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題文章

從啟示錄看末日
嚴峻的災難
賴若瀚

引言

社會則早已解體，大都會的高樓大廈成了一座又一

根據2007年9月19日法新社報導，美國內

座的城市墓碑，人群四處流蕩，人人為了一瓢水、

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一位議員錢伯斯(Ernie

一勺食，不惜大肆殺戮；道德早成了失業的小丑，

Chambers)，於同月14日向當地法院提出一宗訴訟，

歡樂與憐憫是早被遺忘的情懷。』」2

要求針對「最終裁決者──神」來作出判決。因為

創造宇宙萬物的神是否應為這些災難負起

祂「引發恐怖洪水、驚人地震、可怕颶風、駭人龍

最終的責任呢？福音派神學中，有所謂「神命

捲風、致命瘟疫，以及其他種種災害」。他請求法

定的旨意」(prescribed will) 及「神允許的旨意」

院「發佈永久禁制令，下令被告停止以上有害的活

(permissive will) 的區分。「神命定的旨意」表明神

動以及製造恐怖威脅」，以免無數民眾再受影響。

是事情的第一因，「神允許的旨意」則表明神並非

由於神是無所不在的，故當地的道格拉斯郡

第一因；但二者結果都會成就「神最終極的旨意」

(Douglas)地方法院對此案擁有管轄權；再者，祂也

(sovereign will)。我們可以說，這些審判性的災

無所不知，所以法院毋須針對這宗起訴案件對祂發

難，是在「神允許的旨意」下臨到世界，引進歷史

出傳票。錢伯斯後來答覆地方媒體的訪問時說，他

的終局。而最能清楚刻畫出這些災難的目的與情況

提出這項訴訟，是為了凸顯近年美國各級法院出現

的，莫過於聖經最後的一卷──啟示錄。

許多無聊訴訟的現象。 但無論如何，災難愈來愈

講解啟示錄最普遍的方式是逐章逐節進行，每

頻繁，災情愈來愈嚴重，確是我們身處的世界的寫

一章一講，用22堂方可完成；對於主日講壇來說，

照。

可算十分冗長。另一種則用重點式講解，先用6至7

1

楊牧谷牧師曾說：「中國與荷里活描寫的世界

堂講「啟示錄中無比的基督」，分題包括：「榮耀

末日都是很相近的：『天空灰濛濛，地上荒場處

無比的基督」(第一章)、「教會的元首基督」(第二

處，能源枯竭，水源染污，惡病流行，貿易停頓，

至三章)、「被殺的羔羊基督」(第五章)，以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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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君王基督」(第十九章)。接著可用3至4堂講

