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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第九章

1 第五位天使吹號，我就看見一個星從天落到地上，

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它。

2 它開了無底坑，便有煙從坑裡往上冒，

好像大火爐的煙；日頭和天空都因這煙昏暗了。

3 有蝗蟲從煙中出來，飛到地上；

有能力賜給牠們，好像地上蠍子的能力一樣，

4 並且吩咐牠們說，不可傷害地上的草和各樣青物，

並一切樹木，惟獨要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

5 但不許蝗蟲害死他們，

只叫他們受痛苦五個月。

這痛苦就像蠍子螫人的痛苦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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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第九章

6 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決不得死；

願意死，死卻遠避他們。

7 蝗蟲的形狀，好像預備出戰的馬一樣，

頭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臉面好像男人的臉面，

8 頭髮像女人的頭髮，牙齒像獅子的牙齒。

9 胸前有甲，好像鐵甲。

牠們翅膀的聲音，好像許多車馬奔跑上陣的聲音。

10 有尾巴像蠍子，尾巴上的毒鉤能傷人五個月。

11 有無底坑的使者作牠們的王，

按著希伯來話，名叫亞巴頓，

希臘話，名叫亞玻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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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一樣災禍過去了，還有兩樣災禍要來。

13 第六位天使吹號，

我就聽見有聲音從神面前金壇的四角出來，

14 吩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說：

「把那捆綁在伯拉大河的四個使者釋放了。」

15 那四個使者就被釋放；他們原是預備好了，

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要殺人的三分之一。

16 馬軍有二萬萬；他們的數目我聽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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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第九章

17 我在異象中看見那些馬和騎馬的，

騎馬的胸前有甲如火，與紫瑪瑙並硫磺。

馬的頭好像獅子頭，有火、有煙、有硫磺從馬的口中出來。

18 口中所出來的火與煙並硫磺，這三樣災殺了人的三分之一。

19 這馬的能力是在口裡和尾巴上；

因這尾巴像蛇，並且有頭用以害人。

20 其餘未曾被這些災所殺的人仍舊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

還是去拜鬼魔和那些

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走，

金、銀、銅、木、石的偶像，

21 又不悔改他們那些

兇殺、邪術、姦淫、偷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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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最後，三次禍災、禍災、禍災，

其中兩個就是第五號、第六號。

真正的禍是從天上來的：

第五號 ─ 有一個星從天落到地上

第六號 ─ 上帝面前金壇的四個角，吩咐第六號天使說：

把捆綁在伯拉大河的四個使者釋放以後，才有大災害

真正可怕的災害不是人間來的，

正如啟示錄所說：

不是前面四印

─ 人間罪惡的災害起頭

最該懼怕的，回到舊約去思考

─天上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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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第一次用水來審判人，

審判的對象是終日思想的都是惡的時代

所用的方式 ─ 大淵的泉源裂開、

天上的窗戶敞開，

四十晝夜降大雨在地上

創世記十九章

創世記第七章

水、火從天上下來，這樣的審判在說明

─ 末世真正的災害，往往是從天上來的。

羅得在所多瑪城，

天火把全城都燒了、他的太太變成鹽柱，

降下硫磺與火把所多瑪、蛾摩拉毀滅。

亞伯拉罕清晨起來看，

所多瑪城有從地上燃燒的煙一直往上騰，像燒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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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二一25-26 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

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慌慌不定。

天勢都要震動，

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

讀這一段的時候，心裡面帶一個憐恤的心，

求主憐憫的心、一個感動的心、一個禱告的心來讀它，

來瞭解末世的災害那種可憐、可怕、荒涼，

新約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馬可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都在記載真正禍害 ─ 是從天上來的。

