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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5 屬靈爭戰 (啟 12-13;14:6-20) 

 

A. 用 X 形結構解讀啟用示錄 10-14 章的插曲 
使用 ABA的形式來分解段落，可以找出整大段的中心信息。 

 

 

 

 

 

 

 

 

 

 

 

 

 

 

 

 
1. 啓示錄 10-14章插曲用 X型結構所帶出不同的主題 

 

內院與外院 莊稼熟透和葡萄熟透 信徒的抉擇 

兩見證人 兩獸 從神而來的幫助對比從撒但而來的攻擊 

婦人的男孩 婦人的其餘的兒女 主耶稣與信主的人在地上有相同的遭遇，

就是受到撒但的攻擊，甚至到死亡的地步 

婦人在鄺野 婦人在鄺野 以色列民族會受到神的特別的看顧 

龍在天上 龍在地上 無論在天或在地，撒但都是终極失敗 

 

2. 這個 X型結構的中心信息是甚麼? 

 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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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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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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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七號 8-9 

               B第七位天使吹號 10 
 

                 C內院與外院 11:1-2 

                   D兩見證人 11:3-13 

                     E 婦人的男孩 12:1-5 

                       F婦人在鄺野 12:6 

                         G龍在天上 12:7-9 

                           H天上凱旋之歌 12:10-12  

                         G龍在地上 12:13              

            F婦人在鄺野 12:14-16 

                     E 婦人的其餘的兒女 12:17 

                   D兩獸 13 

                 C莊稼熟透和葡萄熟透 14:14-20 
 

               B第七位天使吹號 15:1 15:6-8 

             A七碗 16 

插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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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場天上的敬拜，而是當撒但被拋下地的時候，一班在天上的聖徒齊來歌頌，這首

天上凱旋之歌的內容如下 

a) 宣告撒但的敗亡 (12:10) 

b) 告知信徒得勝的原因 (12:11) 

 靠著耶穌的寶血 

 聖徒的忍耐和信心，甚至以自己的生命去見證所信的道 

c) 邀請所有在天上屬於神的聖徒和使者一起歡樂慶祝 (12:12a)  
d) 另一方面，亦要向仍在地上神的子民宣告，他們是不能避免撒但的攻擊(12:12b) 

 

3. 啓示錄 12-13章的信息是甚麼? 

a) 啓示錄 12-13章有七個人物 

 

 

 

b) 天上大戰一役，撒但大敗，它知道自己時候無多，於是決定與世人同歸於盡，逼害以

色列民族,逼迫信徒 

 

c) 撒但並不知道主耶穌何時再來，但它會在每一個時代，興起兩獸幫它達到與世人同歸

於盡的目的 

 約翰一書 2 

18 小子們哪, 如今是末時了. 你們曾聽見說, 那敵基督的要來 現在已經有好些敵

基督的出來了. 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d) 地與海有禍了，因為信徒要受大逼迫(啟 12:17) 

e) 海上的獸，擁有政治的權力，而地上的獸，擁有宗教的權柄 

f) 自使徒時代至今，政治和宗教，成為撒但逼害信徒、迷惑世人的工具 

g) 兩獸必與兩個見證人交戰 (啟 11:7) 

 

h) 當主耶穌再來之前，末日的兩獸對信徒的逼迫和世人的迷惑和控制，將會達至極點 

 帖羅尼迦後書 2 

3 „ 因為那日子以前, 必有離道反教 的事, 並有那大罪人, 就是沈淪之子, 顯露

出來. 

7 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 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 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 

8 那時這不法的人, 必顯露出來. 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 用降臨的榮光廢掉

他. 

i) 約翰用當時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藉著信徒所處的境況，來描述兩獸對信徒的殘害，

使讀者能體會未日兩獸的凶殘 

 

j) 這些異象要傳遞甚麼信息? 

 啟示錄 13 

10 „ 聖徒的忍耐和信心, 就是在此. 

婦人 龍 男孩 米迦勒 婦人的後裔 海中的獸 地中的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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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紅龍與米迦勒的爭戰 
 啟示錄 12 

3 „ 有一條大紅龍, 七頭十角, 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 

4 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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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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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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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紅龍的描述 

a) 龍在舊約中，經常代表抵擋神的邪惡勢力，譬如用來形容埃及和巴比倫等等，有時候

龍會譯作拉哈伯(Rahab) 、大魚 、鱷魚(Leviathan)或河馬(Behemonth) 

 以賽亞書 51 

9  耶和華的膀臂啊，興起！興起！以能力為衣穿上，像古時的年日、上古的世代

興起一樣。從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魚的，不是你嗎？ 

 詩篇 74 

14  你曾砸碎鱷魚的頭，把他給曠野的禽獸（禽獸：原文作民）為食物。 

 

b) 七頭十角、冠冕:七(完全)，十(偉大)，頭(權柄)，角(能力)，冠冕(統治) 

 它以為自己如神一樣，有完全的權柄和十足的能力，能統治萬有 

 不過它很有影響力，能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但以理書 8 

11 並且牠自高自大, 以為高及天象之君. 除掉常獻給君的(.燔祭.), 毀壞君的聖

所. 

2. 撒旦是誰? 

a) 據次經以諾二書，撒但原是一位天使，妄想自己的寶座高過神，結果它從天上被趕了

下來。巴比倫人有一個關於晨星之神依施他(Ishtar)的故事，這位依施他因不守本分

而抗叛神，結果被神從在天上摔了下來。 

 
b) 在舊約中，以賽亞曾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從天墜落！」。導致撒但墜

下來的罪就是驕傲。當它從天上被拋下來，他便在空中隨處遊蕩，也被稱為空中掌權

者的首領。 
 以赛亞書 14 

12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以弗所書 2 

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

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c) 撒但，敵對者的意思，在舊約，撒但是一名天使，經常在神面前控訴神的子民，他的

立場就是與人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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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迦利亞書 3 

