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末世迷思(二)

啟示錄9-12章

1

尊重版權，請勿隨便轉載此檔案

生死兩難

啟示錄九章

2

•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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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 2. 他開了無底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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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賜給他們，好像地上蠍子的能力一樣，

• 4. 並且吩咐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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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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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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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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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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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胸前有甲，好像鐵甲。他們翅膀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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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無底坑的使者作他們的王，按著希

伯來話，名叫亞巴頓，希利尼話，名叫亞

玻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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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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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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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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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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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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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自己手所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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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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 象徵文學

• 對抽象的事物、觀念、情感等，不直
接說明，反以具體的形象、意念間接
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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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商隱 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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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是約翰看見非常的景象，無法用一
般文字表達，因此大部分都是象徵的語
言。主要的有星、無底坑、蝗虫、能噴
火的馬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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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底坑

• 天上有星墮下，在猶太及希臘的文獻
中，星辰可以是天使或靈界的活物。

• 這不是撒旦，也不是墮落的天使，因
為上帝給了他鑰匙，有可能是上帝的
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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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無底坑?

七十士譯本無底坑是希伯來文「深淵」
及「地的深處」的翻譯；

路八31(格拉森的污鬼)指監禁邪靈的地方；

羅十7指陰間，新約其他七次都在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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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底坑的意思是人一直往下墮，一直
墮落，離開上帝越來越遠，離開幸福
快樂也是越來越遠。

• 當無底坑的門或蓋打開了，有煙上騰，
因為裡面有不熄的火，自然有煙，而
且煙極大，弄到日月無光。象徵黑暗
勢力在地上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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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蝗災(九3-12)

這些蝗虫既然是從無底坑出來，它們就
不是普通的蝗虫，這是解經家何以堅持
要用象徵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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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蝗虫與一般的不同︰它有蠍子螫(sik-

識)人的能力，但

• (a)不可傷害植物，

• (b)只傷害人—額上沒有上帝印記的人。
奇怪嗎?它們屬於邪靈，魔鬼的隊伍，
不是傷害屬上帝的(敵)人，而是自己人!

• (c)被咬的人只受五個月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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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它不是真的蝗虫，但為什麼約翰
用蝗虫來描述，可見約翰所見的一大
堆從無底坑飛上來的東西，有蝗虫最
大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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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剃刮(gazam)︰指虫過後地上如被剃刀
剃過一樣。

(2)群( arbel)為數極多；

(3)完結者(hasil)︰過去一點不留；

(4)吞噬者(solam)吃過精光；

(5)跳躍者(hargol)︰指其前進速度極快；

(6)輾軋者( tzelatzel)發出沙沙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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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感受︰1874年洛杉磯蝗虫(Melanoplus

Spretus)飛越美國中部，蝗虫共覆蓋十九
萬八千六百平方哩，數目估計12.5兆(十
二萬億)，重2750萬噸。只須一小群即五

千萬隻蝗虫，就可以吃掉五百人一年的
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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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的特殊任務︰它們不是普通的蝗虫，
他們雖然兇猛，卻受到限制，上帝仍然
掌權，為什麼只傷害沒有上帝印記的人? 

有兩個原因︰

• 1.上帝保護祂的兒女，

• 2. 魔鬼並不是真愛惜祂的人，當兇性
大發，連自己人也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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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所見的，極具

幻想，描寫如下︰

• (7)蝗蟲的形狀，好像預備出戰的馬一
樣(=作戰能力強而大)，

• 頭上戴的好像金冠冕(=顯出威武得勝的
雄姿)，

• 臉面好像男人的臉面(=表示它們是高度
智慧的生物，受邪惡力量所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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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頭髮像女人的頭髮(=是亞拉伯人對
蝗虫的形容︰有觸角如女人的頭髮=觸

角)，

• 牙齒像獅子的牙齒(=珥一6；可怕和摧
毀力量)。

• (9) 胸前有甲，好像鐵甲(無懈可擊，任
何抵抗都是徒勞無功)。

• 他們翅膀的聲音，好像許多車馬奔跑
上陣的聲音(=聲音巨大，駭人聽聞，吃
食的聲音，如大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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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有尾巴像蠍子，尾巴上的毒鉤能傷
人五個月。(=五個月不是很長，是警告
性，但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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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指出，它們是邪惡的化身︰

(11) 有無底坑的使者作他們的王，按著希

伯來話，名叫亞巴頓，希利尼話，名叫
亞玻倫。(=希伯來及希臘，指全人類，兩

個字都解毀滅、陰間、死亡、墳墓等，
即撒旦為人類帶來的，最終是死亡。)

• 罪中之樂，暫時叫人暢快，至終滅亡。

上帝應許給我們的，是「生命樹的果子」
(二7)「生命的冠冕」(二10)等，不可同
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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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第一樣災禍過去了，還有兩樣災禍
要來。(=第一樣災是指剛吹過的第五號，
兩樣災是指第六、第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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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死亡使者(9: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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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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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壇四角發出的聲音是誰發的?

• 最可能是取壇火的天使。他吩咐吹號的第
六位天使。這位天使除了吹號，也把四個
死亡使者釋放。

• 四個使者是誰?使者在原文是天使，他們是
墮落的天使。但何以被綁?聖經沒有交待，

我們不必猜測，只知牠們是邪靈，受上帝
所管制。

• 伯拉大河即幼發拉底河，在猶太人的觀念，
是上帝應許之地的邊疆，那裡充滿殘忍、
野蠻、流血、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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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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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面四印的數字是四分之一，七號的
數字是三分之一，後來七碗的數目完
全沒有限制，前後比較，1/4和1/3都是

「有限制」。因此不是一個實數，而
是在上帝所限的數目，是大數目，不
一定字面的1/4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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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萬萬大軍

• 聽見了千軍萬馬，沒有真的數過來。
當日羅馬兵團每個5,500人，全羅馬歷
來有25-34團，即137,500至187,000人，

加上輔助的志願軍，最多四十萬，與
兩億相比，天壤之別。可見兩億是一
極誇張的描述。有人把它作為中國軍
隊，是不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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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很大的數目，希臘文是muriadoon, 

