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課：第八章5節章—第11章

七號

2021年秋季，魏朝暉

啓示錄若歌教會
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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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課程日期 經文章節 主題 授課老師

1 9/5/2021 第1章1-8節 引言 馬宏彰

2 9/12/2021 第1章9-20節 所看見的事——榮耀基督的異象 魏朝暉

3 9/19/2021 第2-3章 現在的事——七個教會 馬宏彰

4 9/29/2021 第4-5章 天上的寶座和羔羊 馬宏彰

5 10/3/2021 第6章-第8章5節 七印 魏朝暉

6 10/10/2021 第8章6節-第11章 七號 魏朝暉

7 10/17/2021 第12-14章 教會與邪惡勢力的衝突 馬宏彰

8 10/24/2021 第15-16章 七碗 馬宏彰

9 10/31/2021 第17-18章 巴比倫的傾倒 魏朝暉

10 11/7/2021 第19章 羔羊的婚筵 魏朝暉

11 11/14/2021 第20章 千禧年和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 馬宏彰

12 11/21/2021 第21章-第22章5節 新耶路撒冷和生命河 魏朝暉

13 11/28/2021 第22章6-21節 結語 馬宏彰



七印（6:1-8:5） 七號（8:6-11:19） 七碗（15:5-16:21）

1 6:1-2 白馬：征服 8:7
地上的災難

三分之一死亡
16:2 地上的災難

2 6:3-4 红馬：战争和杀戮 8:8-9
海上的災難

三分之一死亡和毀滅
16:3 海上的災難

3 6:5-6 黑馬：饥荒 8:10-11
江河及泉源

三分之一被污染，死很多人
16:4-7 江河及泉源

4 6:7-8
灰馬：瘟疫和死亡

地上四分之一死亡
8:12-13

日頭、月亮、星辰

三分之一被擊打
16:8-9 日頭

5 6:9-11 信徒被迫害以至殉道 9:1-12 地上的人受像蠍子螫人的痛苦 16:10-11 黑暗，地上的人受痛苦

6 6:12-17
審判與拯救：

神忿怒的日子到了
9:13-21

審判與拯救：

邪惡使者被釋放

三分之一死亡

16:12-16
審判與拯救：

最後戰爭

7 8:5
雷鳴、響聲、

閃電、地震
11:19

雷鳴、響聲、

閃電、地震
16:18

雷鳴、響聲、

閃電、地震

以要點循環重述（Recapitulation）的方法來分

析启示录的七印、七号、七碗的结构次序
印：1 2 3 4 5 6 7

號：1 2 3 4 5 6 7

碗：1 2 3 4 5 6 7

概論：印、號和碗的災



❑ 埃及的十災都是針對埃及的偶像，目的是在告訴埃及人：他們所拜的偶像是沒有能力的，他們的偶像只是是金銀

草木，只有耶和華才是掌管一切。

❑ 啟示錄的印、號、碗的災是重演埃及的災，也是要達到同樣的目的：是要告訴地上的居民，他們所敬拜、所追求

的一切東西都是完全無助的，是虛無的。因此神借著這些災呼召他們在末世最後的審判之前能夠悔改轉向神。

埃及十災 啟示錄印、號、碗之災

1. 水變血之災 出埃及記7:20
第2號（啟示錄8:8-9）
第2碗（啟示錄16:3）

2. 蛙災 出埃及記8:5-6 第6碗（啟示錄 16:12-13）

5. 瘟疫之災 出埃及記9:3-6 第4印（啟示錄 6:7-8）

6. 瘡災 出埃及記9:8-11
第1碗（啟示錄 16:2）
第5碗（啟示錄 16:10）

7. 冰雹之災 出埃及記9:22-24
第1號（啟示錄 8:7）
第7碗（啟示錄 16:17-21）

8. 蝗蟲之災 出埃及記10:12 第5號（啟示錄 9:1-5）

9. 黑暗之災 出埃及記10:21-22
第6印（啟示錄 6:12-14）
第4號（啟示錄 8:12）

概論：啓示錄號和碗都是基於埃及的十災



背景：出埃及記9:13-35，約珥書2:31

背景：出埃及記7:20

茵陳是一種植物，帶有苦味，舊約常用茵陳就是象征著苦毒跟
悲哀（申命記29:18、耶利米書9:15、耶利米哀歌3:15，19）

背景：出埃及記8:12

❑ 在舊約，黑暗是象征神的審判；
❑ 在新約，黑暗也跟撒旦的權勢聯系在一起

前四號（8:7-12）

8:7 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搀著血丢

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

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8:8 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彷佛火烧著的大山

