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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不会永远是您的
启十六1-10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主神 ─全能者啊，
你的判断义哉！诚哉！」
8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
9 人被大热所烤，
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
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
10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
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11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
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
7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 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
「你们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2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
生在那些有兽印记 拜兽像的 身
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
3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
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4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
水就变成血了。
5 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
「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6 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
这是他们所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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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完全在你的掌握当中
 十五章 七个天使要从神那里
拿七个愤怒的金碗，要倒在地上
倒在地上
 十六章 就有七碗
 十七章 大淫妇败落
 十八章 巴比伦倾倒
都在谈审判、而且是百分之百、没有间隙，
到最后末世是密集 可怕 严重 没有保留！
到最后末世是密集、可怕、严重、没有保留！
从十六章的启示录一个不变的原则：
 趁今天，明天不会永远是您的
 趁今天，回到十字架面前、
回到基督羔羊，让他成为你的避难所

明天不会永远是您的
人类可怜的地方 ─ 今朝有酒今朝醉，没有永恒观。
丹麦神学家奇克果：
世俗化叫我们把永恒浅视到 ─
只有看今生 The world
把 The world to come 藐视了！
路加福音十二、十六章，两位财主，
不知道今天晚上要死了，还在积蓄明天的金银财宝。
人类永恒要住的阴间，不懂得花上一毛钱去预备，
尽在现在尽情的欢乐享受、放荡犯罪。
圣经清楚的说 ─ 上帝宽容不是完全无限的，
宽容是希望我 能够悔
宽容是希望我们能够悔改归向神，
神，
但不是完全无限的。

‧神的审判既连续又急迫 ‧主的日子有普世跟严重性‧反思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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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的七碗，上帝的审判下来…
 第六印跟第七印之间 ─ 插入第七章
 第六号跟第七号之间 ─ 插入第十、十一章
 七碗 ─ 十六章，完完全全没有保留
十六章 完完全全没有保留
他发忿恨，谁能立得住呢？
他发忿恨
谁能立得住呢？
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
他的忿怒如火倾倒 盘石因他崩裂
他的忿怒如火倾倒，盘石因他崩裂。

鸿 6
鸿一6

上帝的审判在末日，没有保留、连续又急迫，
一二三四五碗一降临，
连续的没有任何缺口，
没有任何空间、没有任何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的！

明天不会永远是您的
上帝宽容有他的时间 彼后三8-13
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亲爱的弟兄啊
有 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
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虔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化。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当审判一降临，
没有人可以有把握说 ─ 明天仍然在我手中
手中！

‧神的审判既连续又急迫 ‧主的日子有普世跟严重性‧反思学习
摩一2

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

Too Late！
上帝要忿怒要审判，来不及了。
出埃及记的十灾，
连续急迫、一个比一个强，没有任何保留的余地。
旧约 ─ 耶和华的日子
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耶和华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
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
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
玛三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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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审判的信息，基本上都很接近 ─

启示录启示给我们三个风暴

连续、审判、不停的！

1
1.

人只能把握今天。

人文风暴
饥荒、地震、国要攻打国…
一到五印就讲这个
到五印就讲这个

十六章帮助我们了解
完完全全百分之百要降临的审判的时候 ─

2.

一二三四五碗

天然风暴
世界在败坏、堕落、摇晃…
代表是六印、一到四号

第六碗第七碗
3.

大淫妇受审判

超然风暴
有邪灵、有污鬼、有鬼魔，
有邪灵
有污鬼 有鬼魔
代表是第五、六号、七碗

巴比伦倾倒
基督的国度

七碗中风暴通通掉在人间，没有地方、没有人可以逃避。

‧神的审判既连续又急迫 ‧主的日子有普世跟严重性 ‧反思学习

从十六章来看普世性
第一碗 ─ 地上，恶且毒的疮在拜兽人身上
恶且毒的疮在拜兽人身上
第二碗 ─ 海上，海被污染变成血
第三碗 ─ 江河，水就变成血
第四碗 ─ 天体，日头烤人、地球污染
第五碗 ─ 黑暗，日头变得黑暗
第六碗 ─ 伯拉大河，等于是全世界
等于是全世界
百分之百的普世 百分之百的要降在人间
百分之百的普世、百分之百的要降在人间

‧神的审判既连续又急迫 ‧主的日子有普世跟严重性 ‧反思学习

严重性从几个角度来看
 七印、七号、七碗，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到百分之百
 第三节 海中的活物通通死了
 第四节 水变成血
 第八节日头烤人，人被大热所烤
 第十节 黑暗之灾
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
与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以及绊脚石和恶人；
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
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

番一2-3

上帝的严重性跟审判性是为了人堕落，
人一堕落，就把大自然污染了；
痛苦、黑暗，帮助我们了解 ─ 明天不会永远是你的

‧神的审判既连续又急迫 ‧主的日子有普世跟严重性‧反思学习

1. 大自然是普世加速性在破坏
罪
导
，
人们罪恶堕落败坏才导致环保，
到末世就会结束
2 创世记的时候，人堕落、大自然受灾害
2.
创世记的时候 人堕落、大自然受灾害
末世的时候，人败坏，也让大自然受灾
灾
3 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
3.
这世界是握在恶者手中 ─无知、跟从兽的人
10-11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
，
，
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
你的盼望如果在这地上，你会很可怜的！

祷告
天父，谢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
启示给我们 ─
我们在破坏这个环境，
更重要在破坏我们跟你的关系，
我们在得罪你！
求主让我们被洁净、被改变，
能够醒悟末世的灾害
是连续急迫严重、而且是普世的。
趁今天回到你面前悔改归向神，
仰望感恩，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面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明天不会永远是您的
 主的审判既连续又急迫
 主的日子 普世跟严重的，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
唯一能做的 ─ 趁今天回到主面前、悔改。
趁今天回到主面前 悔改
问题不是环保、不是系统，而是核心 ─

人堕落离开神，
上帝最后只好行审判。
帝最后只好行审判。
那一天 ─ too late
趁今
趁今天，把生命交在主面前，
把生命交在主 前
让主洁净你，
也因此间接的改变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