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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九13 十1第十七课第十七课 生命对焦生命对焦
启九13 -十1

九13 第六位天使吹号，

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

14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

「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 」「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

15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

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要杀人的三分之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16 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

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17 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

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

马的头好像狮子头马的头好像狮子头，

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

18 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

启九13 十1第十七课第十七课 生命对焦生命对焦

19 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

启九13 -十1

19 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

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

20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20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

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

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走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

金、银、铜、木、石的偶像，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21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

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

十1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

披着云彩，头上有虹，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

第十七课第十七课 生命对焦生命对焦
如果对焦到第九章第六号，

人生会很凄惨人生会很凄惨

如果懂得对焦第十章天上，

生命才带来光彩

启示录有很强烈的对比，

生命才带来光彩

懂得对焦第四、五章 ─ 在宝座上的神，

生命就充满赞美、感恩、敬拜、欢喜

但如果对焦在第六章的六印、

或第八章、第九章的六号，

生命的抉择关键在如何对焦

人生就充满了黯淡

生命的抉择关键在如何对焦



‧旧约的例子 ‧焦点对错，没有永恒光彩‧要有永恒光彩，得对准焦点

罗得对焦在摩押平原、所多玛城的罪恶，

对焦在世界上 就进入罪恶对焦在世界上，就进入罪恶；

结果上帝天火把那个城灭掉的时候，

罗得的太太变成盐柱罗得的太太变成盐柱，

两个女儿习惯了罪恶败坏的生活，

竟然灌 奸爸爸竟然灌酒、强奸爸爸，

生出摩押、亚扪人！

摩押、亚扪人不能进耶和华的会，

因为生命对焦在罪恶里。

‧旧约的例子 ‧焦点对错，没有永恒光彩‧要有永恒光彩，得对准焦点

亚伯拉罕生命对焦在天上，

上帝呼召 他就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上帝呼召，他就离开本地本族本家，

定睛在天上、在世上成为客旅；

生命一对焦 带来了光彩生命一对焦、带来了光彩，

亚伯拉罕就成为以撒、雅各、犹大

到大卫 到耶稣弥赛亚这一条路到大卫、到耶稣弥赛亚这一条路

信心之父！

罗得一样离开本地本族本家，

因为对焦错了，结果全家很凄惨。

生命是不是有光彩，决定在你是如何对焦

因为对焦错了，结果全家很凄惨。

─ 对准该对的焦点

‧旧约的例子‧焦点对错，没有永恒光彩 ‧要有永恒光彩，得对准焦点

如果焦点对准第六号，灾害必然会来临

九 第六位天使吹号九13-14 第六位天使吹号，
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 说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
「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

伯拉大河是罗马的边界
四个使者是灵性上的堕落败坏四个使者是灵性上的堕落败坏
─ 他们是来杀害人的

人不能避免那个灾害，

这个四个使者被释放出来的时候，

会杀三分之一的人

‧旧约的例子‧焦点对错，没有永恒光彩 ‧要有永恒光彩，得对准焦点

那个灾害是全面性的

当时罗马帝国全部的人口刚好是两万万两万万

九16 马军有两万万

当时罗马帝国全部的人口刚好是两万万，两万万，

代表罗马帝国所有的人，

都在这四位使者侵袭的范围里面；都在这四位使者侵袭的范围里面；

时间在什么时候不确定 九14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九17-19 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
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

这马的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

从约翰第一世纪来看末世的灾害，

人有苦吃了人有苦吃了！



‧旧约的例子‧焦点对错，没有永恒光彩 ‧要有永恒光彩，得对准焦点

没有神的人本主义者不得安宁，
受灾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神。

九21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
凶杀 邪术 奸淫 偷窃的事

害的原因，是因 他 没

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

大罪往往是小罪累积的，

大卫先犯奸淫 ─ 奸淫拔示巴

所有的罪都是从小罪发展出来的。

欺骗她的先生乌利亚
把他送到最远的地方、杀了

大卫的罪是一样一样累积的

罪罪会累积会传染，因为违背了神，才会违背了人。

‧旧约的例子‧焦点对错，没有永恒光彩 ‧要有永恒光彩，得对准焦点

没有神本的人本
一定会垮台 鬼魔会进来！

九20去拜鬼魔和那些
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走

定会垮台，鬼魔会进来！

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
金、银、铜、木、石的偶像。

没有神的时候，灵界的东西会进来，人本会更脆弱。
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孔子「敬鬼神而远之」，