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8:9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

分之一。

8:10 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著的大星好像火

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

众水的泉源上。

8:11 这星名叫“茵陈”。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

茵陈，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

8:12 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

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

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

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

❑ 第1到4號都是神的審判傾倒在自然界，是神借此來警告地上的居民，呼召他們悔改。
❑ 第4號和第5、6號的關係：第4号使得全地都黑暗，接下来的第5、6号是神的审判借着撒旦的权势临到地上的居民。



鷹的警告（8:13）

8:13 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

听见它大声说：“三位天使要

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

的民，祸哉！祸哉！祸哉！”



啓示錄第9章：第5號

9:1 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

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它。

9:2 它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

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

昏暗了。

9:3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

赐给它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

9:4 并且吩咐它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

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惟独要伤害额

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9:5 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

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螫人的痛苦一

样。

9:6 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决不得死；愿

意死，死却远避他们。

背景：
❑ 啟示錄 9:1-5

❑ 約珥書1-2章

從天墜落的星是良善的天使還是邪惡的天使？

是邪惡的天使：
❑ 以賽亞書14:12“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從天墜落？

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 啓示錄9:11“有無底坑的使者作它們的王，按著希伯來話，

名叫亞巴頓；希臘話，名叫亞玻倫。”

是良善的天使：
❑ 所有執行神旨意的天使都是良善的天使；
❑ 舉例：第7章的四個天使執掌四風等候神的百姓先受印



啓示錄第9章：第5號

9:3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

赐给它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

9:4 并且吩咐它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

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惟独要伤害额

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9:5 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

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螫人的痛苦一样。

9:6 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决不得死；愿

意死，死却远避他们。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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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頭發像女人的頭發，牙齒像獅子的牙齒。
9:9 胸前有甲，好像鐵甲。它們翅膀的聲音，

好像許多車馬奔跑上陣的聲音。
9:10 有尾巴像蠍子。尾巴上的毒鉤能傷人五

個月。
9:11 有無底坑的使者作它們的王, 按著希伯來

話，名叫亞巴頓；希臘話，名叫亞玻倫。

這蝗蟲稱有能力，但被限制，只能傷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為什麼神要使地上的居民在蝗蟲之災經受痛苦5個月，求死卻不得死？
❑ 使他們悔改
❑ 為什麼是5個月？象征一段短暫的時間

蝗蟲的形狀（9:7-10）
❑ 這是象征性的
❑ 每個細節描寫沒有各自獨立的意義，其用意是集合的意義

❑ 啟示錄的這些獸的描述，基本上把整個創造的次序包括在裏
面，所要表達的是整個神的創造都轉為與地上的居民為敵。



啓示錄第9章：第5號和第6號的關係

❑ 第5號的蝗蟲之災是一股邪惡的勢力；到第6號的時候，邪靈的本身就出現了——捆綁在伯拉大河的四個使者

被釋放出來。

❑ 第5號的蝗蟲之災是叫人受痛苦，但他們求死不能；第5號的痛苦，到第6號就帶進死亡。

❑ 第5號跟第6號是允許邪惡報應在邪惡的跟隨者的身上。第5號第6號的確是神的審判傾倒出來，但是神的審判

傾倒出來是借著這些邪靈等把它們釋放出來。使得邪惡回報到邪惡的身上。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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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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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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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殺人的三分之一。

伯拉大河的四個使者被釋放（9:14）

❑ 是邪靈，是邪惡的天使。

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殺人的三分之一

（9:15）

❑ 一種象征性的說法，表示是末世要

結束前的某一時刻。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mages/index/condensedbible/map/112.GIF

啓示錄第9章：第6號



9:16 馬軍有二萬萬，他們的數目我

聽見了。

9:17 我在異象中看見那些馬和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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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 口中所出來的火與煙，並硫磺，

這三樣災殺了人的三分之一。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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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

