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示录 15 

 

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 

15 我看见天上又有一个宏大奇异的景象，有七位天使掌管着最后的七种灾祸，上帝要借这些

灾祸发尽祂的烈怒。 2 我看见一个好像夹杂着火的玻璃海，玻璃海上站着那些战胜怪兽、兽像

及兽名代号的人。他们手里拿着上帝所赐的竖琴， 3 口里唱着上帝的奴仆摩西的歌和羔羊的

歌： 

“全能的主上帝啊， 

你的作为伟大奇妙！ 

万国的王啊， 

你的道路公义真实！ 

4 主啊，谁敢不敬畏你， 

不尊崇你的名呢？ 

因为只有你是圣洁的， 

万民都必到你面前敬拜你， 

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出来了。” 

天使降七灾 

5 这事之后，我看见天上存放约柜的圣殿打开了。 6 那掌管七种灾祸的七位天使都从殿中出来，

身穿洁白发光的细麻布衣服，胸佩金带。 7 四个活物中的一个将七只金碗分别交给七位天使，

碗中盛满了永活上帝的烈怒。 8 殿里因为上帝的荣耀和权能而烟雾弥漫，人们必须等到七位天

使将七样灾祸降完，才能进入圣殿。 

 

 

大家早上好。 



 

本周终于进入了 12 月，对我们来说进入了期待主人诞生的活动（诞生节）。 

 

我一直在读默示录。默示录大部分都是可怕的审判预言书，我很害怕，但在继续阅读的过程中，

默示录似乎是神迫切希望推迟审判，作为神的子民多救出一个人的书。 

 

虽然是进入广告的礼拜，但是从今天的第 15 章开始，感觉到了主人在下周的神殿里对扎卡里

亚的话会有很粗的联系，所以今天请继续一起品尝默示录。 

 

 

 

1 我又看见天上有一个惊人的记号。七位大使带着最后的七个灾害。在这些灾害中，神的强烈

愤怒达到了顶点。 

 

 

 

最后的七个灾害。后来也出现了七个金盆的记述，记载了最后的七件事。 

 

卷轴的七个封印，七个喇叭，还有七个金盆。我想七个封印被解开之后世界的终结会马上到来。

但并非如此，接着出现了七个喇叭。当第七个喇叭形成的时候，我以为一切都会结束。但是这

里有三次，结束的时候并不是马上到来，又是七个金盆，给人的印象是主的最后审判再次被慢

慢地推迟了。根据看的不同，也有对多次、多次、21 次被痛打的各种审判感到害怕、困惑、失

望的想法，与此同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被教导、受到警告的人却保持顽固呢。但是即便如此，

从这里也能感受到主人为了避免最后的审判和灭亡而不断敲打着门的样子。 

 

 

 

但是，在被迫害的圣徒们看来，默示录第 6 章的这句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6:10 他们大声喊叫说：「我们的主，是神圣的，我们的主啊！你不向地上的居民报仇，直到什

么时候呢？」。 

 

对此，主说：“在我和他们一样被杀的同伴和兄弟们的数量满之前，请再休息一段时间。”。 

 

 

 



在此基础上，第 1 节写道：“我在天上看到了巨大的惊人的其他标志。”这个词，直译的话，也

可以说是“在天上看到了伟大的标志”。只要那是七个灾害，并且想到由于那个灾害人们痛苦，

受伤死的事，伟大的，极好的记号就好了。“七个天使带着最后的七场灾难，上帝的愤怒在这

些灾难中达到顶点”，这件事太可怕了，很难说是伟大的标志。 

 

 

 

但是，正如刚才所说，启示录既是神的判决书，同时也是神的救赎书。在这个裁决中，悔改求

神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发生了，为此，神仔细地踏步，一边把步子刻得很短，一边为了不配合最

后的裁决而推迟了时间。而且，您的忍耐，在世界终结两千年还没有到来的今天，可以理解。 

 

 

 

1 提摩太书 2:4 上帝希望所有人都得救，直到他领悟真理。 

 

2:5 神是惟一的，神与人之间的仲保者也是惟一的，那就是人的基督耶稣。 

 

 

 

其中，但是到了结束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就会到来。神的烈怒达到顶点。这里写着，在人的不