1  天使（原文作他）又指給我看：大祭司約書亞站在耶和華的使者面前；撒但也

站在約書亞的右邊，與他作對。 

 
d) 在舊約中，我們還未見過撒旦以魔鬼的形式出現，雖然有些時候我們會見到眾魔鬼的

出現；但是到了新約中，撒但便以魔鬼的角色出現了。魔鬼的希臘文是 Diabolos，若

按字義上的解釋，它就是一個誹謗者，或是一個控告者。 

 
e) 在新約中，撒但由一位在神面前控數世人的主控官，變成一位試探、誘惑世人，並攔

阻天國降臨的惡魔 
 馬太福音 4 

1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 

 約翰福音 13 

2  吃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裡。 

 路加福音 22 

31  主又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 

 使徒行傳 5 

3  彼得說：「亞拿尼亞！為什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

銀私自留下幾分呢？ 

 歌林多後書 2 

11  免得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 

 路加福音 13 

16  況且這女人本是亞伯拉罕的後裔，被撒但捆綁了這十八年，不當在安息日解開

他的綁嗎？」 

 馬太福音 13 

39  撒稗子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馬可福音 4 

15  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撒但立刻來，把撒在他心裡的道奪了去。 

 在試探中誘惑耶穌 

 把一個出賣耶穌的陰謀放進猶大的心中 

 設法使彼得跌倒 

 勸亞拿尼亞在賣了家產之後，收一部分作為私有財物 

 施行一切詭計去達成他的誘惑目的 

 使人生病和受苦 

 把稗子種在地上，阻礙好種子生長，就是攔阻福音的傳播 

 從人的心裏奪取了道種，叫人失去了生長的機會 

 

f) 到啟示錄，撒但更加將自己的能力和權柄，賜給向它下拜的兩獸，誘惑普天下人，逼

迫信徒，大紅龍就是古蛇、魔鬼、撒但(敵對者)、也就是那位在主禱文中的「惡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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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米迦勒是誰? 

a) 根據猶太人的傳统，天使長有七位，聖經有提述的祇有米迦勒(Michael, Who is 
like unto God?)和加百列(Gabriel,God Conquers)，因為有天使隸屬於他們，所以稱

為天使長。。 

 

b) 米迦勒被稱為神子民的守護天使 

 但以理書 12 

1「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原文作大君）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艱

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

救。 

 

c) 與龍爭戰的是天使長米迦勒，米迦勒的使者和龍的使者本性上都是一樣的，不過龍和

它的使者是叛逆、不順服神的一群。 

 

4. 天上的爭戰與結果 

a) 神將孩子(主耶穌)提到寶座，撒但心有不甘，於是與它的使者，直追上天庭，天使長

米迦勒與神的使者，與撒但大戰 

b) 結果天上再沒有撒但和它的使者立足之地，它們一同被摔到地上 

c) 撒但不能在神面前晝夜控告神的子民 

 

C. 龍要攻擊的對象 
 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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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他懷了孕，在生產的艱難中疼痛呼叫。  

5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轄管：原文作牧）萬國的；他的孩子

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  

 

 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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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龍見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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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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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地卻幫助婦人，開口吞了從龍口吐出來的水（原文作河）。 

 

 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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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龍要攻擊婦人的男孩 

a) 這男孩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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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男孩毫無疑問就是主耶稣，就是彌賽亞。這孩子「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是

詩篇第二篇九節的引述，而這節經文一向被認為是描寫彌賽亞的經文。 

 詩篇卷 2 

9 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 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器摔碎 

 

b) 這條龍出現的主要目的是要等那個懷孕的婦人生產，然後吞吃她的孩子。從彌賽亞降

生以前，撒但已經想藉著各樣的機會來除滅祂，當彌賽亞降生之後，祂的一生都受著

撒但、地上的掌權者和宗教領袖的迫逼，要致衪到死地，他們才罷休。不過他們萬想

不到，神叫基督死而復活，彌賽亞再來的時候，衪會完全消滅撒但。 

 

2. 龍要攻擊婦人 

a) 婦人的描述: 身披日頭, 腳踏月亮, 頭戴十二星的冠冕，她不是某一個人，她就是神

所揀選的以色列民族 

 創世紀 37 

9 後來他又作了一夢, 也告訴他的哥哥們說, 看哪, 我又作了一夢, 夢見太陽, 月

亮, 與十一個星向我下拜. 
 

b) 婦人懷孕生男孩: 彌賽亞是由神所揀選的群體以色列民族而出 

 

c) 婦人逃到曠野受試煉:以色列人視曠野為試煉之地，以利亞和主耶神都在曠野受過試煉 

 

婦人逃出耶路撒冷和猶太地，躲避龍的憤怒 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躲避法老的追殺 

龍追趕婦人於沙漠 法老追趕以色列人在沙漠 

婦人在沙漠被養活三載半(四十二個月) 以色列在沙漠走了四十二個站 

 

d) 那婦人是得著大鷹的兩翼飛到曠野。在舊約中，鷹的翅膀曾重複多次象徵上帝幫助的

膀臂。 

 出埃及記 19 

4『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

歸我。  

 

e) 另外，那蛇吐出來的水，像河一般氾濫。在舊約中，苦難與迫害經常是以波浪洪濤表

達出來的，可是當那龍吐出大水像河氾濫的時候，大地卻把水吞下，而那婦人便得了

拯救。民數記十六章記載，神曾經命令地開了口，吞下可拉一黨的人，現在，地吞了

從龍口中吐出來的水，神一直看顧著婦人，用祂自己的方法來保護她。 

 詩篇卷 42 

7  你的瀑布發聲，深淵就與深淵響應；你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 

 

f) 一千二百六十天: 以色列民族將會受到龍的逼害，须然受逼害的日子不容易受，不過

艱難的日子是不會永無止境的，神巳定下日期數目，不加增、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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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攻擊婦人其餘的女兒 

a) 婦人其餘的女兒，是指一切新約教會的信徒。龍看見它要毀滅婦人的計劃失敗了，就

去攻擊婦人其餘的兒女，全面的逼迫主耶穌的信徒。 

 
b) 當撒但從天上被拋下地來，须然它在天上的權柄已被粉碎，但它仍然可以在地上操權

，不過他作惡的時間非常短暫，無論它如何施行迷惑、威嚇和迫逼，不要被撒但的力

量和權勢所威嚇，因為它的结局是失败的。 

 

c) 誰是我們的敵人:撒但 

 不是在教會、家庭、工作 

 當每次我們與別人有爭執的時候，撒但就勝了一仗 

 

d) 認識我們的敵人:知己知彼 

 以弗所書 6 

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 管轄這幽暗世界

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它是執政的(principality archas):它的國度和組織非常嚴密 

 它是掌權的(authority exousias):那些被分派到不同地區的邪靈，都賦予權柄去

完成任務 

 它是管轄這幽暗世界的(kosmokratoras):自從亞當犯罪之後，它就成為世界的王及

統治者 

 我們是與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它們有非常利害和破壞力 

 

e) 魔鬼的詭計是甚麼? 

