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課 一樣的神兩種下場

啟示錄
10 秒後自動播放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畫面右上角
切換全螢幕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前後換片、暫停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第二十五課 一樣的神兩種下場

啟十四6 - 20

又有第三位天使接著他們，大聲說：
「若有人拜獸和獸像，在額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記，
10 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斟在神忿怒的杯中純一不雜。
他要在聖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火與硫磺之中受痛苦。
11 他受痛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
那些拜獸和獸像，受他名之印記的，
晝夜不得安寧。」
12 聖徒的忍耐就在此；他們是守神誡命和耶穌真道的。

09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飛在空中，
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
7 他大聲說：
「應當敬畏神，將榮耀歸給他！
因他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
應當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泉源的。」
8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著說：
「叫萬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
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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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
「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
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14 我又觀看，見有一片白雲，
雲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
頭上戴著金冠冕，手裡拿著快鐮刀。
15 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
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著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
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
16 那坐在雲上的，就把鐮刀扔在地上，
地上的莊稼就被收割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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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位天使從天上的殿中出來，
他也拿著快鐮刀。
18 又有一位天使從祭壇中出來，是有權柄管火的，
向拿著快鐮刀的大聲喊著說：
「伸出快鐮刀來，
收取地上葡萄樹的果子，
因為葡萄熟透了！」
19 那天使就把鐮刀扔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
20 那酒醡踹在城外，就有血從酒醡裡流出來，
高到馬的嚼環，遠有六百里。

17

神仍然是慈愛的，
只是人不一樣的反應，就有不一樣的結果
6 第一位天使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
8

第二位天使：「叫萬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
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

9

第三位天使：「若有人拜獸和獸像，在額上或在手上
受了印記，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斟在神忿怒的杯中純一不雜。
他要在火與硫磺之中受痛苦。」
先有慈愛、然後再有審判。

一樣的神兩種下場
這個原則在兩次快鐮刀也一樣
15 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

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
= 屬神的人被保護、被捲起來、被提
= 第一批被收割以後被保護
伸出快鐮刀來，收取地上葡萄樹的果子；
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
那酒醡踹在城外，就有血從酒醡裡流出來
裡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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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留下來這一些是受審判
¾ 第二批被收割的時候是被審判

一樣的神兩種下場
希伯來文一個字

拜訪 pakad 正好彰顯這個神學：
上帝拜訪人
¾ 對好人、對義人、對敬畏神的人來說，
那是喜樂，上帝拜訪他、感恩
¾對不敬畏神、做惡事、離棄神、遠離神、敗壞的人，
上帝拜訪他，絕對是壞事
舊約那鴻書記載末世上帝降臨人間的時候，
¾ 悔改歸向上帝羔羊的人，會蒙上帝的救贖
¾ 跟撒旦結合的，將遭受審判
審判的時候，上帝仍然是上帝，人卻有兩種下場！

一樣的神兩種下場
出埃及記就在彰顯這個神學主題：
上帝拜訪埃及的時候

一樣的神兩種下場
啟示錄更是明顯 ─ 七號跟七碗中間，插入七個奇特的預兆
1.

¾ 法老王的全國受災害
¾ 以色列有羔羊的緣故，
卻可以經過逾越節，
天使就飛過去
沒有羔羊的人，神的使者就進入行審判！
一樣的神、一樣的拜訪，
法老王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兩種百姓
有兩種下場。

‧上帝仍然是一樣憐恤

‧人卻有不同的下場 ‧三個反思

先給機會、先慈愛再有公義
廣的來看：七印 → 七號 → 七碗
災害比例：四分之一 → 三分之一 → 百分之百
¾ 上帝先把門打開，給人機會、警告，越警告越厲害
¾ 神在末世的屬性
先加溫、加溫，最後百分之百的加溫
¾ 更確定所有的人都聽到上帝的福音
¾ 先有十字架的救恩，最後末世再行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神永遠是慈愛、一樣的憐恤，
一直把門打開 ─ 雖然門越來越窄，
但是一直給你機會。
要審判，但每一個審判的地方都必然有救恩！

十二章

蛇跟婦人、男孩的衝突

2. 十三章 海獸
3. 變成地獸
4. 十四章 羔羊跟十四萬四千人，
在錫安山站立的讚美
5. 三位天使的傳道跟審判
6. 人子的鐮刀、收割跟審判
7. 十五章 唱摩西跟羔羊的歌
在闡述一個神學、舊約新約一直不變的原則 ─
神永遠是一位，人卻有不一樣的反應、就有不同的下場

‧上帝仍然是一樣憐恤

‧人卻有不同的下場 ‧三個反思

創世記三到十一章四大事件
1. 人得罪神墮落了，亞當夏娃被趕出伊甸園，
結果是死亡，人跟神斷絕關係；
上帝的恩典 ─ 女人的後裔要砸蛇的頭
2. 該隱殺了兄弟，得罪人，結果是流離飄盪；
上帝讓他額頭上有記號
3. 洪水，上帝的兒子隨便娶人的女子，
女子，
上帝就叫他們毀壞；
上帝救了挪亞一家
4. 人建了一個巴別塔，自高自大得罪神，
上帝叫他們語言變亂、分散全地；
上帝選召亞伯拉罕

