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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啟示錄 6-16 章 

七印七號七碗 

   

一. 七印七號和七碗關係圖示 

 七印（啟六 1-八 1） 七號（啟八 7- 十一 19） 七碗（啟十六 2-21） 

1 白馬：征服（六 1-2） 雹子與火攙著血（八 7） 毒瘡（十六 2） 

2 紅色：戰爭（六 3-4） 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八 8-9） 海水變成血（十六 3） 

3 黑色：飢荒（六 5-6） 江河的水變苦（八 10-11） 江河變成血（十六 4-7） 

4 灰綠色：死亡（六 7-8） 日月星辰黑暗（八 12） 日頭用火烤人（十六 8-9） 

5 殉道者的呼喊（六 9-11） 蝗蟲螫人（九 1-12） 獸國的災難（十六 10-11） 

6 天地挪移（六 12-17） 馬軍殺人（九 13-21） 伯拉大河水乾涸（十六 12） 

插曲 神的子民得到保守（七 1-17） 神子民的見證（十 1- 十一 14） 哈米吉多頓（十六 13-14） 

7 天上安靜兩刻（八 1） 宣告神國降臨（十一 15-19） 完全毀滅（十六 17-21） 

    

對象 所有的人 不信的人 獸的印記/拜偶像的人 

 

三個系列的審判，災禍隨著審判而來 

執行者：神，坐寶座的那一位。“天使說”“有聲音說”（十 4，十四 13，15） 

意義：懲罰性的審判 

目的：讓人悔改 

特點：逐漸加重 

 

1. 七印與天啟四騎士（啟六 1 – 七 17） 

 

（1）白馬的騎士 

 

白色：征服 

思考：有權柄的征服者是 基督還是敵基督？ 

 

（2）紅馬的騎士 

 

紅色：戰爭，流血（王下三 22-23） 

 

（3）黑馬的騎士 

 

黑色：饑荒，舊約定量分配糧食（結四 10，16） 

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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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灰馬的騎士 

 

   灰綠色：死亡；灰馬實際為灰綠色，人死後幾天的顏色，這個顏色表示死亡 

   陰間/陰府 囚禁死人的地方 

 

  第四個騎士總結前三個：征服、刀劍、飢荒 所帶來的死亡 

 

四種顔色 – 隱喻，表示災害（參：結十四 21） 

 

騎士和馬（啟六 1-8） 

含義：審判的開始 

對比： 

撒迦利亞書一章，六章 

四群馬：紅馬的騎士，紅馬群，黃馬群，白馬群（亞一 7-17） 

含義：七十年安靜，神要施憐憫拯救，刑罰列國 

原因：刑罰過度 

 

四群拉車的馬（紅/黑/白/斑點）（亞六 1-15） 

天的四風從普天下的主面前出來 

含義：大衛苗裔，建造耶和華的殿 

審判世界 

 （5）殉道者的呼聲：要等到幾時呢？ 

 （6）天地的挪移 

  審判的描述要素：地震；月亮、星辰、太陽；天的變化；血的傾倒 

  （賽十三 10，三十四 4；珥二 31；太二十四 and 前六印） 

 

  審判的原因：迫害神的子民 / 拜偶像（啟六 9-12，15） 

  審判的意義：只有神所印的人才能站得住（啟七） 

   不信之人對七印的反應：不悔改，躲避神和羔羊 

 

插曲：神的子民得到保守（七 1-17） 

四位天使 

 地的四角 / 地的四風 – 四騎士（亞六 1-8） “天的四風”（亞六 5） 

  所指：全地，全世界 

意義：警示 

 蓋印 – 以色列十二支派 和 身穿白衣的各族各方的人 –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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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指：是屬於神的選民（啟十四 1） 

意義：對神忠心的餘民（結九 4-6） 

天上的敬拜：啟七 9-12 對應 啟五 9-13 

14000 * 12  144000 

舊約：數點人數是為了作戰，作戰年齡範圍的是童男（民一 3） 

  災前被提？“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啟七 14） 

（7）天上的寂靜（啟八 1） 

意義：肅靜可畏，大事將至 

 

二. 七號（啟八 2 - 十一 9）  

 1. 七號的預備 

  決定性的時刻：雷轟、大聲、閃電、地震（啟四 5，八 5，十一 19，十六 18-21） 

 2. “號”的毀滅特性 

  前四號 – 宇宙性的災難 

   （1）雹子與火攙著血（八 7） 

（2）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八 8-9） 

（3）江河的水變苦（八 10-11） 

（4）日月星辰黑暗（八 12） 

  毀滅的工具：火 

  毀滅的順序：物質動物人（前三號） 

  災禍的宣告：飛鷹“禍哉！禍哉！禍哉！” - 災害加重的信號 

（5）蝗蟲螫人（九 1-12） 

（6）馬軍殺人（九 13-21） 

  不信之人的反應：不悔改、拜偶像、行惡 

插曲：神子民的見證（十 1- 十一 14） 

大力的天使 

 樣貌/小書卷/七雷發聲 

 宣告：不再有時日了！ 

約翰吃小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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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甜  苦 

 小書卷的內容：不能確定 

 說關於人的預言 

丈量聖殿 

 聖所：實際的聖殿/教會 

 外院：不受保護 

 被踐踏：四十二個月/三年半/1260天（但七 25） 

兩位見證人 

 使命和權柄 

 橄欖樹/燈臺 

 先知 

 行神蹟 

（7）宣告神國降臨（十一 15-19） 

 

三．七碗（啟十五 1 - 十六 21） 

  類比出埃及的十災 

歷史的各時期：第 1-5碗 

   歷史終結時期：第 6-7碗 

1. 七碗的預備（啟十五 1-8） 

讚美： 

摩西的讚美 

  羔羊的讚美 

  神的公義審判 

 七位天使和七碗 

2. 七碗的實施（啟十六 1-21） 

（1）毒瘡（十六 2） 

（2）海水變成血（十六 3） 

（3）江河變成血（十六 4-7） 

（4）日頭用火烤人（十六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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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獸國的災難（十六 10-11） 

（6）伯拉大河水乾涸（十六 12） 

插曲：哈米吉多頓（十六 13-14） 

預備與神做最後的一戰（十九 17-21） 

（7）完全毀滅（十六 17-21） 

不信之人對七碗之災的反應：繼續對抗，不悔改 

 

課程大綱： 

NO 名稱 內容 

第一講 什麽是啟示 舊約和新約的啟示如何關聯 

第二講 啟示錄的思想和結構 啟示錄中的文學特點和解讀原則 

第三講 啟示錄 1-3章 序曲和拔摩島的異象 

第四講 啟示錄 4-5章 天庭的異象 

第五講 啟示錄 6-16章 七印七號七碗的異象 

第六講 啟示錄 12-15章 衝突的異象 

第七講 啟示錄 17-19章 巴比倫的異象 

第八講 啟示錄 19-21章 新耶路撒冷的異象 

第九講 啟示錄 22章和結語 從新天新地看整本聖經 

 

附錄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