 引誘我們犯罪(弗 5:1-20) 

 破壞我們在家庭、工作、朋友的關係(弗 5:21-6:9) 

 叫我們離開神 

 

f) 屬靈爭戰的原則 

 以弗所書 6 

11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好在磨難的日子, 抵擋(.仇敵.), 並且成

就了一切, 還能站立得住. 

14 所以要站穩了„ 

Put on the whole armour of God,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stand against 

the wiles of the devil. Therefore take up the whole armour of God,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withstand in the evil day, and having done all, to 

stand. Stand therefore, „ 

 不是我們去打這埸扙 

 我們要作的是要站立得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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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從海中上來的獸 
 啟示錄 13 

1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

的名號。  

2 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那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

、和大權柄都給了他。  

3 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那死傷卻醫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從

那獸，  

4 又拜那龍，因為他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拜獸，說：「誰能比這獸，誰能與他交

戰呢？」  

5 又賜給他說誇大褻瀆話的口，又有權柄賜給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6 獸就開口向神說褻瀆的話，褻瀆神的名並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7 又任憑他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也把權柄賜給他，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8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他。 

 
 啟示錄 17 

7 天使對我說, 你為甚麼希奇呢. 我要將這女人和馱著他的那七頭十角獸的 奧秘告訴

你. 

9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 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10 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經傾倒了, 一位還在, 一位還沒有來到. 他來的時候, 必須暫

時存留. 

11 那先前有, 如今沒有的獸, 就是第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 並且歸於沉淪. 

12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 就是十王. 他們還沒有得國. 但他們一時之間, 要和獸 同得

權柄與王一樣. 

13 他們同心合意, 將自己的能力權柄給那獸. 

 
1. 這獸從海中上來 

a) 這獸不是猶太人，他是從列國國邦而來 

 啟示錄 17 

15 天使又對我說, 你所看見那淫婦坐的眾水, 就是多民多人多國多方. 

 

b) 它來之時，世界正處於一種變亂不安的景況 

 以賽亞書 57 

20 惟獨惡人, 好像翻騰的海, 不得平靜, 其中的水, 常湧出污穢和淤泥來. 

21 我的神說, 惡人必不得平安. 

 

2. 它有七頭十角、戴著十個冠冕  

a) 它與龍有一樣的特懲 

 啟示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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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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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這獸有十角七頭，表示它與七頭與十角很有關係 

 

c) 按天使對七頭十角奧祕的解說(啟 17: 7) ，「七頭就是

女人所坐的七座山」，羅馬亦被稱為七山城 (Palatine, 

Aventine, Caelian, Esquiline, Viminal, Quirinal, 

Capitoline) ，這使第一世紀的信徒很容易聯想七山是

指羅馬帝國的君王。 

 

d) 七頭代表羅馬帝國的君王，表示這隻將來要來的海獸與

古羅馬帝國的君王很有關係 

若由主復活起計(撒但被率於地)，直至約翰的時代先後有七位君王 

 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  

 亞古士督(Augustus BC27-AD14) 

 

撒但被率於地 

 提庇留(Tiberius 14-37 AD) 

 加力古拉(Caligula 37-41 AD) 

 革老丟(Claudius 41-54 AD) 

 尼祿(Nero 55-68 AD) 
 維斯帕先(Vespasian 69-79 AD) 
 提多(Titus 79-81 AD) 
 多米田(Domitian 81-96 AD) 
 

 

 

 

 

 

 

 

 

自尼祿王死後，羅馬有一個短暫時期差不多陷入完全混亂的狀態，在不足一年，先後

有三個不同的人統治羅馬，直至維斯帕先興起，羅馬才再有平安，故此三個短命王在

約翰的名表中是不算數 

 

 迦爾巴(Galba 68-69 AD) 
 鄂托(Otho 69 AD) 
 威特留(Vitellius 69 AD) 

 

 

   
Galba Vitelliu

s 
Otho 

 

       
Tiberius Caligula Claudius Nero Vespasia

n 

Titus Domitian 

 
Augustus 

 古羅馬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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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另外，還有一個線索這七頭是指羅馬帝國的君王，這「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

傷，那死傷卻醫好了」，在約翰的時代，有謠傳說死去的尼祿會再次復活，回到人

間，“尼祿復活” (Nero redivivus)，使第一世紀的信徒很容易聯想七頭是指羅馬帝

國的君王。 

五位已經傾倒，一位還在，一位還沒有來到 

 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 被殺* 

 亞古士督(Augustus BC27-AD14) 

 提庇留(Tiberius AD14-37) 被毒死* 

 加力古拉(Caligula AD37-41) 被殺* 

 革老丟(Claudius AD41-54) 被毒死* 

 尼祿(Nero AD55-68) 自殺* 

 維斯帕先(Vespasian AD69-79) 

 被殺提多(Titus AD79-81) 

 多米田(Domitian AD81-96)  

 涅爾瓦(Nerva AD96-98)  

 

f) 七位王亦可解作羅馬七種不同的統治形式 

已傾倒的五王朝是 

 眾王 (Kings) 

 執政官(Consuls) 

 獨裁 (Dictators) 

 十官團(Decemvirs) 

 軍人執政 (Military tribunes) 

 一位還在的，就是大帝 (Caesar) 

 一位還沒有來到，就是將來敵基督的統治形式 
 

g) 除了七山、七頭是指羅馬帝國的君王的線索，它還「誇大褻瀆話的口」，對第一世紀

的信徒，很明顯他們就是指羅馬帝國的君王。因為羅馬的君王

都有一個尊號加在自己的名位上面，divus 或 sebastos，意

思就是神聖 

 亞古士督以神之名自稱 

 尼祿的錢幣上有「世界救主」 

 多米田要人稱「該撒是主」、「上帝的兒子」 

 

3. 它的獸形 

a) 形狀像豹, 腳像熊的腳, 口像獅子的口，它由四獸的特徵組合

而成，表示它極其邪惡，比以前的世界的盟主(巴比倫、波

斯，希臘，羅馬)有過之而無不及 

b) 但以理 2:33像的半鐵半泥的十隻腳趾 

 但以理書 2 

33 腿是鐵的, 腳是半鐵半泥的. 