全句是dismuriades muriadoon，dis 即

兩次，因此有二萬萬。聖經翻成二萬
萬是不了解古時人對數目的看法。其
實是沒有一定數目，只是很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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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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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這是在異象徵的印象，算不得描述。騎馬
的穿胸甲，有火、紫瑪瑙和硫磺。火是紅
色，硫磺是黃色，紫瑪瑙是藍色，即火焰
中間的顏色，約翰的印象是有極猛烈的火
在胸甲前。這些火與無底坑的火與煙是一
致的。在約伯記四十一19-20，上帝所制服

的海怪，也是口能嘖火的，約翰可能把舊
約的元素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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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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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口中所出來的火與煙並硫磺，這

三樣災殺了人的三分之一。

•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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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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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不厭其煩說，馬的殺傷力在
「口」，我們要明白，撒旦的目的是
以「上帝的摹仿者」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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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十七8「你所看見的獸，先前有，

如今沒有，將要從無底坑裡上來，又
要歸於沉淪。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
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見先前
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的獸，就必
希奇。」好像人子自有永有，但又不
是完全相似。

• 上帝為祂的子民加印，撒旦也為牠的
子民加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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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口」要比較人子的「口」。啟一16「他

右手拿著七星，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
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 而馬的「口」卻噴出火、煙和硫磺。人子的
口是「真理的說話」，是「上帝的道」，而
馬的口相對而言是假教訓，即啟二14,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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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的殺傷力極大，
九章15節說四個使

者要殺三分一的人。
到此為止，四印死
了1/4，七號死了剩
下的1/3，即是共死
了一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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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章是自然生態，這一章災害的對
象是人，約翰所關心的，不是第一次
的死，而是第二次的死。

• 在第五號的災不是要殺人，要他們受
苦；

• 第六號卻殺死1/3人。假教訓是人禍，

他們受了假教訓，敵擋上帝，再沒有
恩典，約翰眼中看他們如死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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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號是在第四印之中，即快要來的末
世災難。約翰的要點是︰大自然的災
難可以殺害1/4的人，而魔鬼教訓更會
殺害剩下的1/3的人(全部的1/4)，馬的

尾如蛇一樣，可以傷人，是與蝗虫的
尾傷人彼此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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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其餘未曾被這些災所殺的人仍舊

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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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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繼續硬心，不回轉歸向上帝。

40

七印的兩個插曲

• 1. 六、七印之間的插曲︰災難中的應
許(啟示錄七章)

• 2. 六、七號之間的插曲︰小卷與聖城

41

第一個插曲︰災難中的應許

啟示錄七章

42



1. 此後，我看見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執

掌地上四方的風，叫風不吹在地上、海上，

和樹上。

2.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上來，

拿著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著權柄能傷害

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聲喊著說：

3. 地與海並樹木，你們不可傷害，等我們印

了我們神眾僕人的額。

4. 我聽見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數目有十
四萬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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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猶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萬二千；流便支

派中有一萬二千；迦得支派中有一萬二千；

6. 亞設支派中有一萬二千；拿弗他利支派

中有一萬二千；瑪拿西支派中有一萬二千；

7. 西緬支派中有一萬二千；利未支派中有

一萬二千；以薩迦支派中有一萬二千；

8. 西布倫支派中有一萬二千；約瑟支派中

有一萬二千；便雅憫支派中受印的有一萬二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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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
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
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
枝，

10. 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
們的神，也歸與羔羊！

11. 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
周圍，在寶座前，面伏於地，敬拜神，

12. 說：阿們！頌讚、榮耀、智慧、感謝、
尊貴、權柄、大力都歸與我們的神，直到永
永遠遠。阿們！

13. 長老中有一位問我說：這些穿白衣的是
誰﹖是從那裡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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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對他說：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說：
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白淨了。

15. 所以，他們在神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
事奉他。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

16. 他們不再飢，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
不傷害他們。

17.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
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
淚

46

• 引言

• 受印記的僕人(7:1-8)

• 得勝的教會(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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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間，天上加了第一個插曲，
它主要解釋在天使執行刑罰的時候，信徒在
上帝眼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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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歷史發展的長河來看，未世不斷有大災
難，而上帝的僕人，忠心事主的弟兄姊妹，
卻受到一個重要的保証，就是上帝為他們
加封，即受印記。然後，上帝應許必保守
祂的教會，教會最後得勝。上帝親自牧養
教會，又擦去信徒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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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上帝應許必保守祂的教會，教會最
後得勝。上帝親自牧養教會，又擦去信徒
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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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頭半部提到十四萬四千人，他們的
受印不是在末日，而是在災難中，這災
難是四印揭開的時侯發生，因為7章2-3

節是受印者在天使釋放四風之前，因此
7:1不是將來的事，是約翰補充前印所見
的事。末日的審判是整個宇宙(天、地)，

所有的人都受刑罰，無一倖免，本章卻
是部份受刑，我們可以相信，四風之災
即是四印之災(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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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榮耀的印記

• 7:1-第六印是約翰看到將來必然降臨的大災
難，地裂山崩，月動星移，整個世界和自
然力量激烈運作，為的是施行羔羊的審判。
而災難正在加劇的時候，突然天上傳令下
來，「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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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的四方，風的使者，叫暫停，風不要吹在地
上、海上、樹上。樹是指人(出15:17；詩1:3；
92:12-14；賽2:13；61:3)意思是不要讓刑罰的
風傷害海上、地上的人，而這「人」特指「上
帝的子民」(因為與後面14萬4千有關)。

53

• 7:2-3四位天
使拉着四風，
目的是不讓
四風傷害
「上帝的子
民」，在這
劍拔弩張的
一刻，約翰
看到了上帝
的心意。

54



• 天使乃是由日出之地而來，(東方)在舊約乃
是上帝的方向例如伊甸園在東方(創2:8)，會
幕的門是朝東，耶和華的榮光重臨耶京也
是由朝東之門而入。因此，從東方來的天
使，應該是帶着善意的。