忠实和反叛中，上帝的愤怒来到了顶点，宽限也结束了最后的时刻到来。那是一个可怕的时刻。

谁也不能对一直以来被忍耐的神说还太早，没有忍耐。那样的时候会到来。我们不能因为没有

那一天的到来而感到骄傲。人的任性的想法和行动是把神的愤怒提高到顶点的。即使人类没有

这个打算，我们人类的想法和行为，也应该意识到这是把神的愤怒带到顶点，带来最后的审判

的东西。 

 

 

 

2 我又看见了一片夹杂着火的玻璃海。然后，在这玻璃海的旁边，看到了野兽和那个像和那个

名字的数字中获胜的人们，拿着神的立琴站着。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伟大，美好”的是，在这种人的罪中被束缚的混乱和困难中，在罪的压

制中，从埃及奴隶的剥削状态中从诅咒和死亡中拯救出来。 

 



 

 

歌罗西书 1:13 神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力量，使我们在他所爱的儿子的统治下。 

 

1:14 我们因他儿子而蒙受了罪的赦免。 

 

 

 

混杂着火的玻璃海。那里是一片深邃的大海，充满了困难。那是一片红海，在逃难的百姓面前，

红海正被埃及骑兵们喂食，是加利利湖水，他们张开嘴要吞没门徒。但是，他们从野兽、雕像、

名字的数字中都赢了。他们手里拿着神的立琴站着。 

 

 

 

 

3 他们歌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全能的主神啊！你所做的事是伟大的，也是惊

人的。万民之王啊，你的道路是正确的，也是真实的。 

 

4 主啊！谁不畏惧你，不赞颂你的名呢。只有你是神圣的，所有的国民都会来，伏拜你。因为

你的正确的方法终于出现了“。 

 

 

 

摩西之歌。我想起了申命记 32 章。 

摩西之歌 

32 “诸天啊，请留心听； 

大地啊，请听我说。 

2 愿我的教导如雨降下， 

愿我的话语如露滴落， 

像水滴滋润嫩草， 



像甘霖浇灌草木。 

3 我要宣扬耶和华的名， 

你们要颂赞我们上帝的伟大。 

4 “祂是磐石， 

祂的作为完美， 

祂按公义行事， 

祂信实可靠，公平正直。 

5 狡诈、堕落的一代啊， 

你们却对祂不忠，行事败坏， 

不配做祂的儿女。 

6 愚昧无知的人啊， 

你们就这样报答耶和华吗？ 

祂是你们的父，你们的创造主， 

祂创造了你们，塑造了你们。 

7 “要回顾往昔，追溯历史； 

问你们的父亲， 

他们必回答你们； 

问你们的长者， 



他们必告诉你们。 

8 当初，至高者赐万国产业， 

把人类分开， 

祂依照天使[a]的数目， 

为万族定疆界。 

9 但以色列人属于耶和华， 

雅各是祂的产业。 

10 “在荒凉的旷野， 

在野兽吼叫的荒野， 

耶和华找到他们， 

庇护他们，看顾他们， 

保护他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 

11 又如老鹰搅动窝巢， 

盘旋在雏鹰之上，展开双翼， 

背着雏鹰飞翔。 

12 耶和华独自带领他们， 

身边没有外族神明。 

13 耶和华使他们驰骋在大地的高处，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7%94%B3%E5%91%BD%E8%AE%B0%2032&version=CCB#fzh-CCB-5725a


吃田间的五谷， 

磐石中的蜂蜜， 

石头地产的油； 

14 吃牛酪和羊奶， 

肥美的羔羊， 

巴珊的绵羊和山羊， 

上好的麦子； 

喝葡萄汁酿的酒。 

15 “但耶书仑[b]吃饱喝足， 

养肥长壮后，就得意忘形， 

背弃造他们的上帝， 

藐视救他们的磐石。 

16 他们拜外族的神明，令祂愤恨； 

行可憎之事，惹祂发怒。 

17 他们祭拜的不是真神， 

而是鬼魔， 

是他们素不认识的新神明， 

是他们祖先所不敬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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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他们轻视生他们的磐石， 

忘记养他们的上帝。 

19 “耶和华看见祂儿女的恶行， 

就愤然厌弃他们， 

20 说，‘这堕落的子民， 

不忠的儿女！ 

我要掩面不理他们， 

看他们的结局如何。 

21 他们拜假神，让我愤恨； 

供虚无之物，惹我发怒。 

我要借无名之民挑起他们的嫉妒， 

用愚昧的国民激起他们的怒气。 

22 我的怒火已经点燃， 

要烧到阴间的尽头， 

吞灭大地及其出产， 

甚至烧毁山的根基。 

23 “‘我要使灾祸连连临到他们， 

我的箭都射向他们。 



24 他们必饱受饥荒之苦， 

被瘟疫和灾祸吞噬， 

被猛兽和毒蛇袭击。 

25 外有刀剑杀戮， 

内有恐惧笼罩， 

少男、少女、婴儿、 

老人无一幸免。 

26 我本要消灭他们， 

使世人忘记他们； 

27 但我不愿让敌人夸口， 

宣称这是他们的胜利， 

而非我的作为。’ 