 

* 五位已經傾倒 (死於非命) 

一位還在，翰的時代的多米田 

一位還沒有來到，他來的時候,必

須暫時存留，就是短命的涅爾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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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鐵半泥的腳趾可解作新興的羅馬帝國，此帝國是源於東、西古羅馬帝國 

 半鐵半泥亦可解作兩種不同的政治體系，鐵是指君主或獨栽政治，泥是指民主政治 

 

c) 按它的獸形及它能制服列國，約翰可能是遙指末日撒但國度的恐怖及邪惡 

 

4. 它的權柄和能力是從何而來? 

a) 它的權柄和能力都是由撒但所賜(路 4:5-7) 

b) 神限制了它任意而行的時間(四十二個月) 

 路加福音 4 

5 魔鬼又領他上了(.高山.), 霎時間把天下的萬國都指給他看. 

6 對他說, 這一切權柄榮華, 我都要給你. 因為這原是交付我的, 我願意給誰就給

誰. 

7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這都要歸你. 

 

5. 它使全地的人拜(跟隨)它自己及撒但 

a) 誰能比這獸:它有令人傾慕之處，對比神的子民與撒但的子民 

 啟示錄 13 

4 „ 誰能比這獸, 誰能與 他交戰呢. 

 出埃及記 15 

11 耶和華阿, 眾神之中, 誰能像你. 誰能像你, 至聖至榮, 可頌可畏, 施行奇事. 

 

b) 誰能與他交戰呢? 它有令人倔服的軍事本領 

今天無論那個國家，在保護國家的權益時絲毫不肯讓步；但那時十國的領袖，卻願同

心合意的一起將自己國家的權益交給敵基督，敵基督的智慧、才華與能力卓越無比 

 啟示錄 13 

7 „也把權柄賜給他, 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c)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他」 

 當情勢看似一面倒 

 當似乎無選擇餘地，身不由己的時侯,你還能跟隨主嗎? 

 如果是羅馬的公民，若他的名字寫在冊上，那個人就可以受到某程度上的保護；在

啟示錄裏面，「生命冊上的人」，則代表神的子民得到衪的保護 

 

6. 它可任意妄為，甚至褻瀆神，並迫害信徒 

a) 褻瀆神的名 

 帖羅尼迦後書 2 

4 他是抵擋主, 高抬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

殿裡, 自稱是神. 

 但以理書 11 

36 王必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 超過所有的神, 又用奇異的話攻擊萬神之神„ 

b) 它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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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八位王是誰? 

a) 它就是末日從海而來的獸 

b) 它與古羅馬帝國很有關係 

c) 它的勢力比以前的世界的盟主(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有過之而無不及 

d) 它集君主獨栽和民主政治於一身 

e) 它會接受將來眾王獻上的權力，十角, 就是十王，十表示眾多的意思 

f) 它的權力無人能及，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g) 它會受到全地的人的崇拜 

h) 它會開口褻瀆神，並迫害信徒 

i) 它就是末世的敵基督 

j) 神容許敵基督做三件事情 

 容許它褻瀆基督的名 

 容許它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表示這是暫時性的 

 容許它暫時制服各國 

 

8. 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啟示錄 13 

9 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10 擄掠人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馬可福音 10 

39 „ 耶穌說, 我所喝的杯, 你們也要喝. 我所受的洗, 你們 也要受. 

 路加福音 22 

42 說, 父阿, 你若願意, 就把這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a) 聖徒的忍耐和信心, 就是在此 

信徒要接受神所命定的，以及不要以暴易暴，謙卑地接受神的安排，這樣就能顯出聖

徒的忍耐來信心了 

 我們跟隨主並不是一時尚和潮流，就好像那一班人，當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時，

因著熱鬧，一起高呼「和散那」? 並沒有計算過信主的代價? 

 當耶路撒冷所有的人都匯集在彼拉多面前，人人都高呼「除掉衪，除掉衪，釘衪十

字架」的時侯，我們還肯站出來，獨排眾議地說「和散那，奉主名而來的王是應當

稱頌的」嗎? 

 真正跟隨主的門徒，就是那些名字從創世以來,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 

 他們隨時有喪命的危險，承應耶穌等於要下獄，要付上代價。 

 

a) 不同的抄本的翻譯:「擄掠人的必被擄掠. 用刀殺人的, 必被刀殺」 

 西乃抄本的翻譯 

「堅持到底吧，作孽者一定會受報應」 

 亞歷山大抄本的翻譯  

「如果有任何人是註定被擄的，他必被擄；如果有任何人是註定被劍所殺的，他必

被劍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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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從地中上來的獸 
•  啟示錄 13 

11 我又看見另有一個獸從地中上來有兩角如同羊羔，說話好像龍。  

12 他在頭一個獸面前，施行頭一個獸所有的權柄，並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傷

醫好的頭一個獸。  

13 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從天降在地上。  

14 他因賜給他權柄在獸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說：「要給那受刀傷還

活著的獸作個像。」  

15 又有權柄賜給他，叫獸像有生氣，並且能說話，又叫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  

16 他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

記。  

17 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作買賣。  

18 在這裡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目，他的數目是

六百六十六。 

 
1. 這獸從地中上來 

a) 它的別稱是「假先知」 

 啟示錄 19 

20 那獸被擒拿, 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 迷惑受獸印記, 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 

也與獸同被擒拿. 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 

 

b) 它出來之時，世界的局勢因著海獸的領導，巳回復安定、漸趨繁榮 

c) 邪惡的三位一體 

 

 

 

 

 

 

