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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第 16章 

 啟示錄第 16章 

恰克 史密思 牧 師 (各各他教會) 

在啟示錄第十五章裏，我們已經對第十六章作了一個簡介，

我們看見七位掌管末了七災的天使，即將完成神對地上的審

判，這七位天使從殿中出來穿著潔白光明的細麻衣。四活物

中有一位把盛滿了神大怒的七個金碗給了那七位天使，準備

將神的忿怒傾倒在地上，而神的聖所也因著神的榮耀充滿了

雲煙。在此時此刻這殿對人是關閉的，無人在這時能以進

殿，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下的七災完畢了。 

約翰說：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殿中出來，向那七位天使說：“你們去，

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啟示錄 16：1） 

現在這令人生畏的命令，從神的殿中，傳給這七位天使去傾

倒那末了的七災。神要在祂差遣祂兒子回來在全地掌權作王

以前，藉著這七災重重的擊打，刑罰全地。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惡而且毒的瘡，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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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獸印記，拜獸像的人身上。（啟示錄 16：2） 

在這裏似乎神作了一個分別，就是這些惡臭有毒害的瘡，按

字面意思說：是一種非常令人痛苦而無法醫治復原的毒瘡，

非常像那原子輻射線的燒傷。在這裏神將那些對他忠心的人

和那些敬拜獸和接受獸印記的人作了一個很大的區分，因為

只有那些受了獸的印記的人，敬拜獸像的人，才得了那些

瘡。所以我們在這裏看到，神的確作了一個分別。 

我們記得神降災在埃及的時候，神也在那時作了一個分別，

在那個審判裏面，神曾經保護以色列人，讓以色列人不受像

埃及人一樣的審判。雖在埃及全地都有黑暗，但在以色列的

營地裏面卻有光，神為了保護祂的百姓，已經先有準備，祂

要祂的百姓將羊的血塗在門楣上和門柱上，所以他們不會像

埃及人一樣，在那兒哀哭。因為當夜主的使者巡行埃及地，

將所有埃及地的長子都擊殺了。神對於屬祂的子民和不屬祂

的子民的確作了一個非常清楚的分別。 

這是與在埃及地神審判的時候有同樣的例子，就是當第一位

天使把盛神大怒的碗倒地上的時候，那些有獸印記，拜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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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身上就生發出又惡且毒的瘡。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裡，（啟示錄 16：3） 

請注意第一位天使是把神大怒的碗倒在地上，第二位天使將

神大怒的碗倒在海裏。 

海就變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啟示錄

16：3） 

至於神如何成就這樣的事情是純屬猜測，而當我們在研究過

去在自然界中的現象時，我們便知道是有多種的可能性會使

這樣的事發生。 

在以馬內利魏拉寇斯基“世界碰撞”的這本書裏，他有一個

假設，就是他試著要證明金星是在過去這一萬年內，在人類

有歷史記載的時段中被引入我們的太陽系的。根據他的前

提，那臨到埃及地的災難是金星與地球幾乎碰撞的結果，這

是由於金星是在一個非常不穩定的軌道上進入太陽系。當它

靠近地球的時候，地球因此也被挪移了地球原來的軌道。 

你看，他們古人是以三百六十天來記年，忽然之間我們開始

用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來記年，因為我們明白這是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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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的軌道繞太陽一圈所需要的時間。但是魏拉寇斯基的前