二、羔羊開啟七印，揭示世界終局

「啟示錄中善惡之爭」，闡釋啟示錄中間的審判與

啟示錄第五章可稱為「羔羊章」，它接續第四

災難部分(啟六至十八章)。最後用3堂講「榮耀的終

章父神的寶座，四周有四活物與24位長老。約翰又

局」，處理啟示錄第二十至二十二章，作為結論。

看見父神右手拿著書卷，書卷「裏外都寫著字」。

三個系列共需用12至14堂，又在系列之間可轉換其

古時候的皮卷有一面難以書寫，因此書卷很少裏外

他的講題，稍作區隔，讓會眾稍有喘息的機會。

兩面都寫上字。「裏外都寫著字」，且用七印嚴嚴

本文主要論述啟示錄中間「大災難──善惡之
爭」的部分，以七點敘述如下：

一、災難來臨前夕，看見天上寶座
啟示錄第四章可稱為「寶座章」。約翰在仍未
描述將來事情發生之先，先在異象中看見天上父神
的寶座(啟四1-2)。「寶座」一詞，在啟示錄中出現
至少39次，其中三次是「有聲音從寶座出來」。
斯托得(John Stott，或譯司徒德)用「七個介
詞」說明啟示錄第四章中神寶座的中心性。 3 有一
位坐在寶座「上」(3節)，是父神；「環繞」著寶座
的是一道彩虹，好像綠寶石(3節)，提醒神恩典之約
(參創九8-17)；在寶座「四周」有24個寶座(4節)，
坐著24位長老，代表舊約12支派領袖以及新約的12
位使徒；從寶座「中」發出閃電、轟隆的雷聲(5節
上)，讓人想起西奈山的啟示；在寶座「前」有7盞
點著的燈(5節下)，是神的七靈；在寶座「前」有一
個廣闊的空間，好像玻璃海(6節上)，指出神的超越
與神聖不可侵犯；在寶座「中央」與「四周」(某種
形式的內圈)有四活物(6節下)，他們遍體都滿了眼
睛，晝夜不停地讚美至高偉大的神。24位長老也加
入在其中，一同宣告神配受敬拜，因為萬物按祂的
旨意被造(9-11節)。
神在異象中讓人先看見榮耀的寶座，又在啟示

密封，表明信息十分重要。這書卷的內容在啟示錄
十章7節可見端倪：「但在第七位天使吹號發聲的
時候，神的奧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傳給他僕人眾
先知的佳音。」它明顯記述有關神的奧秘，是歷世
歷代的人想要瞭解卻無法參透的。
誰配展開這七印嚴封的書卷呢？惟有那位曾被
殺的羔羊──神救贖計劃的成全者耶穌基督。只有
祂，配為世人開啟神末世啟示的奧秘，且配受一切
受造物的敬拜與尊崇。「羔羊」在啟示錄中出現
29次；除了一次用來形容從地中上來的獸(啟十三
11)，其餘28次都指向耶穌，是啟示錄中十分重要的
鑰詞。啟示錄使用的「羔羊」(άρυίον)一詞，也與
新約其他書卷所用的「羔羊」不同。
這「羔羊」站在寶座當中，「像是被殺過的」
(6節)，但現在又活了，明顯地指向耶穌的死與復
活。主耶穌唯一帶回天上的人為東西，就是手腳上
被釘的傷痕。啟示錄記述的一切，都建基於十字架
的救贖(參五9)。沒有十字架，就沒有揭開神啟示之
奧秘的鑰匙。
在啟示錄中，「神的寶座」與「神的羔羊」貫
通全書。四章1節至二十二章5節所記述的事，都
從「神的寶座」發出，而由「神的羔羊」執行。顯
然，羔羊開啟書卷的第一印後，新的啟示就藉著每
一印、每一號與每一碗的開啟，不斷臨到地上。

錄結束時展示永恆的國度與新天新地，是具匠心
的設計。這種三明治式的結構，將大災難涵蓋在中

三、災難接踵而來，七印七號七碗

間，表明地上君王的寶座有一天將會成為過去，神

啟示錄中有三個連續性的災難──七印災、七

在一切逆境中仍然坐在寶座上為王，掌管地上的一

號災與七碗災，它們重疊地出現：第七印的內容涵

切。這信息對於當時正在受逼迫的信徒來說，是一

蓋七號；第七號的內容又涵蓋七碗。

種深刻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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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七印災的前六印逐一被揭開(參六1-2、3-4、
5-6、7-8、9-11、12-17)，一個個的災難就連續臨