55

• 這些天使手中有永活上帝的印章。

• 印章是在古人為表逹擁有權，而在物
件、動物或奴隸身上蓋的印記，例如
我的書上蓋有「楊慶球藏書」

56

• 本章所記有以西結書8章作背景，當時以色
人一再拜偶像，蓄動上帝怒氣，9章出現六

個手拿兵器的人。而在此肅殺的氣氛中，
有另一位天使，手拿著墨盒子，要在那些
不肯拜偶像之人的額頭上畫上一個記號，
表示他們是屬上帝的。

57

• 這個記號，在希伯來文是最後一個字母(Tav)

即「cross」「十」或「X」，故它，「ת」
非常貼近預言十字架，即有基督的救恩。

58

• 可見這裡眾人所受的印記，是基督的救恩，
也是羔羊血所救贖的。

59

• 受了印記，如何免受災難？後面9章說到吹
第5號的災，有蠍子能力的蝗蟲，從無底坑

出來，傷害人類，但有上帝印記的卻不受
此災。

60



• 難道神的子民，對戰爭、飢荒等可以有特
別保護嗎？似乎不是，因此啟13:16-17，另

一個針對神的子民，就是獸要人在右手或
是額上受印記，若人拒絶，便不能做買賣，
可見有計劃的經濟壓迫，竟然直接沖着上
帝的子民，

61

• 既然神的子民在災難中與其他人一起受災，
我們領受的印有何意義？回看以西結書，
先知回顧以色列被擄，是因以色列人背叛
上帝，被擄中有義人有不義的人，由於忠
於上帝的人額上有印記，他們雖在災難中，
卻不會失去他們的信仰和盼望。

62

• 可以說，受印的人有上帝應許和保護，使
他「雖經過水火但卻不被打倒」(來11)這印

所保守的，不是肉身不受苦難，而是永恆
的救恩。

63

7:4-8 十四萬四千人

• 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以猶大為首」基督的
家族)，每支派一萬二千人，十二是完整，
120,000 X 120,000是完整沒有遺漏的意思。

64

• 雅名十二個兒子︰

• 流便/呂便（Reuben） 2.西緬（Simeon）3. 

利未（Levi）4. 猶大（Judah）5. 但（Dan）

6. 拿弗他利（Naphtali）7. 迦得（Gad）8. 

亞設（Asher）9. 以薩迦（Issachar）10. 西

布倫（Zebulun）11. 約瑟（Joseph）12. 便

雅憫（Benjamin）

65

• 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 1.流便/呂便（Reuben） 2.西緬（Simeon）3. 
瑪拿西（Manasseh） 4. 猶大（Judah）5. 但
（Dan）6. 拿弗他利（Naphtali）7. 迦得
（Gad）8. 亞設（Asher）9. 以薩迦
（Issachar）10. 西布倫（Zebulun）11. 以法
蓮（Ephraim） 12. 便雅憫（Benjamin）

• 利未（Levi）；約瑟（Joseph）

66



• 啟示錄十二個支派

• 1.流便/呂便（Reuben） 2.西緬（Simeon）3.

瑪拿西（Manasseh）4. 猶大（Judah）5.利
未（Levi） 6. 拿弗他利（Naphtali）7. 迦得
（Gad）8. 亞設（Asher）9. 以薩迦
（Issachar）10. 西布倫（Zebulun）11.約瑟
（Joseph） 12. 便雅憫（Benjamin）

• 「但」和「以法蓮」消失

67

• 但（Dan）；

「但」和拜偶像連結一起，例如︰王上12:25-

29耶羅波安鑄了兩隻牛犢，一隻在伯特利，
一隻在但。

• 以法蓮（Ephraim）

「以法蓮」被取代約瑟 (以西結書37:16-19，
民1:32)

68

• 新十二支派是新的信徒，耶穌說：「到復
興的時候，人子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你
們(使徒)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
列十二個支派」(太19:28)十二支派是新的教

會，基督的精兵，至死忠心，忍受苦難見
証主。

69

• 他們稱為上帝的僕人，因為「他們領受基
督的啟示」(啟1:1)，「為耶穌作見証」
(19:10；22:9)。縱然他們當中可能有人為此

而死亡，但上帝為他們伸冤，他們站在寶
座前，與活物同敬拜讚美(19:1-8)。

• 這班人，正是6:9-11祭壇下的亡魂。

70

2. 得勝的教會(7:9-17)

• 7:1-8是地上的情景，7:9-17是天上的景像，

而這些無法數算的人，是甚麼？有學者研
究，他們即是十四萬四千人

71

• 十四萬四千是基督軍旅的數目，這軍旅是
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的人所組成，
十四萬四千是象徵，實際是無法數算，在
地上，信徒以軍隊形式出現，在天上信徒
以得勝的群眾來顯現。

72



• 因此，這是一個時空大穿插，我們今日在
地上災難中掙扎，但約翰看見我們將來在
天上榮耀敬拜，今日的教會是明日天上的
主角。

73

7:11-12 天上崇拜第一階段是頌讚，特點：
前後有阿們，七個頌詞，頌讚—尊貴；榮
耀—智慧；權柄—大力，而感謝放在中間，
是受造物對創造者的最基本態度。

74

7:13-15約翰的問，突顯長老的答，即一切啟

示從上帝而來。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
大患難並不是指末日的大災難，或大逼迫，
而是指第一世紀，耶穌升天之後，在地上聖
徒所經難的一連串患難，他們在患難中持守
信仰，為主付

上代價，有的

甚至殉道，

75

• 但更多的，是在生活中默默忍受因見証主
而來的逼迫，在世上，他們被人輕看，與
權貴的君王、將軍、富豪成為強烈對比，
但在末日，他們在上帝面前成為尊貴的祭
司，晝夜敬拜，而那些權貴卻只能以尋死
的方式躲避上帝的面。