提是說，古人以三百六十天來記年是完全正確的，當然啦！

如果你現在以三百六十天來記年，不用超過五年，我們整個

的季節就會完全的混亂，在每隔二十五年左右，你便會完全

脫離了你現在的季節時刻。所以古人以三百六十天來記年，

一定是一個非常準確的計算，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以三百六

十五又四分之一天來記年呢？他深信地球在過去是以與現在

完全相反的方向在運轉。 

在那本書裏他提到許多有趣的事情會對你的思想提出挑戰。

但他深深覺得那幾乎碰撞的事件使得大量的廢墟被帶入我們

的大氣層中，而這些廢墟像許多的隕石一樣，被我們的大氣

層分散解體的同時，它們變成大量的紅灰分散到地球的每一

個角落，當這些紅灰落入水中時，便使得水變成像血一樣的

紅，正如埃及地的水變得像血紅一樣，人無法喝。 

真是有趣的前提！同時有趣的是今天的科學家有一個很大的

顧慮，那就是有一顆很大的小行星，也許它的軌道受到地心

引力的影響，漸漸地被拖近地球。我們知道如果地球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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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英哩以上的小行星碰撞的話，會帶來何等的震撼與傷

害，後果真是不堪設想。現在他們正在觀察一個小行星，就

他們天文學的計算來說，它的軌道會越來越接近地球的軌

道，它大約有七十五英哩的直徑，若我們地球與這個小行星

碰撞的話，將會帶來我們難以想像的巨大震撼與空前的災

難。 

在太陽系裏面就有幾仟個小行星，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在繞著

木星在旋轉，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行星帶。而科學家都已經將

這些行星的軌道計算過，其中有兩仟個小行星在它們的軌道

上，有時候有可能會和地球相互牽引。所以每年都有百萬分

之三的機率，地球會和一個小行星碰撞。 

過去曾有小行星和地球碰撞的記錄。在美國亞力桑那州靠近

溫士勒有一個英哩直徑的隕石洞，科學家認為這可能是一個

小行星與地球碰撞的結果，他們也認為這麼大的一顆小行星

對地球的撞擊力足以使地球傾斜，使地球被推動。換句話

說，如果它以某一種特別的角度來撞擊地球，足以讓地球被

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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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許多的猜測，有些物理學家相信，若有一顆小行星就

像撞擊在亞利桑那州沙漠裏的那顆一樣，若撞擊地球，是有

力量能夠推動地球。所以突然之間，譬如我們現在住在很舒

適的南加州氣候裏，如果這個小行星在某種特別的角度下撞

擊地球的話，它可以忽然之間，在一分鐘之內，把我們推進

北極或南極的大氣層裏，我們立刻會被籠罩在這冰冷的空氣

裏，而且一切東西在剎那之間就會被凍結。我們會突然之間

從一個華氏五十度的氣候裏變成一個像黑夜的零下五十度的

氣候，一切東西都立刻會被凍結起來。 

而科學家們相信這可能就是過去曾發生的事情，那便能解釋

為什麼在西伯利亞發現那些被冷凍的哺乳類動物，顯然在這

個大災難突然發生的時候，它們仍在咀嚼著熱帶性的植物，

因為在切開它們的肚腹之時，他們發現在這些動物的消化系

統裏有熱帶性的植物，而這一切是在突然之間被急凍起來，

他們感到可能這就是一顆小行星撞擊地球，使地球被翻動，

以至於曾經是熱帶性的區域被突然間轉變到寒冷的北極或南

極的大氣層裏，因此一切東西都立刻被凍結起來，所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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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不是漸進的，而是突然性的大災難性的變化。 

至於神將用怎樣的方法施行祂的審判，我們只能猜測，是怎

麼樣的現象或者是小行星的碰撞，或者是其它我們不知道的

方法。當然我們科學家是非常顧慮行星碰撞的事，為了這

事，我們政府和俄國已經花上幾百萬美元在這樣的研究方案

裏，他們在美國吐桑城科特山設立了一個新的望遠鏡，而設

立的目的便是單單地在追蹤小行星群的動向，同時警告世

界，萬一它們的動向會對我們的地球造成極大的危險。而曾

經就有提到，因著有一顆特別的小行星漸漸地靠近我們地心

引力的範圍，將會帶來極大的危險，我們國家可能會向這小

行星發射太空梭來轉移它的軌道。 

科學家們也提到或者要用一個原子彈把這顆小行星炸碎，但

在進一步的研究後，他們覺得炸碎它，可能會使我們地球碰

撞更多的碎片。顯然這種炸碎它的方法，也不見得很高明。

所以現在這是一個非常主要的科學方案，那就是如何保護我

們地球，不跟在我們太陽系裏的幾仟個小行星相互碰撞，已

經有兩仟個小行星被畫在圖表上，顯示出在某種程度上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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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地球相互牽引，誰知道這會造成怎樣的結果。 