戰況慘烈，摧毀了所有現代化設備，使人回到石器
時代般的生活。」

到地上。在第七印還未揭開之先，約翰看見有十四

愛因斯坦想像現今世代人類戰爭所造成可怕的

萬四千以色列人(每支派一萬二千人)，他們接受神

摧毀；但啟示錄所論述的是神的審判。相信經過七

的印，是以色列的餘種，在地上為神作見證。可見

碗災之後，留在地上的人類，差不多要回到石器時

在災難中仍有福音被傳開，人們仍有悔改得救的機

代了。

會。另外，還有無數身穿白衣，從各國、各族、各
民、各方前來的人，他們顯然是教會信徒，神已擦
去他們一切眼淚，使他們不用經歷地上大災難之
苦。

四、災難是為管教，盼引導人悔改
末日的大災難是神的審判，是在基督再來前的
七年期間。那時敵基督(大罪人)將橫行於世，神藉

第七印被揭開的時候(八1-2)，立即引發七號

著空前的災難臨到地上，給未信的猶太人以及所有

災的第二輪災難。在前六災(八6-7、8-9、10-11、

不信的人一個管教的時段。在大災難結束之後，耶

12-13，八13－九12，九13-21)結束之後，在七號

穌基督要親自回來，在地上設立千年國度。

災與七碗災之間加入兩幕景象：天使展開又封住書

神施行的審判全然公義，目的是要叫人悔改，

卷(十1-11)，以及兩個見證人見證基督的再臨(十一

歸向真神。然而，在災難的煎熬中，大部分的人不

1-14)。

單不肯悔改，反而變本加厲，更褻瀆真神(啟九20-

當第七號災的號角吹響(十一15-18)，第七位天
使宣告神國度得勝的信息(啟十一15)。然後，再插

21，十六9、11、21)。只有一小部分人因為恐懼而
歸榮耀給神(啟十一13)。

入四幕(十二1－十五8)，包括：婦人與龍爭戰(十二

1741年，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有一篇著

1-17)、兩隻怪獸出現(十三1-18)、天上的新歌與鐮刀

名而震撼人心的講章「罪人在忿怒的神手中」，繪

的收割(十四1-20)以及天上得勝的聲音(十五1-8)。

形繪聲地描述不信主者最後的光景。茲引述其中一

第七號最後引進最厲害的七碗災(十六1-2、3、

段：「你們現在所聽到的，正是那些離開基督之人

4-7、8-9、10-11、12-16、17-21)，這些空前絕後的

的情形：那苦惱的世界──硫磺的火湖，現在正延

災難，接二連三地來臨。正如耶穌所說：「……從

伸臨到你身上，在那裏有神忿怒烈焰的火坑，地獄

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

的門正大大的敞開，你無處立足，亦沒有甚麼可以

沒有。」(太二十四21)

攀附的。你與地獄的中間，除了空氣，沒有別的。

七碗災結束了神對地上的審判(十五1)。在一輪
又一輪的審判過程中，災難不斷地升級，直到人無
法繼續承受為止。

但神的大能可以將你托住。」4
然而，今日許多人只看見自己的能力，誤以為
人定可以勝天，眼看著自己或世界走到盡頭，還不

曾有人問愛因斯坦，第三次大戰將會用甚麼樣

願意轉眼仰望主。因為許多人不信神，不是由於有

的武器。愛氏回答：「第三次世界大戰用甚麼武

充分的理由去推翻神的可信，而是因為人心底裏希

器我不知道，但第四次世界大戰所用的武器我卻知

望這個世界沒有神，那麼，他們就可以任意行事、

道。……第四次世界大戰所用的武器，是回復到石

隨便犯罪。但啟示錄告訴我們，他們最終必將後

器時代用石頭和木頭來製造，因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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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上災難，天上讚美，交替出現