28 “以色列人愚昧无知，毫无见识。 

29 如果他们有智慧， 

就能明白这一切、 

知道自己的结局。 

30 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掉他们， 

若不是耶和华抛弃他们， 



一人怎能赶散他们千人？ 

二人怎能击溃他们万人？ 

31 我们的敌人也承认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 

32 他们犹如来自所多玛、 

长在蛾摩拉的葡萄树， 

结的葡萄粒粒有毒，串串苦涩； 

33 酿的酒如蛇的毒液， 

如眼镜蛇的毒液。 

34 “祂说，‘我把这一切积存起来， 

封在我的仓库里。 

35 申冤在我，我必报应， 

到时候他们必站不住脚， 

他们遭祸的日子近了， 

他们的末日来了。’ 

36 “耶和华见自己的子民力量衰竭， 

奴隶和自由人所剩无几， 

必为他们主持公道， 

怜悯祂的仆人。 



37 祂必说，‘你们的神明在哪里？ 

庇护你们的磐石在哪里？ 

38 它们吃你们祭牲的脂肪， 

喝你们的奠酒。 

让它们起来帮助你们， 

庇护你们吧！ 

39 “‘你们要知道， 

唯有我是上帝； 

除我之外，别无他神。 

我掌管生死，我打伤、我医治； 

无人能逃出我的掌心。 

40 我向天伸手， 

凭我的永恒起誓， 

41 我要磨快闪亮的剑， 

主持公道，报应仇敌， 

惩罚恨我的人。 

42 我要使我的箭饱饮鲜血， 

被杀被掳之人的血； 



我的剑要吞噬人肉， 

敌人将领的肉。’ 

43 “列邦啊， 

你们当与祂的子民一同欢乐！ 

因为祂要为自己的仆人报血仇， 

报应祂的仇敌， 

洁净祂的土地和子民。” 

44 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把这首诗歌读给会众听。 

摩西的遗嘱 

45 读完后，摩西又对以色列人说： 46 “要谨记我今天警告你们的话，要吩咐你们的

子孙谨遵这律法上的话。 47 这律法不是空话，而是你们的生命。你们若遵守这律法，

就必长住在约旦河对岸你们将要占领的土地上。” 

 

 

出埃及 15 

摩西颂赞耶和华 

15 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便歌颂耶和华说： 

“我要歌颂耶和华， 

因祂大获全胜， 

祂把战马骑兵都卷入海中。 

2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 

也成了我的拯救； 

祂是我的上帝，我要赞美祂； 

祂是我父亲的上帝，我要尊崇祂。 

3 耶和华是战士， 



祂名叫耶和华。 

4 祂把法老的战车和全军都抛进海中， 

法老的优秀将领都葬身于红海， 

5 大水淹没他们， 

他们如同石块沉入深海。 

6 耶和华啊，你大能的右手显出荣耀； 

耶和华啊，你的右手击碎仇敌。 

7 你大显威严，击倒那些起来对抗你的人； 

你大发雷霆，他们便像枯草遇火， 

一烧而尽。 

8 你的鼻孔一呼气，海水便堆聚起来， 

洪涛便堆起水墙，海底深处也都凝固。 

9 敌人说，‘追啊，追上他们， 

瓜分他们的财物，尽情地掳掠他们， 

拔出刀来把他们斩尽杀绝。’ 

10 你叫风一吹，海水就淹没他们， 

他们好像铅块一样沉没在怒海中。 

11 耶和华啊，万神之中，谁能像你？ 

谁能像你——威严神圣， 

可颂可畏，广行神迹？ 

12 你伸出右手，大地便吞灭他们。 

13 你以不变的爱引领你所救赎的子民， 

以大能带他们进入你的圣所。 

14 各邦各族听见这些事就发抖， 

非利士人也痛苦不堪， 

15 以东的族长惶恐， 

摩押的英雄颤栗， 

迦南的居民都胆战心惊。 

16 惊骇恐惧笼罩着他们。 

耶和华啊， 

你臂膀的大能吓得他们僵立如石， 

直到你的子民都安然走过， 

直到你买赎的子民都安然走过。 

17 耶和华啊， 

你要带领自己的子民到你的山上安居—— 

到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 



主啊，到你亲手建的圣所。 

18 “耶和华必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19 法老的战车和骑兵追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踏着干地走到