明年我們將會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哈雷彗星會回來，可惜

的是，這次我們可能無法看見它，也就是無法看見它在軌道

上運行的尾巴。他們估計這一次它的軌道將會在太陽的外圍

或者是在太陽的前面。當它運轉離開太陽的時候，我們在地

球上可能無法看見，彗星的尾巴是由於太陽的吸引力所造成

的，當彗星飛近又離開太陽之時，有許多的殘硝碎片有大約

一百萬英哩長，像尾巴一樣，單單就是大量的碎片在太空中

飛行。地球將會碰上哈雷彗星，尾巴上殘硝碎片的軌道，因

而我們將會有非常壯觀的流星雨，這會發生在後年，然而我

們可能無法看見彗星的尾巴，但我們可能會看見流星群的壯

麗景觀，這就是從太空進入我們大氣層在彗星尾巴上的殘硝

碎片所造成的。 

每分鐘都將會有一萬八仟個隕石進入我們的大氣層。當它們

進來的時候就被大氣層焚化了。大多數在太空中的小的隕石

碎片，當它們高速進入圍繞在地球周圍密度較高的大氣層

時，它們會因摩擦生熱而焚化，這是神的設計，當然絕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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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在它們撞擊地球以前已經被完全焚化了，但仍然有一些沒

有被完全焚化的會撞擊地球，你也許也曾看過這樣從天而降

的隕石。 

但確定的事，神將會帶來對大地的審判。至於是藉用怎樣的

自然界現象，我們並不知道，也許神會使用我們人類在自然

界中從未看過的現象來施行祂的審判。但有一件事你可以確

定，那就是神的審判必定來臨，至於神將會用怎樣的方法讓

海變成血？前幾年我們在此曾經看見所謂的“紅潮”事件，

就是當浮生物大量繁殖的時候，會使水呈現紅色的色澤，這

是由於浮游生物奪走了水中的氧氣，而當水中的氧氣被紅潮

耗盡之時，會造成所有魚類的致命死傷，紅潮的景觀卻是壯

觀的。 

每當紅潮來的時候，我喜歡在晚間站在沙灘上觀望海潮，因

為紅潮看起來像有許多的霓虹燈管。當潮水沖破浮游生物族

群之時，因浮游生物含有許多的鏻，這些鏻就會閃閃發光，

看起來好像有無數的霓虹燈管在照亮海洋，景觀是非常的壯

麗。但在其中游泳可真是不好受，在紅潮來的時候去衝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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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慘的，如果不幸喝了紅潮的水，那真是讓你腸胃翻滾，如

果眼睛不幸進了紅潮的水，那真會讓你的眼睛發燒，但紅潮

在晚間看起來是多麼的壯觀美麗。 

所以這審判也可能是一個巨大的紅潮，耗盡水中的氧氣，因

而造成海中的生物全部死亡。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與眾水的泉源裡，水就變成血了。

（啟示錄 16：4） 

所以不單是海變成血，現在連江河與眾水的泉源也都變成血

了。你記得類似這樣的事情也曾發生在埃及過，那時人也不

能喝這樣的水。當這件事在世界各角落同時發生之時，也就

是突然之間當所有的淡水泉源都被污染之時，試想將會對人

類造成何等的震撼，但在這災難來臨之前，世上的水源將近

一半已受污染，在這特別的災裏，所有的水源將被污染會對

人類帶來致命的打擊。 

當水變成血之時，人便無法喝， 

我聽見掌管眾水的天使說：“昔在今在的聖者阿，你這樣判

斷是公義的。”（啟示錄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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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一會兒，我們會看見一位天使站在太陽裏，現在這位是

