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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Revelation 啟示錄

12:1-17

(pp. 1879-1880)

v.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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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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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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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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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 是將
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
神寶座那裡去了. 6 婦人就逃到曠野, 在那
裡有神給他豫備的地方, 使他被養活一千
二百六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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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快樂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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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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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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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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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際大戰 (3): 龍的忿怒”

(Revelation啟示錄12:1-17)

鄧光復牧師



2014 新年蒙福: 在座有福人!
启示录 1:3 “唸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
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
近了.”
啟示錄 12: 世界舞台的幕後真相 (三幕戲)

第一幕 (vv. 1-6): 宇宙性的争战
“. . . 她怀了孕, 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 . 
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 等她生产之
后, 要吞吃她的孩子.”
龙與新生兒 (第一個圣诞节)的争战
圣诞节: 宇宙性的争战的序幕
 神的搶灘, 登陆: “D-Day”



啟示錄 12: 世界舞台的幕後真相

第一幕 (vv. 1-6): 龙與新生兒的争战結果:

“5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要用铁杖辖
管万国的; 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圣诞新生兒: “用铁杖辖管万国的” (彌賽亞)

得胜者: “被提到神宝座” (逃脫龙的吞吃)

耶稣的诞生-服事 -死亡 -复活 -升天

耶稣的得胜: 十架之死 (v. 11 “羔羊的血”)

 来 2:14-15 “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
奴仆的人.”



啟示錄 12: 世界舞台的幕後真相
第一幕 (vv. 1-6): 龙與彌賽亞的争战
 彌賽亞的勝利: “被提上” (v. 5)

第二幕 (vv. 7-12): 天上的争战
 大紅龙的慘敗: “被摔下” (v. 9 (x2), 10, 13)

“10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 能力, 国度. 
. 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神
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公元 (耶穌誕生) 前: 撒旦的控告有理

 “反動 (革命)份子”: 喧賓奪主, 自立為王!
罗 “世人都犯了罪,  . . . 罪的工价乃是死.”
来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第二幕 (vv. 7-12): 大紅龙的慘敗: “被摔下” 
“10天上有大声音说: “. . .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
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公元 (耶穌誕生) 前:撒旦的控告有理
公元 (耶穌誕生) 後: 撒旦的控告無效

罗 8:33-34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
称他们为义了. 34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
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
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被提上” (v. 5))

如何處理罪惡感?
 By works (自义): 作 “好事”
 By faith    (称义): 信福音



啟示錄 12: 世界舞台的幕後真相
第一幕 (vv. 1-6): 彌賽亞的勝利
第二幕 (vv. 7-12): 大紅龙的慘敗 -- “被摔下” 

世界太平?
第三幕 (vv. 13-17): 地上的争战
v. 13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 就逼迫那 ..妇人.”
v. 17 “龙向妇人发怒, . . 她其余的儿女争战.”
 D-Day to V-Day (争战最慘烈的一年)

發怒的龍 被迫害的群体?
 “生男孩子的妇人?”/“她其余的儿女?”
 基督的教會/神的百姓

v. 17b “. . 就是那守神诫命, 为耶稣作见证的.”



第三幕 (vv. 13-17): 地上的争战

v. 13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 就逼迫那生男孩
子的妇人.”

(1) “妇人”/教會被迫害?

 “生男孩子”的妇人: 與基督掛鉤!

 马太 5:11 “人. . 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

 马太 10:22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
恶,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不受逼迫? –妥協信仰; 掛白旗

v. 17b “(不)守神诫命, (不)为耶稣作见证的.”



 (1) “妇人”/教會被迫害 --與基督掛鉤 (v. 13)

 (2) 龙的怒气 (v. 17)? “龙向妇人发怒, . .争战”
 v. 13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 . .” [惱羞成怒]
 v. 12b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
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困獸之鬥]

“魔鬼的时候”近了 (死定了!) ---抓些墊被的!
龙的末日 (啟 20:10)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
扔在硫磺的火湖里, 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
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教会的得胜日 (罗 16:20) “赐平安的神快要
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

地獄, 火湖, 審判, 天堂, 永生?



第三幕 (vv. 13-17): 地上的争战
神的兒女的磨難? --经历, 飽嚐龙的怒气!

帝国, 政权, 經濟, 宗教, 軍事: 利誘打壓
 法老王
 迦南诸国
 非利士人
 亚述与巴比伦帝国
 罗马帝国
 集权, 回教, 共产的政权
 20th century on > 1st-19th centuries

马太福音 16:18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
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神的兒女的磨難: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龙的怒气兇猛 (vv. 13, 17)
神的保护全備 (vv. 14-16):

“14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 叫她能
飞到旷野, 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 她在那里
被养活一载, 二载, 半载. 15蛇就在妇人身后, 
从口中吐出水来, 像河一样, 要将妇人冲去, 16
地却帮助妇人, 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第一次出埃及 (紅海边, 西乃山下出 15; 19)
 “你伸出右手, 地便吞滅他們 .”
 “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 帶來歸我 .”

神的同在: 會幕, 律法, 雲柱, 火柱



神的保护全備 (vv. 14-16):
“15蛇就在妇人身后, 从口中吐出水来, 像河
一样, 要将妇人冲去, 16地却帮助妇人, 开口
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第一次出埃及 (可拉党反動, 民 16:31-34 )
 “. . . 這樣, 他們和一切屬他們的, 都活活的
墜落陰間; 地口在他們上頭照舊合閉, 他們
就從會中滅亡 .” (“从口中吐出水来”)

蛇口: 花言巧語 (“是迷惑普天下的”): “Matrix”
太 24:24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大
神迹, 大奇事,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Strange Fire”: 靈恩運動的反思



神的保护全備 (vv. 14-16):
第一次出埃及 (可拉党反動, 民 16:31-34 )
 蛇口: 花言巧語 (“是迷惑普天下的”)

第二次出埃及 (耶穌的帶領): “道就是真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 . .”
 “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得怜恤, 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 . .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 .”
 “. . . 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 那恶者也就无
法害他.” (最终的伤害 )

创世记 3:15 “你要伤他的脚跟!”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龙的惱怒 (vv. 13-17): “你要伤他的脚跟!”
試探, 試煉: 怕不怕?

马太福音 10:28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
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
里的, 正要怕他.”

神的義怒 (14:9-11): “正要怕他!”
 “他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烟
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帖前 1:9-10 “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 要
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
怒的耶稣.” 2014 新年蒙福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81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堅固保障”



#81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1/8

上主是我堅固保障, 是我山寨和避難所

苦海汪洋主為救星, 四無生門我仍有望

雖有兇惡仇敵, 攻擊不留餘力

對我仇恨剌骨, 常用狡猾引誘

但我救主將我保護



#81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3/8

我若單靠己力行走, 每遇戰爭必要退後

須有能者隨時幫助, 即神設立救贖恩主

若問所設為誰, 乃主耶穌基督

又稱萬有主宰, 到永遠不更改

祂已得勝做我元帥



#81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5/8

雖全世界充滿鬼魔, 救主聖徒仍能安妥

仇敵降災設下網羅, 主為道路助我勝過

幽暗魔王興起, 我靠救主能抵

敵怒不能久長, 敵迫我能忍受

主言一出敵即敗退



#81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7/8

主言有權高過萬王, 世上帝王不能相比

聖靈恩賜全備可信, 降於我身何等希奇

名利任其失去, 生命我也無慮

身家雖然失喪, 主道終必興旺

救主之國存到永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