2. 它有兩角如羔羊 

a) 此獸外貌如主耶穌一樣，態度溫柔平和，外表十分屬靈 

b) 它的角沒有冠冕，它不是政治領袖 

 

3. 它說話好像龍 

a) 它的父是撒但，滿口謊言 

 約翰福音 8 

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 你們父的私慾, 你們偏要行, 他從起初是殺人的, 

不守真裡. 因他心裡沒有真裡, 他說謊是出於自己, 因他本來是說謊的, 也是說謊

之人的父. 

b) 它很有口才，到處宣講，令人信服，它所說的，霎眼看來很有道理 

 一個假冒為善的人，比明顯的壞人更難對付 

聖父 

聖靈 聖子 

龍 

海獸 

(敵基督) 

地獸 

(假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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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它與海獸有同等的權柄和能力 

他在頭一個獸面前 In his presence: on behalf of，海獸將付於假先知同等的能力，為

它執行想作的，假先知主要的任務，是要進一步提升海獸的權力，並叫世人崇拜海獸如神 

 

5. 它有能吸引、迷惑世人的本事 

a) 大小貧福, 自主的, 為奴的: 社會上每一階層的人 

b) 把死傷醫好，不要以為有病–禱告–痊愈，就是證明神的作為，撒但見人都這樣相信

「神醫」，它就讓地獸表現這樣的節目 

c) 叫火從天降在地上 

d) 叫獸像有生氣. 並且能說話: 

e) 凡以神蹟奇事作招徠的人，要逃避他 

 馬可福音 13 

22 因為假基督, 假先知, 將要起來, 顯神蹟奇事. 倘若能行, 就把選民迷惑了. 

g) How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nd two witnesses? 

Two witnesses worship God, beast worship 獸的像 

 
6. 控制世人 

a) 叫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 

b) 在額上、右手上打印，基督徒只有付出背棄自己信仰的代價，才會得到這樣的證明書 

c) 印的內容是獸名或獸名的數目(666) 

d) 沒存獸印的，不得作買賣 

 

 這情形可能指未日那些不肯接受世俗標準的人，敵基督的國度自然會對他施加壓力。 

 我們經常都會面臨生活上的抉擇，放棄信仰的持守，抑或對主耶穌保持忠誠 

 

7. 怎樣計算獸的數目? 

歷代以來，學者對這數目有許多不同的解釋。許多人把它曲解，當作他心中的敵人。因此

有人曾把 666當著是教皇，甚至馬丁路德，或拿破崙。現代的有說是某回教國家的邪惡領

袖，或將出現的一位很有影響力的基督教領袖等等。 

 

a) 這些密碼的答案早已失傳，甚至第二世紀的教父愛任紐(Irenaeus)，也不明白這個數

字的真正意義 

b) 這是人的數目:指某一個人 

c) 用希臘、拉丁文及希伯來文計物 

 Jesus (IhsouV in Greek) 以希臘文計 I+h+s+o+u+V =888 
 尼祿，以拉丁文的 Neron=616， Nero =666 

 www 以希伯來文計 vau vau vau = 6 6 6 
 希特拉 (A=100 B=101 C=103 etc) H+I+T+L+E+R=666 

 以拉丁文刻在教宗法冠上的‘VICARIUS FILII DEI’是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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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3+501=666 

 

 

F. 莊稼和葡萄的抉擇 
 啟示錄 14 

14 我又觀看，見有一片白雲，雲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頭上戴著金冠冕，手裡拿著快

鐮刀。  

15 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著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

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  

16 那坐在雲上的，就把鐮刀扔在地上，地上的莊稼就被收割了。  

17 又有一位天使從天上的殿中出來，他也拿著快鐮刀。  

18 又有一位天使從祭壇中出來，是有權柄管火的，向拿著快鐮刀的大聲喊著說：「伸

出快鐮刀來，收取地上葡萄樹的果子，因為葡萄熟透了！」  

19 那天使就把鐮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  

20 那酒醡踹在城外，就有血從酒醡裡流出來，高到馬的嚼環，遠有六百里。 

 
1. 手裡拿著快鐮刀是誰? 主耶穌 

2. 收割莊稼：義人 

3. 收割葡萄：惡人 

4. 酒醡: 神的審判 

 以赛亞書 63 

3 我獨自踹酒醡；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我發怒將他們踹下，發烈怒將他們踐踏。

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5. 六百里: 巴勒斯坦由南到北的長度，神的審判是覆蓋全地，沒有可能逃脫。 

 

6. 這個異象，是帶給讀者有一個強烈的對此，要他們作一個抉擇，收割的日子來到，他們要

成為熟透的莊稼還是熟透的葡萄呢? 

 申命記 30 

19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

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 

VICARIVS FILII DEI  Vicar of the Son of God 

V = 5 

I  = 1

  

C = 100 

A = 0 

R = 0 

I  = 1 

V = 5 

S = 

0_______    

合計 = 

112                                   

F = 0 

I  = 1 

L = 50 

I  = 1 

I  = 1 

 

 

__________ 

合計 = 53                       

D = 500 

E = 0 

I  = 1 

 

 

 

 

___________ 

合計 =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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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但以理書的预言: 七十個七 
 但以理書 9 

24 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 已經定了七十個七„ 

25 你當知道, 當明白, 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 必有七個七

和六十二個七. 正在艱難的時候, 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 

26 過了六十二個七, 那((或作有))受膏者必被剪除, 一無所有. 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

這城和聖所, 至終必如洪水沖沒. 必有爭戰, 一直到底, 荒涼的事已經定了. 

27 一七之內, 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 一七之半, 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 那行毀壞

可憎的((或作使地荒涼的))如飛而來, 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或作傾

在那荒涼之地)), 直到所定的結局 

 

 

 

 

 

 

 

 

 

 

 

 

 

 

 

 

 

 
1. 一共有多少個七? 