神差派管理淡水資源的天使。 

這些天使真是耐人尋味，將會在天上見到他們一定是很有趣

的事情，我真是急急想見神差派看管我的那位天使。聖經詩

篇九十一篇上說： 

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他

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詩篇 91：11

－12） 

所以和那保護我的天使見面，一定是非常有趣的事。我想知

道在過去幾件特別的事件中，他在做些什麼，他是否在他該

作的職務上睡著了還是如何，但這並沒有關係，我已經原諒

了他，我要他知道當我見到他的時候，絕不會怪他任何事

情，但見到他一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而現在這位是神差派掌管眾水的天使，這位天使這樣宣告： 

“我聽見掌管眾水的天使說，昔在今在的聖者阿，你這樣判

斷是公義的。”（啟示錄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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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無論作什麼，祂總是對的，這是何等完全的公義。神的審

判是完全對的。在這裏我們聽見一項宣告，就是神的審判是

完全公義的，至始至終在神審判的這段期間，我們總是會聽

見許許多多的聲音在宣告神審判的公義。 

有趣的是雖然在天上一直不停地見證神公義的審判，但是在

地上仍然有許多的人關切擔心神的審判是否合理公義。神若

定罪一位從來沒有機會認識耶穌基督的人，是否公平呢？神

若永遠地定罪一位從未知道，也未聽見，也無法作決定跟隨

耶穌的一位嬰孩，難道神還是公平的嗎？等等…事實上神無

論作什麼，都是會完全公正的，神永遠不會不公平，祂絕對

不會不公義，你對這事根本無須擔憂。 

在這裏，神將淡水變成血，而天使在這裏說：“公義的神”

真是言符其實。 

“他們曾流聖徒與先知的血，現在你給他們血喝。這是他們

所該受的。”（啟示錄 16：6） 

他們曾流過這麼多的血，這是多麼公義的審判，既然他們這

麼喜歡血，現在神就給他們血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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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是的，主神，全能者阿，你的

判斷義哉，誠哉。”（啟示錄 16：7） 

所以，再一次在審判期間中聽見神公義審判的確據。 

亞伯拉罕在當神告訴他，神將毀滅所多瑪，娥摩拉二城的時

候，亞伯拉罕說： 

“將義人與惡人同殺，將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這斷不是你

所行的。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麼。難道神會不公平

嗎？假若那城裡有五十個義人，你還剿滅那地方麼。將義人

與惡人同殺麼？”耶和華說：“我若在所多瑪城裡見有五十

個義人，我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方的眾人。”亞伯拉

罕又對祂說：“假若在那裡見有四十個怎麼樣呢？”祂說：

“為這四十個的緣故，我也不作這事。”“假若在那裡見有

三十個怎麼樣呢？”祂說：“我在那裡若見有三十個，我也

不作這事。”“那假若在那裡見有二十呢？或者在那裡見有

十個呢？”主回答說：“為這十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

城。”（創世記 18：25－30） 

後來天使到了所多瑪城，只發現了一個義人，所以天使們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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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作呢？他們把他領出來，對他：“你要速速地逃離這裏，

因為你還沒有到達安全之所，我們不能毀滅這城。” 

神是公義的，神是公平的，神的審判是義哉，誠哉。你可以

完全信任此事。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頭上，叫日頭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熱

所烤，就褻瀆那有權掌管這些災的神之名，並不悔改將榮耀

歸給神。（啟示錄 16：8－9） 

很多時候我們有一種觀念，就是神若審判這世上的百姓，他

們就會很快離開他們的惡行。但事實上卻不是如此，當神施

行祂的審判，那些義人縱使軟弱跌倒，仍然會轉回歸向神，

我們可以在舊約聖經上讀到當神的審判臨到義人的時候，會

使義人回轉歸向神。但是神的審判通常會使那些不願悔改的

人心更剛硬，這就是在大災難期間可以看見的現象。神的審

判非但不會讓這些人回轉歸向神，還會使他們褻瀆神，那些

認為他們的信息應該注重在地獄審判，硫磺，火湖這些主題

的傳道人，認為如此就能使眾人歸向神，實在是對聖經沒有

深透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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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羅馬書二章四節說：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慈是

