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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七年的大災難。時間，內容 
啟示錄 Revelation 8 

 

我們相信聖經教導教會災前被提，而且隨後世界上有前所未見的七年大災難；然後主第

二次再臨地上，進入千禧年。 

 

→ 大災難尚未來到，啟示錄記載教會時代結束後，從第六章講論大災難。前六印開啟都在

七年大災難的前三年半，揭開第七印的同時，接著有個個號角吹起的災難，在尾聲時第

七號角吹起的同時，有傾倒七個碗的災害。 

不要忘記在馬太福音Matthews 24:4-12「4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5因為

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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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

處必有饑荒、地震。8這都是災難（災難：原文是生產之難）的起頭。9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

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10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

恨惡；11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12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

記載在主再來前這些所描述的戰爭，饑荒，疾病，天災會持續不斷地，而且強度又來愈

大。這一切都是 "the beginning of sorrow" 馬太福音 Matthews 24:8，災難的起頭。 

=> 啟示錄 Revelation 6:2「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

出來，勝了又要勝。」白馬有人以為是基督或是假基督，但它指的事情，狀態（condition），

不是指某人（individual） 

在世界級的大戰尚未開打之前，強有力的國家會努力嘗試製造和平的環境；此處經文指

出有人想要達成，但此處未指明，是否達到目的。（The text indicates the desire to conquer in this 

area, but does not state that the objective was achieved.） 

→ 一代表力量速度，代表在世上強而有力的政權，白色代表勝利，征服，沒有流血情況

下暫時性的成功。 

啟示錄 Revelation 6:3「揭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來。」揭開第二印，

說明了此時戰爭，流血，紅馬出現。人的努力想和平相處，徹底失敗，很悲慘地，遍

地死亡，屍體到處都是。大刀代表全球性，全面性各地區的戰事在世界各地展開，國

內，國外，族群之間，國家之間戰爭不停。 

啟示錄 Revelation 6:5-6「5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

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裡拿著天平。6 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

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黑馬代表商業經濟行為，各地區的戰

事，帶來各地區的飢荒，馬太福音 Matthews 24:7b ，現正在發生，將來會更嚴重，經

濟行為，工作都會受到影響，世界性的通貨膨脹，物質的配給，貧富的差距，最後大

家都受害，無人得利，一天的工資還不夠養家；麥（wheat）是人吃的，大麥（barley）

是馬，牛吃的。 

油，酒，代表奢侈品，有錢人仍然過享受奢侈的生活，但最後也好不到哪，全世界性

的金融，經濟恐慌。 

啟示錄 Revelation 6:7「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灰馬代表死亡，

疾病，瘟疫毒害，有 1/4的人死亡，啟示錄 Revelation 6:8「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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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在馬上的，名字叫做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或

作：死亡）、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第五印有大量的殉道者，迫害屠殺基督徒，啟示錄 Revelation 6:12-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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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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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天就挪移，好像書卷被捲起來；山嶺海島都

被挪移離開本位。15 地上的君王、臣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切為奴的、自主的，都藏

在山洞和巖石穴裡，16 向山和巖石說：倒在我們身上吧！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

目和羔羊的忿怒；」 

第六印，約珥書 Joel 2:30-31；以賽亞書 Isaiah 50:3，馬太福音Matthews 24:7；也有記載相

同的事。 

→ 在如此的情況下社會如何能安定正常的運作呢？一片混亂，恐慌，不知所措。 

→ 啟示錄 Revelation 7:1-17記載在神的震怒中，祂仍然有慈悲，憐憫，紀念祂的約。 

 進入到啟示錄 Revelation 9:17，不信的猶太人仍然要被消滅，啟示錄 Revelation 9:13-15第六

號角吹起時就要進到最後的世界大戰，也就是啟示錄 Revelation 16:12-16所記載的。 

→ 請注意，即或遭遇到上帝震怒的審判，那麼大，那麼多的災難，人不僅不知道悔改，

歸向真神，倒咒詛上帝，而且倒行施逆，變本加利，殺害，偶像敬拜，不道德的事，

偷搶的惡行，更加猖狂。 

→ 啟示錄 Revelation 1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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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傾倒碗的災害是全球性的，無人能免除。 

在第七號角吹起的同時，帶來無比悲慘的痛苦。 

→ 啟示錄 Revelation 16:3「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裡，海就變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

物都死了。」 

→ 啟示錄 Revelation 16:8「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頭上，叫日頭能用火烤人。」 

→ 啟示錄 Revelation 16:12「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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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多處記載這大災難，摘錄部份經文 