7個七 + 62個七 + 1 個七 = 70 個七 

 

2. 七代表甚麼? 

a) 起始點:14th Mar 445 BC 

亞達薛西王 465 BC 登基，在位 20年尼散月 1 日出令重建耶路撒冷，  

 尼希米記 2 

1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 在王面前擺酒, 我拿起酒來奉給王„ 

 
b) 直到耶路撒冷有受膏者: 6th Apr 32 AD 

下令重建

耶路撒冷 

14th Mar 

445 B.C. 

耶路撒冷

有受膏君

主聖耶穌

騎驢子進

耶路撒冷 

6th Apr 

32 A.D. 
 

受膏者必被

剪除: 

主釘十字架 

七個七和 

六十二個七 

一王的民來毀滅

這城和聖所 : 

70 A.D. 羅馬人

將聖殿完全毀壞 

AX SC 

一七之

內 

至終必如洪水沖沒. 必

有爭戰, 一直到底, 荒

涼的事已經定了. 

 

一七之半 

14th May 1948  

以色列復國 

7th Jun 1967 

以色列收回耶路撒冷

古城 
正在艱難的時候, 耶路

撒冷城連街帶濠都必重

新建造 

REV 

一七之內, 他必與許

多人堅定盟約. 一七

之半, 他必使祭祀與

供獻止息. 那行毀壞

可憎的 

一七之半 

教會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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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洗約翰在 28 AD年開始服事，主耶穌約在 28 AD年底或 29 AD年初受浸，在曠野禁

食 40天之後，開始服事，不久就到耶路撒冷守逾越節。再經過三年，於 32 AD逾越節

被捉拿，之後釘十架、復活。以此推算，主在 6th Apr 33 A.D.騎驢子進耶路撒冷。 

 

 

 

 

 

 

 

 

 

 

 

 

 

 

 

 

 

 

 

 路加福音 3 

1  該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丟彼拉多作猶太巡撫，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  

2  „那時，撒迦利亞的兒子約翰在曠野裡，神的話臨到他。  

 

 馬太福音 21 

7 牽了驢和驢駒來,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穌就騎上. 

9 前行後隨的眾人, 喊著說,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高高在上和散那. 

 

c) 由 14th Mar 444 BC 至 6th Apr 33 AD 共有 173,880 日 

西曆計算法如下: 

 14th Mar 444 BC 至 6th Apr 33 AD，共有 476 年(1B.C.至 1A.D.合計 1年) 

 以每年 365日算，476 年 = 476x365 日 

    = 173,740 日 

 加潤年之潤日，就是每 4年一閏，每 100 年不閏，每 400年要閏，476年有 116

日潤日 

     = 173,740 + 116 日  

 再加 14th Mar 至 6th Apr 的 24 日 

    = 173,740 + 116 + 24日 

= 173,880 日 

騎 

驢 

進 

聖 

城 

咒

詛 

無

花

果 

講

論

末

日 

最

後

晚

餐 

釘

十

字

架 

復

活 

32 AD 4 月 逾

越

節 

除

酵

節 

獻 

初熟莊稼 
有受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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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曆法計算法如下: 

 若 1個七代表 7年，69 個七有 

= 69 x 7年 

 猶太曆法每年有 360日，69個七有 

= 69 x 7 x 360日 

= 173,880 日 

e) 由以上的計算，但以理書每 1 個七代表 7年。 

 

3. 7個七、62個七、第 70 個七 

a) 第 1 個七 

 亞達薛西王在位 20年尼散月 1日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猶太人用了 1 個七(49年) 
完成重建工程 

 

b) 過了 69 個七 (7 + 62) 

 受膏者必被剪除 : 主被釘十字架 

 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 : 70 AD羅馬太子提多毀滅耶路撒冷和聖殿 

 

d) 第 69 個七至第 70 個七期間 : 教會時期 (啟 2 –3 章)? 

 以弗所教會 : 使徒教會 30-100 A.D. 教會熱心、福音廣傳 

 士每拿教會 : 受逼害教會 100-313 A.D. 羅馬政府積極逼害信徒 

 別迦摩教會 : 國教時期 313-590 A.D. ，教會與政治拉上關係，並與世俗聯合 

 推雅推喇教會 : 教皇掌權 590-1517 A.D.，教會進入黑暗時期 

 撒狄教會 : 重新振作 1517-1754 A.D. 復原期，不免衰弱而死 

 非拉鐵非教會 : 兄弟相愛，18-19 世紀，教會複興 Moody, Spurgeon 

 老底嘉教會 : 近代教會，20 世紀，民主時代，不冷不熱，靈性墮落 

 

e) 第 70 個七 或最後一個七 (最後 7 年) : 七年災難(tribulation) 

 一七之內 : 敵基督以和平使者出現，與以色列人定盟約 

 一七之半 : 敵基督毀約，並成為那行毀壞可憎的 

 

4. 災難、大患難、大艱難、雅各遭難的經文 

 馬太福音 24 

21 因為那時必有災難, 從世界的起頭, 直到如今, 沒有這樣的災難, 後來也必沒有. 

 啟示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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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理書 12 

1 那時, 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原文作大君))米迦勒必站起來, 並且有大艱難, 

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 沒有這樣的. 你本國的民中, 凡名錄在冊上的, 必得拯救. 

 耶利米書 30 

7 哀哉. 那日為大, 無日可比. 這是雅各遭難的時候, 但他必被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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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災難為期七年: 頭三年半、後三年半 

a) 一千二百六十天 (三年半) 

 啟示錄 11 

3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 穿著毛衣, 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b) 一七之內、一七之半 (三年半) 

 但以理書 9 

27a 一七之內, 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 一七之半, 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 那行

毀壞可憎的((或作使地荒涼的))如飛而來, 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

((或作傾在那荒涼之地)), 直到所定的結局. 

 

c) 一載, 二載, 半載, (三年半) 

 但以理書 7 

25 他必向至高者說(.誇大的.)話, 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 必想改變節期和律法. 

聖民必交付他手一載, 二載, 半載. 

 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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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但以理書的预言: 四獸的異象 
 但以理書 2 

31 王阿, 你夢見一個大像, 這像甚高, 極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 形狀甚是可怕. 

32 這像的頭是精金的, 胸膛和膀臂是銀的, 肚腹和腰是銅的, 

33 腿是鐵的, 腳是半鐵半泥的. 

 

 但以理書 7 

3 有四個大獸從海中上來, (.形狀.)