領你悔改呢？（羅馬書 2：4） 

這句經文深深地抓住我，我知道我配受神的審判，不需要再

告訴我，但是若告訴我神愛我，願意赦免我，願意饒恕我，

願意讓我成為祂的孩子。並讓我一起承受祂永遠的國度，這

樣的事情才真正地抓住我，祂使我願意將我的心和我的生命

轉向神，使我願意改變，是神的美善和恩慈引導一個人悔

改。 

所以當神的審判降臨，就是太陽開始用火烤人，至於這事是

如何成就，我們只能猜測。我們知道當主再來的日子來臨之

前，日頭要變黑，月亮要變為血，很可能在太陽變黑以前，

它會進入一個超及光星的狀態，這是我們在宇宙中可以觀察

到的一個現象。當發光星體進入這樣一個超越光體的狀態，

它們會在幾天內突然加熱，造成極強烈而短暫的光芒，然後

它們看起來似乎就被燒盡了，因而可以被稱作“星體死

亡。” 



 

16 of 28 

啟示錄第 16章 

星體的死亡就是星體的超及光狀態，好像一個燈泡，它的死

是突然之間爆斷，當氧氣撞擊鎢絲之時，會使鎢絲變得格外

明亮，正是因為氧氣不斷地撞擊鎢絲，使得鎢絲變得更熱更

光亮，因此被燒成兩半，燈也就因此爆斷了。對星體來說是

一個不同的因素，我們不知道是什麼造成超越光星的，它們

突然之間變得非常明亮，然後顯然似乎是被燒盡了。但這是

一個超越光星的狀態，很可能太陽就會進入一個超級光星的

狀態。試想那將給住在地上的人帶來何等的痛苦，一旦太陽

變成一個超級光星，超級光體的話，我們可以確定的就是在

此之後太陽必定暗下來，在那段大災難的期間，太陽只有三

分之一的部份會發光，所以這極可能是一個超級光星的現

象。 

還有一種事件可能會發生在最後這七災裏面，就是在地上將

會有一個核子戰爭的大毀滅。蘇俄，美國和其它每一個國家

都將他們的核子武器發射出來。我們知道當核子武器爆炸以

後，其中一個結果就是會毀滅我們大氣層中的臭氧層，這臭

氧層已經被用來作各種不同刮鬍霜的碳氟化合物之氣體所耗



 

17 of 28 

啟示錄第 16章 

盡，這氣體也是讓我們用來作壓縮罐頭的氣體。當這碳氟化

合物的氣體上昇到大氣層中的同溫層時，就會和臭氧的氣體

相結合，這合成的氣體會非常的不穩定，因此在這樣的結合

中會造成對臭氧氣層的破壞，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禁止使用在

壓縮罐頭中碳氟化合物的理由。 

我們知道原子彈也會造成對臭氧層破壞的相同結果，臭氧層

原是保護我們的氧層，它幫助我們擋住許多從太陽來的紫外

線，看起來似乎是神的作為，用臭氧層來保護地球，免受太

陽紫外線的侵害，因為人若直接曝露在這樣的紫外線下，會

造成非常惡毒的瘟疫，會造成燒傷，皮膚癌，所以我們在這

裏看見的，可能是一個核子戰爭的大毀滅。 

神知道人的愚昧會帶來多少在自然界中的禍患，令人深思的

是神早已在以賽亞書十九章那裡預言阿斯萬水壩的興建，不

但他提到要興建阿斯萬水壩，他可說到因著興建這水壩會造

成怎樣的生態破壞，就是捕漁業的毀滅，以及農耕地及農作

物的失喪等等。興建這個阿斯萬水壩會帶來多少在生態系統

上面的問題，神說這些謀士都是愚頑人，因為他們在興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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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壩的時候，沒有考慮破壞生態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事實上，曾有這樣的說法，為了修復因他們建這個水壩所帶