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

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

听、不能走，金、银、铜、木、

石的偶像；

9:21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

奸淫、偷窃的事。

啓示錄第9章：第6號

結果（9:20-21）
❑仍然不悔改，還是去拜偶像邪靈



第10章小書卷和11:1-14的兩個見證人的異象

是第6號和第7號之間的一個插曲，其目的是

什麼？

❑ 將號的災和審判做進一步的說明和澄清：

不僅講到教會的工作，更是講到關於神，

和教會，世界這三者之間的關系。

❑ 進一步為這些末世的事件下一個定義。對

初期教會，也就是當時的這七個教會所代

表的第一世紀的這些教會，還有歷世歷代，

以及我們今天的教會，都有很現實的意義。

插曲之一：小書卷的異象（第10章）



10:1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著

雲彩，頭上有虹，臉面像日頭，兩腳像火柱。

10:2 他手裏拿著小書卷，是展開的。他右腳踏海，

左腳踏地，

10:3 大聲呼喊，好像獅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

雷發聲。

10:4 七雷發聲之後, 我正要寫出來, 就聽見從天上有

聲音說:“七雷所說的你要封上, 不可寫出來.”

10:5 我所看見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舉起右手

來，

10:6 指著那創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

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遠遠的，起誓說：

“不再有時日了（或作“不再耽延了”）！”

10:7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神的奧秘就

成全了，正如神所傳給他仆人眾先知的佳音。

插曲之一：小書卷的異象（第10章）

背景：但以理書第7章、以西結書第1章



10:7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神的奧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傳給他仆人眾先知的佳音。

插曲之一：小書卷的異象（第10章）

“神的奧祕”是指什麼？

新約提及“神的奧秘”：

❑ 羅馬書11章25節
❑ 羅馬書16章25節
❑ 哥林多前書2章
❑ 以弗所書3章3-9節
❑ 哥羅西書2章第2節
❑ 提摩太前書3:16

...

新約裏面的“神的奧秘”不是指那種深不可測，人不得而知；是指神在過去沒有向
人顯明，就是在過去所隱藏，但現在已經向人啟示出來的真理：

❑ 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
許。（以弗所書3:5-6）

❑ 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
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提摩太前書3:16 ）



10:8 我先前從天上所聽見的那聲音又吩咐我說：“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開的小書卷取過來。”

10:9 我就走到天使那裏，對他說：“請你把小書卷給我。”他對我說：“你拿著吃盡了，便叫你肚子發苦，然而

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10:10 我從天使手中把小書卷接過來，吃盡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後，肚子覺得發苦了。

10:11 天使對我說：“你必指著多民、多國、多方、多王再說預言。”

插曲之一：小書卷的異象（第10章）

小書卷的解釋？
❑ 是指著將來要發生的事情。可能是啟示第11章開始一

直到啟示錄結束所有的內容；

要約翰吃小書卷的目的是什麼？

❑ 不但是要讓教會更清楚在末世發生的這些事的意義如
何，同時也是進一步讓教會明白在他們那個時代所發
生的事情的意義是如何。從而堅固教會。

小書卷“甜”與“苦”的意義？

❑ 小書卷是甜的：意思是說因為這個書卷裏面包含有盼
望的信息，這個盼望就是最後神的國要在地上實現；

❑ 小書卷是苦的：在最後的應許實現之前，教會會經歷
很大的逼迫跟苦難。

這“小書卷”與第五章“大書卷”間的關係為何？
❑ 第5章的書卷是封住的，沒有人能夠展開，唯有

坐寶座的羔羊配開這個書卷；第5章的書卷是講
到末世的歷史中有關神的部分；

❑ 第10章的書卷是小的，是大力的天使拿著，而
且是已經展開的；小書卷是有關教會的部分。

為什麼要吩咐使徒約翰向世界說預言？

❑ 因為這些預言不僅僅是關乎教會，也關乎整個
世界，整個人類。所以10:11是10:1-10的延伸，
從教會延伸到整個人類。



11:1 有一根葦子賜給我，當作量度的杖，且有話說：“起來，將神的殿和祭壇，並在殿中禮拜的人都量一量。

11:2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他們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

插曲之二：兩個見證人（11:1-14）

量度聖殿和第10章的小書卷的異象以及11章的兩個見證
人之間有什麼關系？
❑ 背景：以西結書第40-42章；

❑ 量度是表明對這個東西的所有權及保護；量度聖殿是
表明神祂擁有，而且保護它的百姓。

❑ 量度聖殿是在第10章的小書卷（是苦的，表明教會要
經歷苦難）和第11章的兩個見證人被殺的異象之間的

插入的異象。這是讓我們知道，在神的眼中，教會是
屬於祂的，而且他必保護祂的教會。

在殿中敬拜的人是誰？
❑ 歷世歷代神的百姓在裏面

誰踐踏聖城？
❑ 地上的居民

“42個月”的意義
❑ 背景：但以理書9:24-27

❑ 三年半、42個月、1260天是同樣的一段時間，
是用三種不同的表達法;