对岸。 20 亚伦的姐姐米利暗是个先知，她手拿小鼓，带领妇女击鼓跳舞， 21 唱道：“要歌颂耶

和华，因祂大获全胜，把马和骑兵都抛进海中。” 

 

 

还有小羊的歌。我想起了比利皮书的这句话。Philippians  

 

2:6 基督虽然是神的形状，但却不认为是应该固守与神相等的事情 

 

2:7 反而，我的形态变成了人类。那个样子和别人一样 

 

2:8 使自己变低，直到死亡，直到十字架死亡，都是顺从的。 

 

2:9 因此，神把他抬高，赐给他一个胜过一切名的名。 

 

2:10 这是因为耶稣的名字，天上的东西、地上的东西、地下的东西等，所有的东西都弯下膝 

 

2:11 一切舌头都坦白说，耶稣基督是主，是要把荣耀归给父神。 

 

 

 

无论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神的救赎都被高举着。 

 

 

 

3 全能者的主神啊。只有你的技能是伟大的，也是惊人的。万民之王啊，你的道路是正确的，

也是真实的。 

 

4 主啊！谁不畏惧你，不赞颂你的名呢。只有你是神圣的，所有的国民都会来，伏拜你。因为

你的正确的方法终于出现了“。 

 

 

 

对于圣徒来说，有战斗的结束。然后被拉上来赞美神，幸运的是准备了平安的时候。所有的国



民。不信主，想也不敢想，无畏，为所欲为的无赖百姓终于要拜倒在神面前了。这里有和平。

在神的审判之前，百姓悔改，伏拜，神的心终于变成了地。 

 

 

 

5 之后，我一看，在天上的红幕屋的圣所被打开了 

 

6 从圣所出来，七个灾祸的七个天使，身穿无瑕、光亮的亚麻布，胸前系着金腰带。 

 

7 然后，四种生物中的一种，把世上无止境地活着的神的充满愤怒的七个金盆，交给了七个使。 

 

8 于是，圣所充满了从神的荣光和他的力量中升起的烟雾，直到七个使者的七场灾难结束，谁

也不能进入圣所。 

 

 

 

 

七个身穿无瑕、闪闪发光的亚麻布的使者从圣所出来。由于那个神充满强烈愤怒的七个盆而带

来的灾害一个一个地变得清楚。 

 

圣所充满了神的荣耀和力量，临在变成浓烟弥漫。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圣所，因为上帝的强烈愤

怒。 

 

从这件事被显示出来，从约翰被显示到现在，已经过了多少个月了呢。圣所充满了主的临在。

愤怒的行为充满了。 

 

但是让我们想起在那个圣所发生的事情吧。在圣所中，有人告诉施洗者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 

 

上帝让那个爱激怒的儿子耶稣基督负上，赦免了别人的罪。这是多么令人敬畏的神的行为啊。 

 

在这圣所里，我们岂不想到神为他赎回儿子的血而调停我们和神之间的耶稣，就因他尊贵的羔

羊而颂扬神的名，因为他是从达到顶点的神的愤怒和审判中使我们过去的吗。 

 

 

 

3 他们歌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全能的主神啊！你所做的事是伟大的，也是惊



人的。万民之王啊，你的道路是正确的，也是真实的。 

 

4 主啊！谁不畏惧你，不赞颂你的名呢。只有你是神圣的，所有的国民都会来，伏拜你。因为

你的正确的方法终于出现了“。 

 

 

 

◇祈祷；天父上帝，感谢您今天的礼拜。七个封印七个喇叭，七个金盆。你推迟了最后一刻，

被推迟了。然后你要像出埃及人的事一样，从施压的人那里解放出来。虽然没有人能进入充满

愤怒的神的临在圣所，但是神给了扎卡里亚救赎的预言。直到现在，请你的主推迟结束的时间，

希望你能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要颂扬我主的大名。希望从孩子到老人，所有年龄的人都能在

这个时候在教会遇到耶稣基督。请祝福我们的家人和当地的人们。以主耶稣的名义祈祷。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