來的生態破壞，他們想要把這個水壩爆破掉。當然！他們已

經失去了他們的漁業市場，他們曾經在尼羅河流入地中海的

出海口，有一個非常興旺的捕漁業，因為尼羅河所帶來的雜

質，餵養許多海裏的魚，現在水壩建起來以後，所有這些在

尼羅河中的雜質，養分，再也沒有流入地中海了。 

興建水壩的結果就是他們也不再有砂的沉殿物，所以曾在尼

羅河進入地中海河口之處那些肥沃的農業三角洲，現在已經

受到鹽水的入侵，因為你知道尼羅河每年都會帶入地中海數

以噸計的細沙，因此形成了許多美麗的農業三角洲，但現在

再也不會有細沙的沉殿物了。事實上，你開始看見鹼水的入

侵，他們失去的農業耕地，已經超過他們用水壩的水灌溉所

能加增的農耕地，他們所失去的遠比他們所得的農耕地來的

多，而他們所失去的是最肥沃的農耕地。 

所以神早就知道這些生態破壞會發生，很可能主在這裏在描

寫全面性的核子戰爭之後所帶來的傷害和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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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大熱所烤，就褻瀆那有權掌管這些災的神之名，並不悔

改將榮耀歸給神。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獸的座位上，獸的國

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頭，（啟示錄 16：9－

10） 

正如神使埃及遍地黑暗，照樣神使獸的國黑暗了，同樣這可

能是太陽超級光體的現象，就是在短暫幾天的期間裏，它會

變得非常明亮，然後就變黑了。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瘡，就褻瀆天上的神，並不悔改所

行的。（啟示錄 16：11） 

人繼續在褻瀆神。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瘡，就褻瀆天上的神，並不悔改所

行的。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乾了，要給那

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眾王預備道路。（啟示錄 16：11－12） 

所以神會將列國聚集到以色列地，從米及多到以東的地方，

神會使幼發拉底河的水變乾，好為那從東方來的眾王預備道

路，中國和她廣大的族群，印度，巴基斯坦，日本都遠從東

方來，進入以色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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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看見三個污穢的靈，好像青蛙，從龍口獸口並假先知的

口中出來。（啟示錄 16：13） 

在這裏有一件值得提的事，對於那些似乎曾有魂遊象外的

人，當他們的靈魂離開他們身體的時候，他們看起來是死

的，而在這樣一個魂遊象外的境界裏，他們可以回頭看見他

們身體所在的房間，也可能看見在那房間裏的各種活動，但

他們是站在他們的身體以外來觀察的。有趣的是就是絕大多

數這些有魂遊象外經歷的人清楚地知道，當他們的靈魂離開

他們身體的時候，是經由他們的口離開的。 

更有趣的是當你回到舊約聖經，你會讀到神如何將生氣吹入

人的裏面，他就成為一個有靈的活人。而這些曾有魂遊象外

的人通常會作見證，他們的靈是經由他們的口出去的，而當

他們的靈回來的時候，也是經由他們的口回來的，對那些曾

有魂遊象外經歷的人來說，靈是經由他們的口進出他們的身

體，這算是一件最平常的事情。 

同樣有趣的事，就是這些鬼魔的靈是從獸口，龍口，並假先

知的口中出來。同樣地，當耶穌在趕鬼的時候，當鬼被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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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時候，在那些被鬼附的人之口中也有尖叫的聲音，我不