76

• 上帝以帳幕覆庇他們，好像出埃及時，以
火柱、雲柱保護以色列人，「他們不再飢、
不再渴、日頭炎熱」等等，是以色列人經
常受的災。

77

• 飢、渴、熱是生活最容易遇到的，疾病、
貧窮、意外也是信徒在地上每日生活經常
發生的，

78



• 活在塵世中，凡
塵滾滾，使人失
去了盼望，失去
了意義，失去了
活力！面對生命
縂總困苦，是何
等的無奈、怯弱，
面對人生的限制，
是何等的無助。

79

• 原來有些困難是人不能解決的，失去了的
東西是無法補償的，要離別的人是不能挽
留的，錯過了的機會是沒有回頭的，破裂
的關係是不能縫補的，誤會扁見是很難糾
正的，有些疾病是找不出病源的，創傷不
容易復原的，心的破碎是沒法修補的⋯⋯

80

• 青春消逝，年華老去，身體衰老⋯⋯

81

• 祢的話郤如洪鐘響起，喚醒了沈睡的靈，
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過去，「天地都
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如外
衣漸漸舊了。你要將天地如裡衣更換，天
地就改變了。」

82

• 如今「寶座的羔羊」親自牧養他們，領他
們到生命水的泉源」。

• 在地上雖然有困難，但仰望天上的福樂，
如保羅所說，這至暫至輕的苦楚，不算得
甚麼了。

83

第二個插曲︰苦甜之間

啟示錄十章

84



啟示錄10章

• 引言

• 1. 大力的天使(1-2)

• 2. 七雷的隱閉(3-4)

• 3. 天使的宣告(5-7)

• 3. 約翰吃小卷(8-11)

85

引言

• 這是第六和第七號

之間的插曲。第五

及第六號稱為第一、

二的災，如今已經過

去，還有第三樣的災，即第七
號的災。

• 這段插曲是約翰安慰地上的
教會，內容是關於教會在末
世應有的角色，在末日的審
判中，教會的任務是甚麼?

86

由第六號到第七號，是第二個插曲，事
情的發生越來越緊張，但我們卻不能完
全知道真實的事如何發生。

87

1.大力的天使

• 10:1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從天降下、披著雲彩、頭上有虹．臉

面像日頭、兩腳像火柱．

• 10:2 他手裏拿著小書卷是展開的．他

右腳踏海、左腳踏地

88

• 他由天降下，因此現在所描寫的是在地
上。

• 天使「從天降下，披著雲彩=有上帝的
榮耀，頭上有虹=榮耀的頭飾，臉面像
日頭=奪目的面貌，兩腳像火柱=好像基

督的樣式(啟一15)」

• 全句的意思是︰上帝的使者在雲柱火柱
中，保守教會如同昔日上帝保守以色列
人。

89

• 天使不是主耶穌。

a. 另有一天使，與天使
同類；

b.約翰沒有向他下拜；

c. 他向天舉手起誓，基
督不會這樣起誓。

• 他可能是米迦勒(但以
理書)，或是加百列
(上帝是我的力量。)

90



「他手裡拿著
小書卷，是展
開的。他右腳
踏海，左腳踏
地。」(啟10:2)

91

• 小書卷，也不是前面所說封嚴的書，
它是「小」，以別於前面的書卷，而
且它是展開的，它的內容是人人皆知
的。

• 腳踏海陸，除了表示他的巨大，更重
要是表示書卷內容與普世(海洋陸地眾
生靈)有關，

• 因為約翰後來吃後向各方各族說預言。

92

2. 七雷隱閉

• 10:3 大聲呼喊、好像獅子吼叫、呼喊

完了、就有七雷發聲。

• 10:4 七雷發聲之後、我正要寫出來、

就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七雷所說的

你要封上、不可寫出來。

93

天使的聲音如獅

子，即一種低頻

而範圍極其深遠

的聲音，這種震動群山的聲音叫人不得
不停下來小心聆聽。

天使的聲音與他碩大無朋的身型相配合，
而他呼叫完了，到七雷發聲，「七」是
上帝的數字，「雷」是上帝的聲音

94

• 七雷是上帝

審判大地及人之前的忿怒之聲，上帝雖
然為創造的主，卻一直被人藐視，人類
一直踐踏他的愛。

• 七雷裡面是有信息的，是上帝以打雷
的聲音說話，約翰正要寫下來，卻為
天上的聲音禁止。

95

• 這是令人很迷惘的，因為一開始，約
翰受命要把所看見的，現在的，將來
的都寫出來。(啟一19)

• 在結尾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
因為日期近了。」(啟二十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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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上帝的命令就是命令，不要用
人的邏輯來取代上帝的吩咐。

• 既是這樣，我們就不要猜七雷的信息
是甚麼了。

97

3. 天使的宣告

• 10:5 我所看見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

向天舉起右手來，

• 10:6 指著那創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

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

永遠遠的、起誓說、不再有時日了。

• 10:7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

神的奧祕、就成全了、正如 神所傳

給他僕人眾先知的佳音。

98

• 天舉起右手來(=就是向天發誓，但十二:7,

天使也是這樣起誓)。

不再有時日了（或作：不再耽延了）。意思
是不再有機會，時日=the right time (時侯滿
足), not the chronological time(流水脹)。

99

• 不再有機會，是最強烈的末日信息，
即人類的歷史到了盡頭。進入二十一
世紀，人對世界末日的信息非常敏感，
只可惜人不聽上帝的說話，只是內心
焦急。

100

• 人類從18世紀發明蒸汽機開始，短短

兩百年，竟然經歷三次技術革命，跨
越三個時代：

• 機械時代(18-19世紀)、

• 電氣時代(19

-20世紀)、

• 資訊技術時

代(21世紀). 