❑ 這些數字是象征性，最重要的是要表達這個背
後有一個真正屬靈的現實 / 天上的實質；

❑ 是借用但以理書第9章背後的神學真理：神要把

整個人類的歷史帶到一個結束，在最末了的結
束會有一個災難期；

❑ 目的是讓我們知道神允許地上的民一段時間來
踐踏聖城。

11:1-2兩節經文的整體的意義：
❑ 一個激勵和安慰的信息——在逼迫和受苦當中，

雖然這些不信的人任意踐踏聖城，踐踏神的百
姓，甚至殺害他們的身體，但是他們不能夠傷
害真正傷害神的百姓。因為神保守祂的百姓與
祂之間的關系，他們都在神的應許跟盼望裏面。



11:3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they will prophesy for 1,260 days ）。”

11:4 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11:5 若有人想要害他們，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燒滅仇敵；凡

想要害他們的，都必這樣被殺。

11:6 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又有權

柄叫水變為血，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

11:7 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

並且得勝，把他們殺了。

插曲之二：兩個見證人（11:1-14）

兩個見證人是誰？是兩個人，或兩個教會？
❑ 是以摩西跟以利亞作為模式的兩個先知。因為他們的作為：

❑ 11:5“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列王紀下第1章以利亞的作為）
❑ 11:6“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

（列王紀上17章以利亞的作為）
❑ 11:6“有權柄叫水變為血”（摩西在埃及十災中的作為）
❑ 11:6“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摩西在埃及十

災中的作為）

兩個見證人穿著“麻衣”（毛衣） 的意義：

❑ 這裏這兩個見證人穿著麻衣是象征性的，
他們是為所有地上的人悲哀；

❑ 末世有一個很大的悖道：不僅僅是地上
的居民會剛硬他們的心，連神的教會也
都悖道。在末世，全地都在悖逆。

兩個見證人被殺（11:7）
❑ 這是獸第一次出現在啟示錄裏面，第13

章才表明獸是敵基督；
❑ 這是撒旦跟神的使者爭戰



11:8 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裏的街上，這城按著靈意叫所多瑪，

又叫埃及，就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之處。

11:9 從各民、各族、各方、各國中，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

又不許把屍首放在墳墓裏。

11:10 住在地上的人就為他們歡喜快樂，互相饋送禮物，因這兩位

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11:11 過了這三天半，有生氣從神那裏進入他們裏面，他們就站起

來；看見他們的人甚是害怕。

11:12 兩位先知聽見有大聲音從天上來，對他們說：“上到這裏

來！”他們就駕著雲上了天，他們的仇敵也看見了。

11:13 正在那時候，地大震動，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

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懼，歸榮耀給天上的神。

插曲之二：兩個見證人（11:1-14）

大城是什麼城市？
❑ 悖道的耶路撒冷，是在獸的掌權之下

“屍首倒在街上，不被埋葬”的意義
❑ 極度的羞辱和輕視

地上居民的歡慶
❑ 把兩位見證人的死變成是一個節慶——極度的侮辱

教會被提的三種不同的觀點：

❑ 災前被提（3:10，4:1）
❑ 災中被提（11:11-12）
❑ 災後被提（第12章）

兩位見證人經文的意義：
❑ 重現基督（relive Christ）：我們也要與

基督一同受苦，基督所走過的路我們也
要走。

❑ 神在掌權



第七號（11:15-19）

神是“昔在、今在”
❑ “以後永在”（who is to come）——將要來；

❑ 時間是在歷史裏面才會有，在永恒裏面是沒有時間
的概念。所以這裏就沒有“以後再來的”

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

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

永遠遠。”

11:16 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長老，就面

伏於地敬拜神，說：

11:17 “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們感謝你！因

你執掌大權作王了。

11:18 外邦發怒，你的忿怒也臨到了，審判死人的時候

也到了；你的仆人眾先知和眾聖徒，凡敬畏你名

的人，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也到了；你敗壞那

些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也就到了。”

11:19 當時，神天上的殿開了，在他殿中現出他的約櫃，

隨後有閃電、聲音、雷轟、地震、大雹。

審判和賞賜
❑ 最後的審判的時刻，同時神賞賜祂忠心的仆人的時候。

聖殿打開、約櫃出現：

❑ 約櫃象征神的同在，同在約櫃也是表明神將要信實的完
成祂跟選民立約的應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