認為如果你在這時把嘴緊閉，就必定對你有益處。這只是一

個非常有趣的觀察，這些污穢的靈，好像青蛙，從敵基督的

口，假先知的口，以及撒但的口中出來。 

他們本是鬼魔的靈，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眾王那裡，叫

他們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爭戰。（啟示錄 16：14） 

那三個鬼魔便叫眾王聚集在一處，希伯來話叫作哈米吉多

頓。（啟示錄 16：16）  

在那裡他們要與主耶穌爭戰，試圖在他回來的時候推翻神在

地上的王權。 

令人深思的是今日許多在政府裏的高級主管，許多是被邪靈

所控制的，我不認為你能夠解釋他們的行為而不提到邪靈的

控制。希特勒與和他一同掌權的人做的事情是無法解釋的，

除非我們說是邪靈控制了他們的思想，他們絕對無法做出這

樣毫無人道的事情，除非他們是被邪靈的勢力所控制，而且

我們都知道一點，就是希特勒受白魔術界許多大師的影響和

指點。事實上，那些通靈的法士們是在指到並且控制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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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這就是唯一的解釋，為什麼這些人能夠對他們的鄰舍作

出這樣殘酷的暴行。 

當我們看看今日在世上所發生的事情，許多的惡行除非是受

邪靈的控制，才可能作得出來。就以闖入別人的家去殺人放

火這事，對於有正常意識的我們而言是無法想像的，一個人

怎能做這樣的事呢？怎麼下這樣的命令呢？但正因他們是受

邪靈的控制，對這樣的問題才有了解答。 

接著耶穌說： 

“看啊！我來像賊一樣，那儆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

人見他羞辱的有福了！”那三個鬼魔便叫眾王聚集在一處，

希伯來話叫做哈米吉多頓。（啟示錄 16：15-16） 

所以主在這裏宣告祂的再來說祂來的時候像賊一樣。約翰告

訴我們要儆醒看守我們的衣服，免得我們在祂來的時候滿面

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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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16：17） 

這就是了！這是大災難期間的最後一災，這是神對地上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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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審判，到此就完結，現在主耶穌榮耀降臨建立神國度的時

刻已經來臨。 

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

這樣大這樣利害的地震。那大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

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

給她。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又有大雹子從天落

在人身上，每一個約重一他連得。（一他連得約有九十斤）

為這雹子的災極大，人就褻瀆神。（啟示錄 16：18－21） 

這是描述在地上一個前所未有驚人可怕的大劇變。也許是南

北極的極軸換位，而與一個小行星的碰撞，很可能便是這事

發生的導火線。 

我們深信在過去曾經有過在地理學上巨大的變動，無論到底

是什麼原因，或者就是極軸換位，水位改變，海底的層面也

改變，突然之間海底出現巨溝，大量的海水湧入，因著海水

的重量，地殼破裂，造成其它位置的岩漿衝出水面，新的高

山和山脈因而產生。 

在以馬內利魏拉寇斯基“地球劇變”的這本書裏，再一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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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許多在世界各地有趣的現象，顯示出在人類有歷史以來有

許多驚人可怕的劇變，這些劇變造成地球岩漿巨大的上衝

力，因此形成許許多多的山脈。有一件他提出來非常有趣的

事，就是在貝魯的高地，安蒂這個地方有一個湖叫做蒂蒂卡

卡，為什麼在那裡有一個傾斜的地理情勢，而這樣形勢的造

成，這是在地球上人類有歷史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地球劇

變”的這本書是非常精彩的書，他在那本書中也做了許多有

趣的研究，雖然我不完全贊同他所定下的結論，但我發現他

所做的研究的確是非常令人讚嘆，我非常喜歡讀他的書，就

是因為他作的這許多了不起的研究。 

雷轟，閃電，大地震這不是一個區域性的事情，我們在加州

有許多的地震，我們所在之處就有許多的斷層線，其中有一

個叫做新港斷層線，我們也非常靠近聖安得斯斷層線，所以

無論在斷層線那裡有什麼移動，我們在這裏立刻會受到影

響，但這些都是區域性的地震，震央是離新港海灘十英哩的

地方，或是在帝示谷。而科學家可以找出區域性地震的震

央，但在這裏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區域性的地震，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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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的大地震，整個地球都會在那裡震動。 