101

• 20世紀是人類知識增長, 科技突飛猛進

的世紀。高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對人
類社會各方面的衝擊亦與日俱增. 大多
數這些技術的進步，都是在20世紀下
旬(1960年後)完成. 例如:

102



• 1903年成功的動力飛行

• 1942 年德國成功發射地

對空火箭

1942年完成第一部巨型電子計算器;

• 1945年美國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

• 1953年發現DNA去氧核糖核酸雙重螺旋結構;

• 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人造衛星

• 1958年發明積集電路;

103

• 1969年美國阿

波羅登陸月球漫

步; 1980年之後，光纖改變了世界的資訊，
天涯若比鄰。

• 幹細胞及複製人，基因改造，世界到
了極其快速的發展。

104

• 21世紀資訊時代改變了人類一切生活

105

•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第七
號之前)，神的奧祕就成全了，

• 神的奧祕是甚麼?

• 是上帝的永恆計劃，可以是上帝的教
會，也可以是與教會有關的救贖，即
耶穌基督；也可以是以色列人的硬心，
甚至是後面所說敵對上帝國的巴比倫
大淫婦。

106

• 奧秘也可以是人類的苦難。

• 我們問，主何時回來? 為何義人受苦? 

• 由於苦難是一個奧秘，所以它是無目的、
無選擇、臨到就臨到，好人和壞人一樣受
災…

107

5.約翰吃小書卷

• 10:8我先前從天上所聽見的那聲音又

吩咐我說：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

使手中展開的小書卷取過來。

• 10:9 我就走到天使那裡，對他說：請

你把小書卷給我。他對我說：你拿著

吃盡了，便叫你肚子發苦，然而在你

口中要甜如蜜。

108



• 10:10 我從天使手中把小書卷接過來，

吃盡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

以後，肚子覺得發苦了。

• 10:11 天使（原文是他們）對我說：

你必指著多民、多國、多方、多王再

說預言。

109

天上的聲音，沒有主

詞，大概是上帝或是

另一位天使的聲音，

更威嚴，叫約翰從「踏海踏地之天使手
中展開的小書卷取過來。」這小書卷有
甚麼信息? 

110

a. 天使的姿勢︰右

腳踏海左腳踏地，一
手拿著展開的書卷，
一手向天高舉起誓，
並且發聲如獅吼，這
是一個宣告基督得勝
的姿態︰敵對上帝的
勢力瓦解，萬國成為
我主和主基督的國度。

111

b.本章最後(11)的暗示︰那是關於「多民、多

國、多方、多王」的預言。亦即全世界人類
的命運，在異象中約翰看見人類不肯悔改的
下場，心中奇苦，

苦到受不了。但口

中卻因這是上帝的

話，又因是上帝的奧

秘至終成全，這話在

口中如蜜的甜。

112

甜與苦是體驗了上帝的心

情︰父母看見自己的逆子，

一個不肯悔改作惡多端的兒

子，受到法律的制裁，一方面為法律的公義，
為受害人而高興；但另一方面卻心中悲苦，
因為他是自己的骨肉。

113

• 很多人讀到上帝審判人，就為世人向
上帝抗議，認為人犯罪也不該受如此
刑罰，這是為了體貼人而漠視上帝的
公義；

• 同樣，人讀了上帝審判世人就十分高
興，巴不得早日見到罪人被掉到永火
裡受刑，這是漠視了上帝的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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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插曲的延續︰苦難

中的教會

啟十一章

115

啟示錄十一章

11:1. 有一根葦子賜給我，當作量度的

杖，且有話說：起來！將神的殿和祭壇，

並在殿中禮拜的人都量一量。

11:2.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

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他們要踐踏聖
城四十二個月。

116

「蘆葦」生
於約旦河岸，
約５－６公
尺，除淨後
有３－４公
尺，用來量
度大型物件。

117

丈量是表明上帝的保守︰聖殿、
祭壇和敬拜的人；而外邦人、殿
外的部分，在丈量以外。

118

殿外的部分，指外邦人院，是俗
的，不信的人所在。而外邦人要
踐踏聖城(教會)四十二個月。

119

兩個見証人(十一3-14)

傳統上是指舊約

1. 撒迦利亞書四2-14︰所羅巴伯和
約書亞

2. 本章5、6節所述，可能是摩西和
以利亞

120



摩西叫水變為血

121

以利亞叫天
閉塞不下雨

122

兩個見証人
穿著毛衣，
如施洗約翰
的妝扮，施
洗約翰是傳
道者。

123

他們是兩棵
橄欖樹(提

供燈台的油)
和兩個燈台
(見証福音)。

124

兩個見証人的現代解釋

 他們是特殊的，「兩個見証人」之前有
冠詞「那」，不是一般的兩個人，而是
眾所周知的，有代表性的。

 他們與獸交戰(7)，因此代表了兩種勢力，
黑暗與光明，而非單打獨鬥。

 他們二人被上帝的生氣復活(11)，「就站
起來」，與以西結書三十七1-10，以色
列全家枯骨復生，成了大軍。

 可見此二人乃一集體性(collective)或代表
性的人物。

125

兩個見証人的象徵解釋

我們可以推斷，兩個見証人即是教會

126



11:2聖殿

127

12:6 婦人；

128

13:6那些在天上的；以及13:7的眾
聖徒，這都是象徵教會

129

兩個見証人的傳道活動

傳福音時期(11:5-7節)

11:5. 若有人想要害他們，就有火從

他們口中出來，燒滅仇敵。凡想要害

他們的都必這樣被殺。

口中噴火象徵審判

130

11:6. 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傳道的日

子叫天閉塞不下雨；又有權柄叫水變為
血，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
世界。

這是舊約以利亞及摩西的神跡奇事，代
表他們帶著權柄宣講福音。

131

2. 受苦迫害時期(7-10節)

11:7. 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那從無
底坑裡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並且

得勝，把他們殺了。

132



獸是甚麼?