六、撒但勢力雖猛，不敵神的權能

使徒約翰描述這些災難，到了關鍵的時刻，讓

在大災難最後階段，撒但奮力作最後垂死的掙

人看見天上情景與地上災難交替出現。約翰採用

扎，那時，敵基督將橫行於世，迷惑眾人，吸引人

現代電影的手法，用兩個畫面表達出兩種布局與場

敬拜獸像(十三13-14，十四9、11，十六2)；這是進

景，互相襯托，勉勵信徒用屬靈眼光來看地上的際

入兩個國度爭戰最激烈的時刻。然而，啟示錄第十

遇，藉著屬天的盼望度過今世艱難的時刻。

九章告訴我們，耶穌基督要以王者的身份，率領天

啟示錄中的天上幕景，常見受造物發出敬拜與
讚美，對象都集中在父神與羔羊身上：歸與坐寶座

使與天軍同來，要顯露罪惡、審判罪人，全數瓦解
撒但的勢力。

的(四9)，歸與主神(四11)，歸與曾被殺的羔羊(五

筆者年青時讀過一本歷史小說，印象深刻，到

12)，歸與坐寶座的和羔羊(五13)，歸與坐寶座的與

現在還記得書名與作者。整本小說情節緊湊，扣

羔羊(七10)，歸與昔在今在的主神(十一17)。

人心弦，但讀畢的一刻，卻十分氣憤地將它摔在桌

在敬拜與讚美中，多次出現美妙的歌聲(四

上，因為我對故事悲劇性的結局感到失望。筆者原

8-11，六9-14，七10-12，十一15-18，十五3-4，十

來盼望有情人終成眷屬，而收場竟是主角從橋上跳

六5-7；十九1-6哈利路亞大合唱)。為甚麼在大災難

河自盡。相信不少人讀小說時像筆者一樣，希望有

的同時，會有那麼多歌唱的時刻呢？相信這些受造

一個圓滿的結局；然而，現實生活卻不常常這樣。

物(包括信徒在內)歌頌救贖奇工，更證明神的審判

有些小說忠實地描繪生活的悲劇，但人們卻無法接

是嚴正且公義。

受。
在神的永恆計劃與整個歷史進展中，聖經已明
確地告訴我們，這場善惡之爭，最終得勝者是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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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而所有真正屬於主的信徒都包括在得勝的團

校園時看見一名校工，坐在角落看書，等待球賽結

隊中。因為在眾天軍之中有穿細麻衣的聖徒(十九

束後開始打掃。

8)，是妝飾整齊的新婦，預備參加羔羊的婚宴。正

牧師問他說：「你在讀甚麼呢？」

正說明了「在世間是山窮水盡，在主裏卻柳暗花

「聖經。」

明」。

「讀的是那一卷？」
「啟示錄。」

七、災難結束，成全救贖，天地更新
耶穌在橄欖山上講論末日情況時，說明各種天

「你明白嗎？」
「明白！」

災人禍將會接踵而至：「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太

「那這卷書在說甚麼呢？」

二十四8)「災難」原文作「生產之難」，可稱之為

「噢！很簡單，耶穌必定得勝(Jesus gonna

彌賽亞出現前的痛苦。用婦人「生產」的痛苦來形
容耶穌基督來臨，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因為它是人
間最深切的一種疼痛；它的痛楚會逐漸劇增；它最
終會將新生命帶進新的世界。
在新的世界將要來臨之先，正如產婦的陣痛會
逐漸加劇，痛楚會達到頂點。這時，彌賽亞將從天
降臨，滅絕一切仇敵(啟十九11-18；參亞十二1-9，
十四1-4)，並建立地上的國度，迎接新天地的來

win)！」
之後，這位牧師告訴許多人，那是他聽過對啟
示錄最簡單、最直接、又最準確的詮釋。
註釋：

1. 法新社華盛頓2007年9月20日，記者陳昶佑報導。瀏覽
於2012年7月21日。
2. 楊牧谷著《終極的序幕：榮耀大寶座——解讀啟示錄
第四章》(香港：更新資源，2001)，頁2。

臨。

3. 斯托得著，李望遠譯《無與倫比的基督》(台北：校園
書房出版社，2003)，頁232。

結語

4. 愛德華茲：〈罪人在忿怒的神手中〉，取自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 網頁 http://www.ccel.org/
ccel/edwards/sermons.sinners.html ；下載日期：
2015年3月4日。

今日這個世界是坐落在一座隨時會爆發的活火
山之上，災難也隨時會爆發，但屬主的人可以放
心，因為耶穌基督是得勝的君王。
一位美國牧師到兒子的中學觀看球賽。他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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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聖言資源中心創辦人及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