先知以賽亞在以賽亞書二十四章十七節那裡曾經描述這個大

地震，他說地上的居民啊！恐懼，陷坑，網羅都臨近你們，

這三件事情，恐懼，陷坑和網羅。他接著說，躲避恐懼聲音

的必墜入陷坑，從陷坑上來的，必被網羅纏住，因為天上的

窗戶都開了，地上的根基也震動了。這不只是區域性的地殼

移動，在以賽亞書二十二章十九節以賽亞接著說： 

“地全然破壞，盡都崩裂，大地震動了，地要東倒西歪，好

像醉酒的人，又搖來搖去，好像吊床，罪過在其上沉重萬

分，必然塌陷，不能復起。到那日耶和華在高處必懲罰高處

的眾軍，在地上必懲罰地上的列王，他們必被聚集像囚犯被

聚在牢獄中，必要囚在監牢裏。多日之後，便被定罪，或譯

多日之後，在一千年之後，”他們必被討罪，當然這些人將

站在主白色的大寶座前受審判。在這裏便是以賽亞描述這個

世界大地震的光景。 

再一次，如果我們從科學的角度來觀察，這的確是像極軸變

位，因為在這裏，地球像一個喝醉酒的人前後搖擺，又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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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吊床搖來搖去。科學家們相信這些極軸變位的現象，每五

千年便會發生一次，這是一個科學界所皆知的現象。我們今

天所稱的北極，並不一直都是地球的北極，地球已經在過去

更換了它的軸位，這極軸變位的確會造成整個地球劇烈可怕

的大災難，正如我們已經提過的，就是海床位置的高度有所

改變。他們在喜瑪拉雅山的高山上找到許多的化石，這些化

石在過去是活在水面以下的生物，如果你去到大峽谷南谷的

谷邊上，在那裏七千英呎海拔的高度，你可以發現有許多貝

殼與軟體的生物的化石，這些化石所在的地層顯示出這些地

層曾經是在海底的海床上，它們的位置曾經都是在海平面以

下，因為這些化石曾經都是海裏的生物。 

所以的確曾經有過這些巨大的變動。這在將來也必會再發

生，地球將進入一個在這裏所稱呼的搖擺狀態。我相信你們

知道地球一直都是在搖擺的，這就是在科學上所稱的搖擺狀

態，每七年會循環一次，它似乎在有一段時間會非常明顯突

出。接著在一段稍長的時段裏，它會漸漸地平淡下去，然後

它會有一個輕微的擺動，而這擺動會漸漸增強，每到第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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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這特擺動的狀態便會非常明顯突出，他們覺得有時候

這些搖擺的狀態會變得這樣古怪和不穩定，好像在上面的東

西會翻下來一樣，當這樣的狀況發生的時候，地球上就會有

巨大的災變，海島都會挪移本位。 

我多次提到夏威夷群島在千年國度的時候，可能不再存在。

所以主若給我夏威夷來管理，它可能是在海平面下一萬英呎

的位置，所以我從來不堅持說在千年國度裏，我要夏威夷群

島作我管轄的範圍。 

由於整個地球在千年國度時期將會被恢復成為一個單一體系

的氣候狀態，無論是在阿拉斯加或是在夏威夷，它們可能都

是風和日麗，青草茂盛一樣的美麗，所以無論你在那裏，整

個地球都會非常美麗榮耀。聖經上說，大地充滿了祂的榮

耀，當神更新大地的時候，在撒拉哈沙漠的中心，將有溪

流，河水，瀑布與森林，沙漠將像玫瑰開花，在乾地必有江

河湧流。 

所以無論祂把我分派何處，我都會舉雙手贊成，當主再來掌

權的那一天，公義將如海浪遮蓋大地，在這樣一個狀態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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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真是何等的美麗，而那時我們便能看見神最早給人大地

的原意，當祂把人放在大地上告訴人要修理看管，並且要生

養眾多，遍滿全地。 

但神的審判將會在主再來的日子以前發生，我們在這裏結束

啟示錄第十六章的講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