獸(the beast)在啟示錄出現了39次，除
了6:8指野地的野獸外，其餘的經文都
是指「逼迫聖徙的地上政權，這裡有冠
詞(the)，是指一種當時信徒熟悉的獸。
但以理書七章從海出來的四獸，代表了
世上四個政權。

133

這裡的獸很可能指逼害聖徒的羅馬
帝國。

134

11:8. 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裡的街上；

這城按著靈意叫所多瑪，又叫埃及，就

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之處。

1. 大城=巴比倫=羅馬的暗語

2. 羅馬+所多馬+埃及=敵擋上帝的政
治權力

3. 這些勢力把耶穌釘死在耶路撒冷

4. 這些勢力是全世界的
135

8. 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裡的街
上

「街上」或「街道」，原文是平的或
寬廣的，意思是廣場，他們不是秘密
處死，而是在人多聚集的地方，即兩
個見証人是被公開殺害。

136

11:9.從各民、各族、各方、各國

中，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

又不許把屍首放在墳墓裡。

三天半即3及1/2，與前面三年半, 42

個月，1260天互相對應，代表了同一
段時日。

即他們傳道的日子，與耶穌三年半的
日子一樣。

而死亡的日子與耶穌死後三天復活的
日子相若。137

死而不能埋葬，在中東表示對死者的
極度忿怒，也是對被殺害者的極端羞
辱。

與中國人死無葬身之地相仿。

138



11:10.住在地上的人就為他們歡喜
快樂，互相餽送禮物，因這兩位先

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兩個見証人帶給世界的是「生命之
道」，而世界卻有不同的看法。「光
來到世界，世界卻不接受光。」

「住在地上的人」=並非一般中性的人，
而是受了獸印記的人

他們做買賣，倚靠世界而活，蔑視上
帝律法

139

他們對兩個見証人不單「殺害」和
「暴屍」，更設宴歡樂。

140

11.過了這三天半，有生氣從神那

裡進入他們裡面，他們就站起來；

看見他們的人甚是害怕。

本段出自以西結37:10「於是我遵命說預言，
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
成為極大的軍隊。」

這復活不是將來，而是「現在」，他們為主
作見証，雖然被殺，卻沒有停止了福音的活
動。

例如司提反死了，教會卻不斷增長!

「害怕」=世人見不能勝過教會，產生一種
無可奈何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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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兩位先知聽見有大聲音從天上來，

對他們說：上到這裡來。他們就駕著

雲上了天，他們的仇敵也看見了。

約翰的記載，主要說明為主作見証的人，
要走主相同的路，

而不是真實的在現

在的時空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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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正在那時候，地大震動，城就倒塌
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

其餘的都恐懼，歸榮耀給天上的神。

當耶穌釘十字架時，也是地大震動，

磐石崩裂(27:51)

守墓的人混身亂顫(28:4)

十分之一；七千人都是指有限的人。
如果七千人是十分之一，則城中有七
萬人，這與當時的耶路撒冷人口相若。

「恐懼」帶有悔改的意思，最後他們
歸榮耀給天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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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第二樣災禍過去，第三樣

災禍快到了。(插曲終結)

第二樣的災是指第六號的災︰生態災
劫及死亡使者等

第三樣的災是指十二章之後，上帝對
世界的審判，包括七碗(16:1-21)；
大淫婦(17:14-18)及大巴比倫的覆亡
(18:1-24)

144



15.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

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
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世上的國」與馬太福音4:8耶穌受試
探時魔鬼所說「世上的萬國」同一個
字。

耶穌一生向魔鬼「說不」，主的國才
建立起來，由「世上的國」轉變為
「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145

這國度是永永遠遠，是末日成就
的永恆國度

146

16-17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
十四位長老，就面伏於地，敬拜神，

說：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阿，

我們感謝你！因你執掌大權作王了。

根據第四章，大寶座前有
人子羔羊、七盞火燈(聖
靈)、扛抬寶座的四活物、
圍繞寶座的二十四位長老、
還有千千萬萬的天使。

何以這裡只提二十四位長
老?

147

在獸手下也是他們殉道，因此在這裡
由他們代表敬拜

因為二十四位長老代表新舊約聖徒，
而上帝的國度與他們最有關係，他們
在世受逼迫才能建立主的國度。

148

時空穿梭

二十四長老對上帝的稱呼︰「主上帝全能
者」，是最得體的，因為肯定上帝統管萬有。

上帝是今在、昔在，與過往「今在、昔在、
將要再臨」有不同，因為在第七號中，我們
已到了末日之後的永恆階段，「因你已經執
掌大權作王了。」

這是約翰的時空穿梭，把我們帶到末日永恆
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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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外邦發怒，你的忿怒也臨到了；審判死
人的時候也到了。你的僕人眾先知和眾聖徒，

凡敬畏你名的人，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也

到了。你敗壞那些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也就

到了。

上帝掌權包括兩個向度︰審判列國；獎賞聖徒

1.審判列國︰

第一句話出自詩篇2:2、5「世上的君王一齊起
來，…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那時，
上帝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嚇他們，」

列國攻擊聖城(教會)，在第六碗(16:12-16)及

千禧年之後(20:7-10)進行，這審判還未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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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獎賞聖徒

如果用連接詞和(kai)共有三組人︰僕
人先知、眾聖徒、敬畏上帝名的人。
他們是連大帶小的。都是指整個屬上
帝的群體。

先知=傳達上帝信息的使者

151

聖徒=上帝從世界分別出來的人

敬畏上帝名的人=不在我們教會名錄，
甚至我們不認識，只有上帝知道及
拯救那些心中敬畏上帝的人。

152

甚麼獎賞? 例如寫信給七
間教會的獎賞

1. 生命樹(啟2:7)

2. 不受第二次的死(啟2:11)

3. 隱藏的嗎哪和白石(啟2:17)

4.勝過列國權柄(啟2:26-28)

5.穿上白衣(啟3:5)

6.成為殿中的柱子(啟3:12)

7.與基督同佳寶座(啟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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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當時，上帝天上的殿開了，在

他殿中現出他的約櫃。隨後有閃
電、聲音、雷轟、地震、大雹。

天上的殿開了，表示上帝的國降臨，
主要的目的是顯出約櫃。

約櫃=上帝與祂的百姓立約，即上帝與
人同在。

閃電、聲音、雷轟、地震、大雹展示
了天庭的異象︰就是上帝的可畏和威
榮。本句比8:5多了大冰雹，加重了審
判的意義。154

結語

我們放眼四望，自從耶穌升天以後，
祂的子民在世上一直經歷大小不同的
攻擊、災難。但這些災難還未過去，
我們的上帝沒有離開我們，祂一在直
在世界施行奇事保守我們。

我們必須繼續忠於主，持守祂的真道。
主走過的路，我們也一樣要走。

155

降龍伏魔

啟示錄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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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天上現出大異象來：有一個婦人身披