因此你會戰戰兢兢、希望生命悔改，也希望帶更多人歸向神！



‧天災難逃‧連續天災更難逃 ‧天災可以逃

可能是那無底坑的石子

天災會真正臨到，
因為天上的神賜權柄、賜時間 進入五個月

黑暗時期

九1-2 我就看見一個星從天落到地上，

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它。

它開了無底坑，便有煙從坑裡往上冒，

好像大火爐的煙；日頭和天空都因這煙昏暗了。

約珥書就用「蝗蟲之災」
記載末世耶和華的軍隊像蝗蟲一樣

九3-10 有能力賜給牠們，好像地上蠍子的能力一樣，

要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叫他們受痛苦五個月。

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決不得死；

願意死，死卻遠避他們。

‧天災難逃‧連續天災更難逃 ‧天災可以逃

蝗蟲的形狀，好像預備出戰的馬一樣，頭上戴的好像金冠冕，

臉面好像男人的臉面，頭髮像女人的頭髮。

聲音好像許多車馬奔跑上陣的聲音。

尾巴像蠍子，尾巴上的毒鉤能傷人五個月。

「五個月」約翰用幾個角度 ─ 蝗蟲在世上只能活五個月只能活五個月

有神的印記的人才不受傷害，否則天災非常難逃！

沒有神印記的人

‧天災難逃‧連續天災更難逃 ‧天災可以逃

背後其實是有靈界，

有黑暗的使者從天上墜落，就來迷惑人，

藉著拜太陽神、月亮、星星、所有的被造之物，

都可能有邪靈在背後捆綁著！

從第五號會發覺，

無底坑所出來的黑煙、蝗蟲、使者，

會用被造之物來捆綁人。

九11 有無底坑的使者作牠們的王，

按著希伯來話，名叫亞巴頓，

希臘話，名叫亞玻倫。

毀壞者

亞波羅 ─ 太陽神

‧天災難逃‧連續天災更難逃 ‧天災可以逃

以台灣的乩童為例

乩童拿刀砍自己的身體，

開使發作的時候喝點酒，

之後要吃補的東西 ─ 因為流很多血。

惡者讓乩童用刀砍自己的背，

發作的時候邪靈捆綁他。

目的是為了讓人找不到真神的時候…
就會問乩童，

邪靈是藉著乩童捆在身上來傷害他自己。

會仿造祖先的聲音，

因為他是無底坑的使者！



‧天災難逃‧連續天災更難逃 ‧天災可以逃

邪靈從聖經的角度來看是沒有肉體的，

附在動物 ─ 包括豬、人身上。

因為沒有肉體，滅亡時間 ─

從墮落開始到上帝審判它們，

這段時間是活著的！

邪靈比我們活的久，

仿造祖先的聲音、筆跡，在符上寫字；

以為那是祖先化靈對你說話，

其實是邪靈藉著乩童，把祖先的記憶寫出來

以為真是祖先的化身，

其實正好上了亞巴頓、亞玻倫背後邪靈的當

‧天災難逃‧連續天災更難逃 ‧天災可以逃

沒有上帝印記的人會被捆綁，

像乩童一樣，求死都不得、死都遠避；

越交鬼的人就會越拜他，就越痛苦，

捆綁到一個地步 ─走不出來。

非常難躲避啊！

從天落下來無底坑的使者來捆綁人。

所有被造之物，不管是太陽、是祖先，

不管是廟裡面石頭、木頭所刻的，

通通不要去拜它，因為背後有邪靈。

沒有神印記的人無從躲避，

殺害者會來挾制你。

天災難逃，除非你有上帝印記。

‧天災難逃‧連續天災更難逃‧天災可以逃

第六號─ 第二個禍災 九13-16

看到上帝的主權 ─

上帝允許這四個使者被釋放才能釋放，

時間表在上帝手中

沒有上帝印記的人，四個使者一釋放，

地上的人要死掉三分之一

第六位天使吹號，

我就聽見有聲音從神面前金壇的四角出來，

吩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說：

「把那捆綁在伯拉大河的四個使者釋放了。」

他們有馬車兩萬萬 ─ 無數的意思，

「千千萬萬」在啟示錄的意思是無數

‧天災難逃‧連續天災更難逃‧天災可以逃

伯拉大河 (幼發拉底河) 長一千八百哩

西亞洲最長的河流