各有不同, 

4 頭一個像獅子, 有鷹的翅膀. 我正

觀看的時候, 獸的翅膀被拔去, 獸從

地上得立起來, 用兩腳站立, 像人一

樣, 又得了人心. 

5 又有一獸如熊, 就是第二獸, 旁跨

而坐, 口齒內啣著三根肋骨. 有吩咐

這獸的說, 起來吞喫多肉. 

6 此後我觀看, 又有一獸如豹, 背上

有鳥的四個翅膀. 這獸有四個頭, 又

得了權柄. 

7 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 見第四獸甚是可怕, 極其強壯, 大有力量, 有大鐵牙, 

吞喫嚼碎, 所剩下的用腳踐踏. 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 頭有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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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鷹翅膀的獅子就是像的金頭 

a) 巴比倫帝國 (625-538 B.C.) 

b) 獅子是巴比倫古城的徽號 

 耶利米書 50 

43 巴比倫王聽見他們的風聲, 手就發軟, 痛苦將他抓住, 疼痛彷彿產難的婦人. 

44 (.仇敵.)必像獅子從約旦河邊的叢林上來, 攻擊堅固的居所. „ 

 

c) 獸的翅膀被拔，指尼布甲尼撒王被神懲罰 

 但以理書 4 

32 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 與野地的獸同居, 喫草如牛, 且要經過七期. 等你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 

 

d) 獸從地上得立起來, 用兩腳站立, 像人一樣, 又得了人心，指尼布甲尼撒王七期之

後，認識了至高者，在神眼中，他巳由獸變成人 

 但以理書 4 

34 日子滿足, 我尼布甲尼撒舉目望天, 我的聰明復歸於我, 我便稱頌至高者, 讚

美尊敬活到永遠的 (.神.). 他的權柄是永有的. 他的國存到萬代. 

 

2. 熊就是像的銀胸 

a) 瑪代波斯帝國 (538-330 B.C.) 

 但以理書 5 

28 „就是你的國分裂, 歸與瑪代人和波斯人. 

b) 旁跨而坐 (raise up itself on one side) 指波斯帝國包括瑪代人 (Medes)及波斯人

(Pursians)， 而其中波斯人較強大 

c) 三根肋骨指巴比倫帝國的三個省，就是巴比倫、埃及、小亞細亞的呂底亞國 

 

3. 四個翅膀的四頭豹就是像的銅肚 

a) 希臘帝國 (330-31 B.C.) 

b) 亞力山大帝只用十二年征服歐洲 

c) 亞力山大帝三十三歲因大熱症而死，死後希臘帝國由他的四位將軍瓜分 

 馬其頓及希臘，由卡山達(Cassander) 所轄管 

 特拉吉亞及小亞細亞，由來辛瑪克(Lysimachus) 所轄管 

 敘利亞及敘利亞以東地區，由西流古(Seleucus) 所轄管 

 埃及由多利買(Ptolemy) 所轄管 

 

4. 十角獸就是像的鐵腿 

a) 鐵腿有雙是指東、西古羅馬帝國 

b) 西羅馬帝國以羅馬為首都，變成的國現今家如法、德、英、西班牙、葡萄牙 

c) 東羅馬帝國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變成曰後的拜占庭帝國，包括現今的蘇聯、伊朗、

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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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歒基督(Antichrist ἀντίχριστος) 
敵基督 (Antichrist ἀντίχριστος) 是在末世論裏常用的一個詞，特別用來描述在末世出

現要與基督對抗的一個惡人。Anti avnti 是「反對」「對抗」的意思。雖然敵基督這個詞

我們常常使用，但約翰一書 2:18 卻是聖經唯一使用「敵基督」的地方。 

 

A. 舊約如何描述敵基督？ 
1. 四大獸的異象 

 但以理書 7 

8  我正觀看這些角，見其中又長起一個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這角前，連根被他

拔出來。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說誇大的話。 

24  至於那十角，就是從這國中必興起的十王，後來又興起一王，與先前的不同；他

必制伏三王。 

 

 

 

 

 

 

 

 
 

 

 

2. 綿羊與山羊的異象 

 但以理書 8 

9  四角之中有一角長出一個小角，向南、向東、向榮美之地，漸漸成為強大。 

10  他漸漸強大，高及天象，將些天象和星宿拋落在地，用腳踐踏。  

23  這四國末時，犯法的人罪惡滿盈，必有一王興起，面貌兇惡，能用雙關的詐語。  

24  他的權柄必大，卻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毀滅，事情順利，任意而行

；又必毀滅有能力的和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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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約如何描述敵基督？ 
歷史上已經有一些與將來的敵基督類似的人出現，但末世最的敵基督卻是集他們之大成，

它具有從撒旦而來的聰明，狡猾，能力，殘酷，速度。在歷史上沒有一個暴君能及它。它

要在末期才出現。 

 

1. 保羅的描述 

 帖撒羅尼迦後書 2 

3  人不拘用什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

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2. 約翰的描述 

 約翰一書 2 

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

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啟示錄 13 

1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

的名號。  

2  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那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

、和大權柄都給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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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敵基督與假先知的所作所為 
1. 敵基督 

a) 一開始，敵基督要先使用權術與政治手腕，不用正面的武力與各國和以色列訂立假和

平的條約。 

 但以理書 9 

27a 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 

 
b) 好像主耶穌被殺，敵基督也被殺，然後又復活了。如此引起全地的人敬拜它。 

 啟示錄 13 

3  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那死傷卻醫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

跟從那獸，  

12  他在頭一個獸面前，施行頭一個獸所有的權柄，並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

死傷醫好的頭一個獸。  

 

c) 又好像父神與主耶穌基督被敬拜一樣，撒旦和敵基督也要人敬拜他們。此時的全世界

都在拜撒旦，撒旦成了人們的神。這種敬拜的關係，不是愛卻是恨與控制。沒有平安

卻是戰爭與恐懼。 

 啟示錄 13 

4  又拜那龍，因為他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拜獸，說：「誰能比這獸，誰能與

他交戰呢？」 

 

d) 後三年半敵基督要毀約，它要露出可憎的面目，並要停止聖殿的祭典 

 但以理書 7 

8  我正觀看這些角，見其中又長起一個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這角前，連根

被他拔出來。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說誇大的話。 

 但以理書 9 

27b  „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行毀壞可憎的（或作：使地荒涼的

）如飛而來，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或作：傾在那荒涼之地），直到所

定的結局。」  

 

e) 它將真理拋在地上、任意而行、無不順利 

 但以理書 8 

11  並且他自高自大，以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獻給君的燔祭，毀壞君的聖所。  

12  因罪過的緣故，有軍旅和常獻的燔祭交付他。他將真理拋在地上，任意而行，

無不順利。 

 啟示錄 13 

5  又賜給他說誇大褻瀆話的口，又有權柄賜給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馬太福音 24 