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冕。

12:2 他懷了孕，在生產的艱難中疼痛呼

叫。

12:3 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
，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

12:4 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

一，摔在地上。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
人面前，等他生產之後，要吞喫他的孩子

。
157

12:5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
杖轄管（轄管：原文是牧）萬國的；他的

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裏去了。

12:6 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裏有神給他預

備的地方，使他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12:7 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

者與龍爭戰，龍也同他的使者去爭戰，

12:8 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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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

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12:10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

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

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
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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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

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12:12 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快樂
吧！只是地與海有禍了！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

時候不多，就氣忿忿地下到你們那裏去了。」

12:13 龍見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
子的婦人。

12:14 於是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叫他

能飛到曠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

那裏被養活一載二載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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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蛇就在婦人身後，從口中吐出水來

，像河一樣，要將婦人沖去。

12:16 地卻幫助婦人，開口吞了從龍口吐
出來的水（原文是河）。

12:17 龍向婦人發怒，去與他其餘的兒女

爭戰，這兒女就是那守神誡命、為耶穌作

見證的。那時龍就站在海邊的沙上。

161

經文結構
� 11:15a  第七號的吹響

� 11:15b-19 A 天上的頌讚

� 12:1-18        B 婦人和紅龍的大異象

� 13:1-18          C 海陸二獸的異象

� 14:1-5               D 羔羊和其跟隨者在錫安山

� 14:6-20         C’ 天使的異象

� 15:1            B’ 七碗天使的大異象

� 15:2-8      A’ 聖徒在玻璃海上的頌讚

� 16:1    七碗之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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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七號到第七碗，中間有一大段插曲，
這段插曲主要是講述教會如何受到逼迫，
上帝如何保守著教會，因此這段經文是
對信徒有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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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天上現出大異象來：有一個婦人身

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冕。

� 婦人的樣貌不可思議，
明顯不是一個獨立的
人，因為沒有一個人
是身披日頭的，她是
一個象徵人物，或是
象徵一個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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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是誰?

�如果要問婦
人是誰，我
們必先問孩
子是誰?

�一般解經家
都同意「孩
子」是彌賽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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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節. 他懷了孕，在生產的艱難中疼痛

呼叫。

�如果孩子是彌賽亞，難道婦人是馬利亞?

�不是!

�因為婦人不是一個人，是一個象徵的說
法。我們要從聖經的象徵角度去解釋。

�彌賽亞出自上帝的子民，舊約稱以色列
人為「上帝的新婦」，是「錫安的女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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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披戴日頭，腳踏月亮代表彌賽亞之
母的榮耀

�冠冕上的十二星代表十二支派

�上帝揀選以色列最大的目的是要藉著這
群體把彌賽亞帶到世上來，以色列所受
的苦難都是生產彌賽亞的苦難。

�新約的信徒被稱為新以色列，因此，教
會取代了以色列人成為上帝的新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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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降生時，以色列沒有受甚麼的苦。

�正如本章所說，婦人生孩子時，龍只站
在婦人面前。

�當婦人生下孩子時，龍要吞吃孩子，正
如撒旦要害死耶穌。

�但基督很快便得勝升天

�龍便迫害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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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是真以色列人，是包括舊約和新約
上帝的子民

�天上寶座旁有二十四座位，包括十二支
派和十二使使徒

�婦人是代表上帝救贖和和揀選的子民，
在今日而言，就是代表教會

�婦人就是代表屬基督得贖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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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群體是一個
救贖的群體，切勿
攪錯︰

� 它不是政治團體

� 它不是福利團體

� 它主要目的不是維
持社會公義(人權組
織)、監察政府運作
(國會議院)、救濟貧
苦大眾(紅十字會、
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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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上帝揀選，
遵行上帝旨意的
人

�因此它注定是撒
旦攻擊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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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

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

� 甚麼是龍?

� 迦南神話稱「利維
坦」(Leviathan)

� 和合本舊約誤譯鱷
魚，因為它代表邪
惡。

� 龍是以色列的仇敵，
一出現就有流血及
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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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龍是瑞獸，代表福樂，不代表邪
惡

�兩者完全不同，

�龍的傳人絕對不是撒旦的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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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龍頭上戴著七個冠冕，代表完全(七)
即無比的能力。冠冕即掌權，意思是它
控制世上的國家。

�「七」本是上帝完全的能力，撒旦最喜
歡模仿上帝。

�十角代表地上最大的政治力量，利用各
國的力量來對付上帝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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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

一，摔在地上。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
人面前，等他生產之後，要吞吃他的孩子。

�天上的星辰三分之一，有學者解釋為撒
旦進攻天庭，把三分之一的天使帶走了，
背叛上帝。但聖經沒有明說。

�約翰的意思是大紅龍的勢力很大。

�龍要吃掉婦人的兒子，就是要除滅彌賽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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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節.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

鐵杖轄管（轄管：原文是牧）萬國的；他

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

� 鐵杖轄管列國出
自詩篇二篇。彌
賽亞要用鐵杖打
破世上各國的聯
盟。

� 牧養︰指彌賽亞

用鐵杖的武器來
保護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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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完全沒有提
及彌賽亞的一生，
只有降生和復活。
目的是特顯上帝
對基督的保守，
而不必再斤斤計
較祂一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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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裡有神給他

預備的地方，使他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龍的計劃失敗，遷怒於婦人，陳大發雷
庭。婦人逃到曠野。

�聖經有很多例子︰以色列人在曠野；以
利亞逃到曠野；耶穌退到曠野等，曠野
是上帝保守祂僕人的地方，使他們重新
得力。

� 1260天即三年半，指教會受試煉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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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8. 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

的使者與龍爭戰，龍也同他的使者去爭戰，

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

� 撒旦可以登上天庭
與天使爭戰嗎?