耶利米書 Jeremiah 30:5-7「5耶和華如此說：我們聽見聲音，是戰抖懼怕而不平安的聲音。6你們

且訪問看看，男人有產難嗎？我怎麼看見人人用手掐腰，像產難的婦人，臉面都變青了呢？7 哀

哉！那日為大，無日可比；這是雅各遭難的時候，但他必被救出來。」 

耶利米書 Jeremiah 30:9「你們卻要事奉耶和華─你們的神和我為你們所要興起的王大衛。」 

但以理書 Daniel 7:7-8「7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第四獸甚是可怕，極其強壯，大有力量，

有大鐵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踏。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頭有十角。8 我正觀看這些

角，見其中又長起一個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這角前，連根被他拔出來。這角有眼，像人的

眼，有口說誇大的話。」 

但以理書 Daniel 4:29-31「29過了十二個月，他遊行在巴比倫王宮裡（原文是上）。30他說：這大巴比

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要顯我威嚴的榮耀嗎？31 這話在王口中尚未說完，有聲音從天降

下，說：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話對你說，你的國位離開你了。」 

但以理書 Daniel 7:23-25「23那侍立者這樣說：第四獸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國，與一切國大不相同，

必吞吃全地，並且踐踏嚼碎。24 至於那十角，就是從這國中必興起的十王，後來又興起一王，與

先前的不同；他必制伏三王。25 他必向至高者說誇大的話，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必想改變節期

和律法。聖民必交付他手一載、二載、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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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 Daniel 9:27「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

那行毀壞可憎的（或譯：使地荒涼的）如飛而來，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或譯：傾在那荒涼

之地），直到所定的結局。」 

啟示錄 Rev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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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Revelation 12:1「天上現出大異象來：有一個婦人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

冕。」 

啟示錄 Revelation 12:11-12「11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

不愛惜性命。12 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快樂吧！只是地與海有禍了！因為魔鬼知道自

己的時候不多，就氣忿忿的下到你們那裡去了。」 

→ 世界級全面性的大災難 

馬太福音 Matthews 24:15「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

須要會意）。」 

馬太福音Matthews 24:21-22「21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

災難，後來也必沒有。22 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

日子必減少了。」 

馬太福音Matthews 2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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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福音Mark 13:14-24 

=> 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5:13「又因他們所做的工，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此

和睦。」 

Day of the Lord指的是教會災前被提後直到千禧年結束的日子 

→ 在七年大災難中，末後三年半 

撒迦利亞書 Zechariah 13:8-9「8耶和華說：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

留。9 我要使這三分之一經火，熬煉他們，如熬煉銀子；試煉他們，如試煉金子。他們必求告我

的名，我必應允他們。我要說：這是我的子民。他們也要說：耶和華是我們的神。」 2/3 以色

列人死光了 

撒迦利亞書 Zechariah 14耶路撒冷被圍困 

撒迦利亞書 Zechariah 14:12「耶和華用災殃攻擊那與耶路撒冷爭戰的列國人，必是這樣：他們兩

腳站立的時候，肉必消沒，眼在眶中乾癟，舌在口中潰爛。」核子大戰的傷害 

大戰的結果 撒迦利亞書 Zechariah 14:12-17「12耶和華用災殃攻擊那與耶路撒冷爭戰的列國人，

必是這樣：他們兩腳站立的時候，肉必消沒，眼在眶中乾癟，舌在口中潰爛。13 那日，耶和華必

使他們大大擾亂。他們各人彼此揪住，舉手攻擊。14 猶大也必在耶路撒冷爭戰。那時四圍各國的

財物，就是許多金銀衣服，必被收聚。15 那臨到馬匹、騾子、駱駝、驢，和營中一切牲畜的災殃

是與那災殃一般。16 所有來攻擊耶路撒冷列國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

華，並守住棚節。17 地上萬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的，必無雨降在他

們的地上。」啟示錄 Revelation 16:1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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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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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的地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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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怒的酒杯遞給他。20 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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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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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災難結束主耶穌第二次再臨 

啟示錄 Revelation 19:1-16「1此後，我聽見好像群眾在天上大聲說：哈利路亞（就是要讚美耶和華的

意思）！救恩、榮耀、權能都屬乎我們的神！2他的判斷是真實公義的；因他判斷了那用淫行敗壞

世界的大淫婦，並且向淫婦討流僕人血的罪，給他們伸冤。3 又說：哈利路亞！燒淫婦的煙往上

冒，直到永永遠遠。4 那二十四位長老與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寶座的神，說：阿們！哈利路亞！5

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神的眾僕人哪，凡敬畏他的，無論大小，都要讚美我們的神！6 我聽見好

像群眾的聲音，眾水的聲音，大雷的聲音，說：哈利路亞！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8 就蒙恩

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9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

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10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

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

作見證。11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

公義。12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13

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神之道。14 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

跟隨他。15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轄管：原文是牧）他們，並要踹

全能神烈怒的酒醡。16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 啟示錄 Revelation 3:10-11「10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

你的試煉。11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