‧上帝仍然是一樣憐恤

‧人卻有不同的下場 ‧三個反思

神是不變的神 ─ 舊約的神跟新約的神一樣
¾ 先有天使傳福音，再有巴比倫、拜獸的受審判
¾ 先有第一次大收割 ─ 給屬神的，然後再來行審判
¾ 出埃及記 ─ 上帝不是給法老王十次的機會嗎？
上帝一直是憐恤的、一直給人機會、滿心憐憫慈愛。
有審判的地方就有救恩、必有憐憫，一直在寬容等待，
讀啟示錄十四章就等於在讀浪子回頭的比喻：
那個父親在等待人歸回、
等待老二墮落再歸回。
上帝在審判之前，

十四6

‧人卻有不同的下場

‧人卻有不同的下場

‧三個反思

上帝憐憫法老王，給他十次的機會、一直寬容，
這樣罪大惡極，從人、一次應當可以審判，
但上帝給他們十次的機會。
法老王的心剛硬，最後長子被殺，
繼續追趕以色列人，
紅海的水淹沒了所有的追兵。
以色列人被救贖、保護、安慰、供應、雲柱火柱所光照。
= 逾越節之災以色列人安然渡過
= 過了紅海也是走乾地
= 有雲柱、火柱、嗎哪，
往西乃山平安的去朝見神
一樣的神，人卻有不同的下場！

總是一直給我們機會。

‧上帝仍然是一樣憐恤

‧上帝仍然是一樣憐恤

‧三個反思

永遠的福音要傳給各國、各族、各方、
各方、各民。

「各國各族各方各民」在啟示錄出現了七次
用自己的血從 … 中買了人來
從 … 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
十十11 你必指著 … 再說預言
十一90 從 … 中，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
十三70 把權柄賜給獸，制伏 …
十四60 永遠的福音要傳給 …
十七15 淫婦坐的眾水，就是 …
十五90
十七90

任何人都會聽到福音，人心如何決定將來的末世，
¾ 不同的下場，因為自己的心態、動機、不同的反應
¾ 上帝要你溫柔、等待、仰望、認罪、悔改 ─ 你不肯！
神仍然是一位，人因著本身對待神的態度，會有不同的下場。

‧上帝仍然是一樣憐恤

‧人卻有不同的下場

‧三個反思

在末世，都有機會聽到福音，神給萬國萬民的福音不聽。
8-11 第二位天使：「叫萬民喝邪淫、

大怒之酒的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
第三位天使：「若有人拜獸和獸像，
在額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記，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斟在神忿怒的杯中純一不雜。
他要在聖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與硫磺
硫磺之中受痛苦。
之中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
永永遠遠。
。」
¾ 自己墮落還叫別人去墮落
¾ 自己行邪淫亂還叫別人去行淫亂
¾ 自己不信靠神還叫別人去得罪神
¾ 做獸的像跟從獸，殺屬神的人、逼迫屬神的人！

‧上帝仍然是一樣憐恤

‧人卻有不同的下場

‧三個反思

同樣的鐮刀，第一批被收割
13 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上帝仍然是一樣憐恤 ‧人卻有不同的下場

1. 信徒在受苦中越需要永恆的眼光
12 聖徒的忍耐就在此；他們是守神誡命和耶穌真道的。

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

被巴比倫、被獸這些群類所逼迫，
你要帶著一個永恆的眼光，
可能受逼迫 ─ 死了，
結果做工的果效隨著。

聖徒可能受逼迫死了，
但死了以後得到安息。
第二批卻是行審判

14 人子頭上戴著金冠冕、手裡拿著快鐮刀的，要來收割。

11 他受痛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

那些拜獸和獸像，受他名之印記的，
晝夜不得安寧。

季節一到，主把你領回祂的懷中，保護你。
信徒在受苦、越需要把眼光抬高
¾ 看到人子要來迎接你了
¾ 才有辦法度過末世從惡者撒旦帶來的逼迫

拜獸跟巴比倫有勾結的人，
受死審判以後，被放在硫磺火湖裡。

‧上帝仍然是一樣憐恤 ‧人卻有不同的下場

‧三個反思

‧三個反思

2. 上帝的慈愛終有被關門的一天
¾ 從七印七號七碗、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¾ 先有第一位天使傳福音的好消息，
然後第二位第三位馬上就是行審判
¾ 先有好的收割再來就是行審判
上帝的機會不會永永遠遠，通通不會行審判的
3. 沒有人可以躲避快鐮刀的收割
第二批收割的時候有六百里，
希臘文 ─ 宇宙四方
全世界的人通通會被行審判
不要心存僥倖，趁今天回到主面前，
來仰望祂、悔改歸向祂永遠的福音。

禱告
天父，
謝謝你給我們慈愛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
在白色大寶座審判之前，
讓我們心向你敞開、
讓我們向你仰望、
讓我們遠離罪惡敗壞。
基督徒鼓勵基督徒，
更多的願意為主受苦，
讓你的福音藉著我們傳揚出去，
在你門沒有關之前，讓我們心向你敞開。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