呢？
答：以新約教義而言，唯有接受十字架重生得救的信徒死後霝魂才能上天堂，新約教會被提
後，恩典福音結束，進入永恆福音，永恆福音沒有十字架代贖，換句話說，被收割入倉的莊
稼他們的霝魂沒有經過聖霝重生，死後應該是先到地底樂園，於末日復活上天堂。不過，根
據啟示錄十五章 2、3 節，那些勝過獸、獸像、獸名的人是站在玻璃海上唱摩西之歌與羔羊之
歌來看，信永恆福音的莊稼很可能收割入倉後就直上天堂。
14. 啓 14：20 那壓酒池在城外被踹踏，就有血從壓酒池流出來，漲到馬的嚼環那麼高，流到
三百公里（「三百公里」原文做「一千六百司他町」）那麼遠。
解：血淹到馬嘴，形容血流成河，因通通要被殺。七碗就是要剪除世上所有的人，除了東島
西山兩方舟內的餘民外，不管接不接受永遠的福音，通通都得死，只是命運有天壤之別。
「城外」，地理位置上是指哈米吉多頓，霝意上是指火湖，壓酒池。
15. 請問：因信稱義的福音跟永恆的福音是怎樣過度的？是否聽到因信稱義福音的人到了末
期也會聽到永恆的福音？
答：恩典福音與永恆福音最明顯的差別不是在信的人不同，而是傳福音的人不同，前者是教
會在傳，後者是天使在傳。意謂進入末期前半時，得勝者躲進避難所，得救者大多死於七號
天災鬼禍或叛教，沒人傳恩典福音。被提後改由天使傳永恆福音。基本上永恆福音是給不信
的人最後一次在世上得救的機會。但不論接受或拒絕，都得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