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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二十 7 - 15
第三十六課第三十六課 最後的戰爭與審判最後的戰爭與審判

7 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裡被釋放，

8 出來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就是歌革和瑪各，

叫他們聚集爭戰。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

9 他們上來遍滿了全地，圍住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

就有火從天降下，燒滅了他們。

10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

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11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

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

啟二十 7 - 15

12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

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

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

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13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

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

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15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裡。

第三十六課第三十六課 最後的戰爭與審判最後的戰爭與審判 最後的戰爭與審判最後的戰爭與審判

以為世界會越來越好的人，讀啟示錄就會知道：

末世最後的戰爭跟審判是避免不了的，世界不會越來越好。

千禧年後派─ 耶穌是一千年之後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這些學者，認為世界會越來越好。

其中卡爾巴特，

炸彈炸到他後花園沒很遠的地方，

他醒悟過來：

我就不要在原來的自由派，以為 ─

人不犯罪、世界會越來越改造。

這派別已經被現在主流福音派、新約的學者唾棄了。



最後的戰爭與審判最後的戰爭與審判

時代派
不只是真的有一千年，猶太人還建聖殿。

問題是希伯來書獻祭的事情，

基督死裡復活已經代替了

耶穌成為羊羔，不需要再有獻祭

千禧年前派
耶穌一來了帶領進入千禧年

兩次肉體的復活，第一次復活的人進入千禧年掌權千禧年掌權

無千年派
耶穌第一次來、第二次來，中間這段時間叫教會時期

任何人信耶穌、靈裡復活投入教會，就進入那個一千年，

惡者在你生命裡面沒有掌權的能力

最後的戰爭與審判最後的戰爭與審判

四個派別中，比較接受的是 ─

千禧年前派、無千禧年，而且已經越來越近，

千禧年前派慢慢能接受無千年派的一些優點

無千年派能夠接受千禧年前派的看法

願意接受猶太人 ─ 時代派所關心的是猶太人

過了一千年，最後的戰爭而且是審判，

末世必然才有真正的公義

有一個真正的王要掌權

世界上列國想聚集來打擊萬王之王，

結果白色大寶座的審判、硫磺火湖、第二次的死，

沒有在生命冊上的，就被扔在火湖裡。

最後的戰爭與審判最後的戰爭與審判

二十11 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

你要面對永生神，因為這是最後的戰爭！

這樣的真理，舊約有、新約也有 ─

彼得後書、猶大書都記載

「末世都有一些好譏誚的人，

他們拒絕上帝的王權、拒絕上帝的審判」

之後，二十一章進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那邊只有讚美、感恩、生命樹、生命河、生命糧生命糧，

歡歡喜喜與主同在。

之前，最後的審判、白色大寶座、歌革跟瑪各，

在說明最後的戰爭跟審判，

來結束人間所有的罪惡跟敗壞。

‧最後審判前的戰爭是致命的‧最後戰爭後的審判是永恆的 ‧上帝的屬性

最後審判，在白色大寶座十一節之前、

七到十節的戰爭 ─ 是致命的，

地上的四方列國都會捲進去！

人類一犯了罪，就立即有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兄弟互相殘殺 ─

該隱殺了亞伯。

其實全世界都是親戚，都是亞當的後裔；

不管白種人、黑種人、黃種人，

天下為公、四海之內皆兄弟。

但是人一犯罪一墮落，就會有世界大戰，

該隱殺了亞伯，「第一次世界大戰」

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最後審判前的戰爭是致命的‧最後戰爭後的審判是永恆的 ‧上帝的屬性

從以西結書出現的 ─ 有非常強烈的猶太色彩，

當時是指著仇敵的地點

約翰把它轉化從地點改成邦國的名字，

轉化成會捲入最後戰爭的邦國

世界上列國通通給仇敵、給撒但操作迷惑，

就進入最後的爭戰，爭戰的對象是上帝。

啟示錄裡「世界大戰」更徹底了，是致命的。

8-9 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

他們上來遍滿了全地，圍住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

7-8 撒但必從監牢裡被釋放，

出來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就是歌革和瑪各。

‧最後審判前的戰爭是致命的‧最後戰爭後的審判是永恆的 ‧上帝的屬性

9 就有火從天降下，燒滅了他們。

列王紀下第一章，以利亞一講話火就燒下來，

燒死下面五十個人，而且以利亞講兩次；

第三次要講的時候，下面的人求饒。

上帝審判的時候，除非你求饒、悔改、更新，

除非你說：「主啊！我錯了。」

否則火就要下來燒滅了他們，上帝不留憐恤的。

這世界是握在惡者手中、也握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審判惡者，是有次序、有的步驟的，