� 1. 牠曾在上帝面前
控訴約伯(伯一6-12)

� 2. 牠也晝夜控訴使
徒(羅八33；啟一二
10)

179

爭戰的時間︰基督完成救贖之後不久。
爭戰的結果︰撒旦被趕出天庭

180



天使長米迦勒(Michael the Archangel)是誰?

� 1. 上帝子民在天上
的代表(但一二1)

� 2. 他曾為摩西的身
體，與魔鬼劇烈爭辯
(猶9)

� 3. 他是捍衛上帝子
民的大將

� 4. 撒旦大敗，以致
天上再沒有撒旦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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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

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 撒旦是啟示錄的主角，因此約翰有必要詳細
介紹牠。

� 1. 古蛇、魔鬼、撒旦都來自同一個字源︰希
伯來文的“Satan”，指「敵對者」

� 2. 中世紀有一個故事︰當上帝對某一位天使
長說，要創造人類，地位要比天使高。於是
那天使長妒嫉，要破壞神人的關係，結果牠
墮落了，成為古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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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曾暗
示撒旦本是
天使︰「你
是那受膏遮
掩約櫃的基
路伯」(結
二十八14)，
因驕傲而墮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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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的手下是鬼
魔(Devils)，充斥
世上，引誘人犯
罪。

�住在水中或無水
之地(太8:32; 
12:43)

�可以附上人身(可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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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雖有勢力，自從基督復活後，牠註
定失敗

�我們固然要防範牠，但也不必太高估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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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

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
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
經被摔下去了。

� 1. 天上大聲音可能來自天使

� 2. 強調上帝在歷中的三作為︰救恩、能力、
國度

� 3. 基督的權柄到來，就是撒旦被摔下去的時
候

� 撒旦不能再在上帝面前控告我們，因為有基
督的寶血塗抹我們的過犯，並且有聖靈用說
不出的嘆息為我們禱告 186



�在約翰寫啟示錄的時候，羅馬政府有一
種特務叫「告密者」(delator)

�在共產黨有所謂街坊保長，也是專事竊
聽控告，讓人在白色恐下生活

�基督來了，是釋放赦免，叫人得自由和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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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

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
性命。

� 1. 我們從罪得釋放，是因羔羊的罪血

� 2. 撒旦是毀謗我們，叫我們灰心，對自己失
去信心，自眨自責，終日看自己的罪多於上
帝恩典，結果人就沉下去，沒法事奉主，也
不能關懷別人。這樣，撒旦就得勝了。

� 3. 因此，我們必須緊靠羔羊的血，祂赦罪的
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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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快樂
吧！只是地與海有禍了！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

時候不多，就氣忿忿的下到你們那裡去了。

� 撒旦之所以
氣忿，因為
牠破壞基督
救贖的計劃
失敗了，因
此遷怒於世
界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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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龍見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

生男孩子的婦人。

�在基督升
天以後，
撒旦用不
同的方法
逼迫教會

� 1. 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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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波斯河統治下
的東方教會

自從羅馬帝國四
世紀皈信基督以
後因為波斯王認
為在他國境內的
基督徒都是羅馬
的奸細。由350-
650三百年有計劃
的屠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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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於是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叫他

能飛到曠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

那裡被養活一載二載半載。

1.兩個翅膀代表強而
有力的拯救

2.如以色列人從埃及
到曠野

3.這使我們想起，上
帝在西乃山對以色列
人說︰「我如鷹將你
們背在翅膀上，帶來
歸我。」(出十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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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逼迫中上帝對教會的保守

249年，狄西阿（Decius）
看見野蠻民族入侵，認為救

國唯一方法是重振國教，

250年下旨在指定日期，全
國必須歸附國教，因此基督

徒彼迫向羅馬神明獻祭，在

壇上燒香，然後領取一証書，

可免殺害。

這次逼迫以北非，高盧及意

大利最烈，幸好狄西阿於翌

年戰死。

193

� 257年，瓦勒良
（Valerian）下旨逼
害基督徒，教會為非
法團體，258年，凡
拒絕向凱撒獻祭的，
被判死刑，

� 居普良等在此時殉道。
幸好不到三年，瓦勒
良被波斯軍俘虜，死
於獄中。逼迫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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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式綿--->
� 303年，丟克理田
（Diocletian 245-303）對
教會嚴重迫害。以往教會

建立不少宏偉教堂，保存

不少教會著作，可惜多為

丟氏摧毀及燒掉。

� 後來丟氏神志昏亂，由馬

式綿（同僚）（Maximian）
操權，他更殘暴，強迫全

國人民在各地神壇獻祭，

許多基督徒殉道，但亦一

些經不起烈火而下拜或黑

市購買祭禮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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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節. 蛇就在婦人身後，從口中吐出

水來，像河一樣，要將婦人沖去。地卻幫
助婦人，開口吞了從龍口吐出來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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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約，大水代表人遭遇的窘迫(以賽亞
書四十三2)

�地把水吞下，好像在大逼迫中有神跡奇
事保守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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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 龍向婦人發怒，去與他其餘的兒女爭戰，

這兒女就是那守神誡命、為耶穌作見證的。那

時龍就站在海邊的沙上。

� 婦人是教會，即由古至今屬上帝的群體，也
是一個屬靈群體，有的時候是指超越時間空
間的教會。

� 其餘的兒女，即一個一個有血有肉的基督徒。
撒旦要一個一個攻擊信徒，尤其是愛主守主
誡命的信徒。

� 最後一句「那時龍就站在海邊的沙上。」是
屬於下一章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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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現今最有效的方法，攻擊教會，是多元
主義。把真理模糊化。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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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理性主義、科學
主義、世俗主義、消
費主義、享樂主義興
起以後，人心厭煩真
理，基督教衰落

� 2009年4月13日Newsweek

美國基督教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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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其
他宗教的興起，
印度教、伊斯
蘭教、佛教的
發展，限制當
地人民聽福音，
比十九世紀宣
教時代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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