大衛王朝的東界 約書亞記一4

羅馬帝國的東界

曾在伯拉大河被打敗過三次

士兵三分之一在那個地方被殺

三三分之一、伯拉大河，提醒讀者：

羅馬帝國當時最大的帝國，

末世連續天災，也沒有躲藏的地方！

四分之一現在增加到三分之一，

天災難逃，而且一災一災…

伯
拉
大
河



‧天災難逃‧連續天災更難逃‧天災可以逃

第五號 ─ 星從天墜落到無底坑

第六號 ─ 伯拉大河四個使者釋放出來

九17-18 那些騎馬的，騎馬的胸前有甲如火，與紫瑪瑙並硫磺。

馬的頭好像獅子頭，有火、有煙、有硫磺從馬的口中出來。

口中所出來的火與煙並硫磺，這三樣災殺了人的三分之一。

四個使者被釋放以後，

要傷害沒有印記、不肯悔改的人；

上帝一再一再的給機會，

但是這些人繼續不願意來聽從神。

就是要給這些人悔改的機會。

天災不只是難逃，連續的天災恐怕很難躲避！

‧天災難逃‧連續天災更難逃‧天災可以逃

華人教會敬拜的態度、敬拜的神學

如果沒有真神的印記 ─

九20 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走，

金、銀、銅、木、石的偶像。

拜關公為例…

拜被造之物，不要忘了背後有邪靈、鬼魔，

社會會變成有兇殺、邪術、姦淫、偷盜！

‧天災難逃‧連續天災更難逃‧天災可以逃

不敬拜真神，會有很多問題

1. 十誡後面的六誡通通守不了

會欺騙、不孝順父母、姦淫、色情、

會有敗壞、為錢的緣故殺人…
災害的過程中，人如果不敬拜真神 ─

就開始被一個一個災害捲進去！

2. 沒有真神的情況，邪靈會進來

拜木頭、石頭、祖先，邪靈仿造我們的先聖先賢，

用它背後捆綁我們。

最後結果是拜鬼魔、是捆綁你。

沒有真正無神論，你如果不是拜真神，

靈界容易攪擾你，社會只有越來越亂！

‧天災難逃‧連續天災更難逃‧天災可以逃

華人 ─ 特別台灣的社會就是如此

有儒家的背景 ─

敬鬼神而遠之，徹底的人本主義，

結果二十一世紀

儒家的人本主義沒有辦法給台灣社會穩定，

離婚率增高、殘殺、社會混亂…
就把所有靈界、宗教都引進來，

此時如果沒有真神的話，邪靈會進來！

邪靈藉著石頭、木頭…、

各式各樣的宗教來迷惑人，背後有鬼魔。

這就是為什麼「太陽神背後有亞巴頓毀壞者來控制人制人」」

連續的天災 ─ 非常難逃！



‧天災難逃 ‧連續天災更難逃‧天災可以逃

1. 你需要上帝的印記

弗一13 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沒有聖靈的人，惡者容易攻擊；

邪靈要攻擊你、捆綁你，除非你有耶穌。

接受耶穌，

聖靈就住到你心裡、

惡者不能攪擾你。

福音書耶穌趕鬼，

耶穌有權柄叫惡者離開；開；

基督徒信耶穌的人─ 邪靈怕他！

‧天災難逃 ‧連續天災更難逃‧天災可以逃

2. 你要有勇氣歸向真神 ─ 要有印記、要拒絕鬼魔

上帝時間表有限，

發覺時間不多的時候，

趕快有上帝的印記

─ 來遮蓋你、幫助你。

要有勇氣 ─勇氣悔改

拒絕看起來尊敬祖宗、文化的敬拜，

那些背後有邪靈

要學習只要拜真神

不要以為所有的神都拜，總會拜到一個對的，一個對的，

其實拜到很多鬼魔，侵蝕、挾制你

‧天災難逃 ‧連續天災更難逃‧天災可以逃

畫出心目中的英雄

你需要悔改，趁天災難逃、禍從天降之前，

回到主面前，跟天上的神認罪；

讓聖靈住到你心裡面成為印記，

可以幫助你度過難逃的天災。

禱告禱告
天父，

把那個悔改的心賜給我們，

讓我們瞭解，整個人間所拜宗教

背後有邪靈鬼魔在捆綁人。

讓我們華人的社會早早回到真神面前，

拒絕所有人造的偶像；

讓我們生命改變、社會改變。

給我們有勇氣來面對你，

知道你接納我們的過犯，

赦免我們的罪。

祈求感恩，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