十二章 龍古蛇撒旦迷惑人的，變成海獸、陸獸，

十九章 被丟到硫磺火湖裡面

頭頭魔鬼，二十章千禧年之後，被扔在硫磺火湖

‧最後審判前的戰爭是致命的‧最後戰爭後的審判是永恆的 ‧上帝的屬性

11-12 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

死了的人都憑著案卷所記載的，

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早早回到神那裡去、跟惡者脫離、離開假先知，

早早以為世界上的政權可以保護你 ─ 斷掉這個夢吧！

假先知、被魔鬼所唆使、利用捆綁的人，

在硫磺火湖裡，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你就發覺 ─ 你找不到任何避難的地方，

你已經進入一個永死的境界。

人想用自已的影子來蔭蔽自已的身子，是絕對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你需要基督來遮蓋你，

靈界、魔鬼、人間宗教，在末世不能保護你。

‧最後審判前的戰爭是致命的‧最後戰爭後的審判是永恆的‧上帝的屬性

聖經講：人必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不能躲避上帝；

啟示錄沒有提到的一個問題 ─被提，

腓立比書：「保羅信主死了之後，離開身體」

天主教講煉獄，

後面子孫、活著的人，交贖罪券、積功德，

可以讓祖宗從煉獄能夠超渡

人間宗教，用死人來賺活人的錢，

死了以後在陰間，

子孫交錢七七法會、灌頂，可以把死的人超生

子孫如何做，沒有機會、不可能

死後，基督徒屬神的人與主同在

沒有歸向神的結果 ─ 審判是永恆的



‧最後審判前的戰爭是致命的‧最後戰爭後的審判是永恆的‧上帝的屬性

11-12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

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

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

聖潔，國度權柄榮耀在上帝手中

無論老少、男女、
種族、貧賤富貴

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你的心思意念祂都知道。

屬神的人

沒有屬神的人

12 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照所行的受審判。

15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被扔在火湖裡。

‧最後審判前的戰爭是致命的 ‧最後戰爭後的審判是永恆的‧上帝的屬性

掌權
撒但如果不是上帝允許，

不會從監牢被釋放出來。

二十3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牠。

人間的歷史不在君王、不在惡者手中，在上帝手中！

慈愛

9 他們上來遍滿了全地，

圍住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

就有火從天降下，燒滅了他們。

上帝是慈愛的神，
會保護愛祂的百姓

祂行審判行公義

‧最後審判前的戰爭是致命的 ‧最後戰爭後的審判是永恆的‧上帝的屬性

第二章、第三章，

第四章、第五章寶座
第六章 世界上很多災難、七印過程中

第七章 浮現一個寶座
十七、十八章 大淫婦巴比倫

十九章寶座上萬王之王出現

二十章白色大寶座

上帝最後是掌權、祂最後要行審判，而且是永恆的。

寶座 throne
你如果在看地上的時候，馬上一兩章之後，

就會一個寶座在上面，

讓在地上的人、看到天上的神的寶座。

‧最後審判前的戰爭是致命的 ‧最後戰爭後的審判是永恆的‧上帝的屬性

審判
1. 每一個人都要面對上帝的審判，

逃不掉、沒有一個可以例外…
沒有任何依靠、躲藏的地方

2. 審判的原則是按個人所行的，

從聖經的律法、上帝的標準一衡量，

記錄你所做的事情，被審判的人沒有一個人叫冤枉

3. 名字沒有被記在生命冊上的，

會扔到硫磺火湖 ─ 聖經的地獄

4. 會有第二次的死

基督徒有一次死

沒有信耶穌、跟神兒子的生命沒有關係的人，

會有兩次死，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最後的戰爭與審判最後的戰爭與審判

1. 在末世為主受逼迫的人，忍耐到底終必得救

沒有什麼危險可以叫你懼怕；

沒有什麼重擔你不能靠主擔負；

沒有什麼環境你不能歌唱。

2. 拒絕上帝，會有永恆可憐的居所 ─硫磺火湖
Sin is man saying to God throughout his life

罪是人終其一生對上帝說
Go away and leave me alone

離我遠遠的不要管我
Hell is God's final saying to man

地獄是上帝對人最後的回答
You may have your wish 你可以如此如願啦！

最後的戰爭與審判最後的戰爭與審判

3. 人生是一條往兩次死亡前的不歸路

李斯特作曲家在他的交響詩

「從搖籃到墳墓」的「死亡前奏曲」

人生，就好像一連串往死亡前的列車前奏曲。

4. 想脫離二次死亡的人，

需要在第一次死之前做不一樣的選擇

需要信靠耶穌，只有耶穌才能救你

需要認識那個萬王之王

基督的寶血仍然開著門，等你進來！

禱告禱告
天父，幫助我們

在最後審判、最後戰爭之前，回到你面前，

知道我們錯了！

我們需要你的寶血遮蓋、

我們願意來歸向你。

求你憐憫我們這個時候把心門打開來，

來讓耶穌成為他的救主；

聽我們禱告，

免得我們有二次死、有永遠的審判，

謝謝耶穌門開著，我們願意進來。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