15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須要

會意）。  

16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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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房上的，不要下來拿家裡的東西；  

18  在田裡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19  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  

 

2. 假先知 

a) 它表面上溫和像羊羔無害，其實骨子裏卻是徹頭徹尾的欺騙者。敵基督把權柄給假先

知。假先知鼓動世界要拜敵基督。 

 啟示錄 13 

11  我又看見另有一個獸從地中上來有兩角如同羊羔，說話好像龍。  

12  他在頭一個獸面前，施行頭一個獸所有的權柄，並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

死傷醫好的頭一個獸。 

 帖撒羅尼迦後書 2 

9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 

 

b) 假先知叫敵基督的像有了生氣，並且要人拜牠。假先知撕破了溫和的臉，露出了凶惡

的原形，把不拜獸像的人都殺害。如此敵基督與假先知就控制人心 

 啟示錄 13 

15  又有權柄賜給他，叫獸像有生氣，並且能說話，又叫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

害。 

 

c) 敵基督透過假先知用印記控制了經濟，並能監督每一個人的行蹤 

 啟示錄 13 

16  他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

個印記。  

17  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作買賣。  

 

D. 敵基督與假先知的結局 
1. 但以理:敵基督最後要被非人之手所滅 

 但以理書 8 

25  他用權術成就手中的詭計，心裡自高自大，在人坦然無備的時候，毀滅多人；又

要站起來攻擊萬君之君，至終卻非因人手而滅亡。 

 
2. 保羅:基督在臨時要廢掉他 

•  帖撒羅尼迦後書 2 

8  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3. 約翰:他們兩個要活活的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 

 啟示錄 19 

20  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

獸同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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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如何能站立得穩: 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以弗所書 6 

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好在磨難的日子, 抵擋(.仇敵.), 並且成就了

一切, 還能站立得住. 

14 所以要站穩了, 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15 又用平安的福音, 當作豫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16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17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 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道. 

 

1. 軍裝的作用是甚麼? 

a) 不是攻擊而是用來防守 

b) 現在就要穿上 (在磨難的日子 in the evil day) 

 

2. 有兩類的裝備 

a) 巳經穿上了的，衹要提醒自己巳有此裝備 

 Having girded your waist with truth 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 

 Having put on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Having shod your feet with the preparation of the gospel of peace 

平安的福音, 當作豫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b) 有需要時必穿上 

 Taking the shield of faith 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Taking the helmet of salvation 救恩的頭盔 

 Taking the sword of the Spirit 拿著(.聖.)靈的寶劍 

 

3. Having girded your waist with truth 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 

a) 每當我們感到氣餒、迷惘、混亂的時候，我們要尋求人生的方向和答案 
b) 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在衪裏面，我們找到出路，找到答案和方向 
c) 真理能叫我們在這個似是而非的世界怎樣活下去 
d) 羅馬的士兵用一條帶策在腰間，他們就可以預備好，走出戰場迎敵 
e) 從我們信主那時開始，真理已經束在我們的腰間，我們巳經有足夠的裝備，以至當我

們面對生活上每一個的試探和誘惑的時候，我們知道應該如何抉擇 

 

4. Having put on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a) 護心鏡的作用是保護我們的心，心是情感的所在 

b) 每當我們犯罪，我們得罪神，我們會感到羞愧，自覺罪無可恕 

c) 我們要知道，當我們接受耶穌為我們個人的救主的時候: 

 羅馬書 8 

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 就不定罪了. 

33 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 有神稱他們為義了. ((或作是稱他們為義的神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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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我們沒有甚麼德行可以自誇，不過主耶穌的義成為我們的護心鏡，我們就能夠站立在

神面前，不是因為我們有好行為，而是因著主耶穌的公義。 

 

5. Having shod your feet with the preparation of the gospel of peace 

平安的福音, 當作豫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a) 有了真理我們就能面對生活上一切的抉擇，有了公義，我們知道，縱然我們偶然犯

罪，我們亦一定會被神所接立，我們還怕甚麼? 

b) 我們的內心，因著主耶穌的真理和公義就得著平安 

c) 既然我們有了從神而來的一份安全感，在人生的路上，我們還怕甚麼? 

 

6. Taking the shield of faith with which you will be able to quench all the 

fiery darts of the wicked one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a) The fiery darts of the wicked one. 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一些突然奇來的意念 

 這些意念令我們懷疑我們是否是真的基督徒，失去內心的平安 

b) 這些都是從撒但而來的，它將一些邪惡的意念攝入我們的思想，好叫我們自責 

c) 我們就要憑著信心，向撒但宣告，這些不是我自已的意念，離去我吧 

 

7. Take the helmet of salvation 救恩的頭盔 

a) 頭盔是保護我們的頭，我們的理智所在 

b) 這個世界有時會給我們一種似是而非的安全感 

 美國可以維持世界的和平 

 人民主義、共產主義可以解決社會的問題 

 多些積蓄，樓宇，可以使我們將來生命無憂 

c) 但是我們的真盼望，就是都要等到主耶穌再來時，神的國度在人間的時候， 可以得

到完滿的答案 

 

8. (Taking) the sword of the Spirit, which is the word of God.  

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道. 

a) 神的道，不是指整本的聖經(logo)，而是(hrema)，聖經中一些特別的金句 

b) 這是聖靈的寶劍 

 希伯來書 4 

12 神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 甚至魂與靈, 骨節與骨

髓, 都能刺入剖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 

c) 這些金句有時叫我們得著很大的激勵和提醒，甚至可以叫我們從屬靈的幽谷走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