扁平了二度空间 ─不要灵界
如果把真神拒绝掉 灵界引进来

鬼魔借着偶像，藏在背后控制人、捆绑人，

如果把真神拒绝掉，灵界引进来

凶杀、邪术、奸淫、偷盗 ─ 会更厉害！

‧旧约的例子‧焦点对错，没有永恒光彩 ‧要有永恒光彩，得对准焦点

华人的社会拒绝神本，想做一个健全的人本社会；
但人与人之间 儒家的五伦越来越破碎。但人与人之间，儒家的五伦越来越破碎。

当进入这个人本社会，

里面没有神 灵界在背后搅扰人的时候里面没有神、灵界在背后搅扰人的时候，

会发觉生命没有光彩、会越来越黯淡，

离婚率增加 杀 济 罪越来越 害离婚率增加，凶杀、经济犯罪越来越厉害，

鬼魔在背后引使主导！鬼魔在背后引使 导

基本的问题是对焦错了，

对焦在日光之下、

不懂得对焦在日光之上的神，

生命一定黯淡、一定凄惨！

‧旧约的例子‧焦点对错，没有永恒光彩 ‧要有永恒光彩，得对准焦点

牧师参加一个丧礼，
有一个先生要求在丧礼中说几句话有 个先生要求在丧礼中说几句话…

葬礼的时候他站在棺木前，沈痛的说：

「我们上半辈子是用命来换钱「我们上半辈子是用命来换钱，

下半辈子想用钱来买命，上帝却不卖。」

有人告诉牧师说：
「这个朋友得了末期的肝癌，

他们两个都是博士，

有很好的工作、收入…，

就是没有上帝。」

生命对焦在日光之下，非常黯淡！



‧旧约的例子‧焦点对错，没有永恒光彩 ‧要有永恒光彩，得对准焦点‧旧约的例子 ‧焦点对错，没有永恒光彩‧要有永恒光彩，得对准焦点

常常定睛在日光之下、焦点对错的人生，没有永恒的光彩，
是日光之下灵界在指使、世俗化社会败坏在吸引你，是日光之下灵界在指使、世俗化社会败坏在吸引你，

如果不懂得归向真神，情况会越凄惨。

大力的天使

基督国度里的人经历到

十1 我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

基督国度里的人经历到 ─
我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鬼魔怕他！

属神的人没有灵界的攻击，

第五号蝗虫之灾、第六号两万万马军，

不值得惧怕。

因为大力的天使背后有大力的神 大有能力的救主因为大力的天使背后有大力的神、大有能力的救主。

‧旧约的例子 ‧焦点对错，没有永恒光彩‧要有永恒光彩，得对准焦点

从天而降的大力天使帮助我们了解：
 创造天使背后的神 ─ 当然能力更大，创造天使背后的神 当然 力更大，

全能的神、掌权的神，从天而降

 不像人间的宗教 ─从地而生不像人间的宗教 从地而生

我们的信仰是上帝对人的启示，

是 神不是人找神，

是神找人、神启示给人。

要人生有光彩，
定要懂得抬头看日光之上的神一定要懂得抬头看日光之上的神，

让大力的天使所启示的神
─ 来光照你！

‧旧约的例子 ‧焦点对错，没有永恒光彩‧要有永恒光彩，得对准焦点

披着云彩 诗 ○四3 上帝用云彩为车辇

大力的天使的特征

披着云彩 诗一○四3 上帝用云彩为车辇

头上有虹 启示文学的特征头上有虹 启示文学的特征

约翰用虹来描绘我们的神是彩虹

创九 上帝用彩虹向挪亚立约，救了他一家八口，
对挪亚跟他的子孙说：「以后我不再用水来审判人」。

因此当看到彩虹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向人立约立约，，

「不再用水来审判人」，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神信实可靠的神。。

上帝如何保守挪亚一家，当然会保守你 ─
如果懂得把眼光放在天上的神的人，如果懂得把眼光放在天上的神的人，

必然保守你，免过第六号末世的灾害。

‧旧约的例子 ‧焦点对错，没有永恒光彩‧要有永恒光彩，得对准焦点

脸面像日头 摩西跟神面对面 出来以后荣光的反照

大力的天使的特征

脸面像日头 摩西跟神面对面，出来以后荣光的反照

两脚像火柱 引导以色列人过了红海，
有 柱有火柱来帮助以色列人有云柱有火柱来帮助以色列人

这位神会保护你我在末世、神
懂得生命对焦在天上的神，

就蒙他的保守就蒙他的保守。

怕的是你不懂得把眼光定睛在 ─
那从天而降的天使、披着云彩、

脸面向日头、两脚像火柱，

那个背后的神！



‧旧约的例子 ‧焦点对错，没有永恒光彩‧要有永恒光彩，得对准焦点

神如何差派天使来，

照样用保护过去的人的方式，来保护我们这些人。照样用保 的 的 式，来保 们
 第十章告诉我们 ─

对准焦点的人就有慈爱、有怜悯，

 那个神不改变 ─

对准焦点的 就有慈爱、有怜悯，

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

 那个神不改变
帮助摩西、帮助挪亚眼光仰望，

照样可以保护你照样可以保护你

有基督的生命，是永无止境的希望
Life with Christ, Is an Endless Hope.
没有基督的生命，是毫无盼望的结束

Without him, a Hopeless End.

第十七课第十七课 生命对焦生命对焦
一个画家画壁画，搭一个鹰架在上面画了很久，画了很久，

准备往后看，来了解自己画的情况如何，情况如何，准 往后看，来 解自己画的情况如 ，情况如 ，

就一步一步往后退，准备更清楚看到看到壁画全景壁画全景。。

他没有留意已经到了鹰架的边缘，他没有留意 到了鹰架的边缘，

仍然定睛在壁画上、不了解整个大的局势整个大的局势！！

他的仆人在旁边看到了他的仆人在旁边看到了，

抓了主人手上的画笔，跑到墙壁上涂了一笔，

画家非常生气 抓仆人准备揍他画家非常生气，抓仆人准备揍他；

仆人把他转过来说：「你再一步就粉身碎骨，

你不懂得定睛在大局势 你对焦错了！」

你要对焦在天上的神，趁今天把你的生命放在耶稣，

你不懂得定睛在大局势、你对焦错了！」

让耶稣成为你的焦点。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天父，帮助我们离开没有盼望的焦点，

把焦点放在永恒盼望的基督把焦点放在永恒盼望的基督 ─
让主耶稣引导我们的生命、跟从主耶稣走。

因为耶稣你自己说因为耶稣你自己说：

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为你是 界的光因为你是世界的光。

求主帮助我们看的人、听的人，

知道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引导，

就把生命交在你面前，就把 命交在你面前，

这样交托求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导！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