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RI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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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傷古蛇的頭”

(Revelation啟示錄12:1-17)

鄧光復牧師



Christmas 圣诞节?
 路加福音 1-2 喜乐与盼望
 马太福音 1:21 拯救与赦罪
 约翰福音 3:16 给予与牺牲
 啟示錄 12 A Cosmic War 宇宙性的争战!
 神的搶灘, 登陆: “D-Day” - “We are at war!”
 使 14:22 “坚固门徒的心, 劝他们恒守所信
的道, 又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
多艰难.”

 “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
为他受苦. 30 你们的争战, 就与你们在我
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啟示錄 12:1-2 异象: 孕妇
 “身披日頭, 腳踏月亮, 頭戴十二星的冠冕”
 英國女皇!
 创世记 37:10 “看哪，我又做了一梦, 梦见
太阳, 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

 “他懷了孕, 在生產的艱難中疼痛呼叫.”
 弥迦书 4:9-5:5 “锡安的民哪, 你要疼痛劬
劳, 仿佛产难的妇人. .伯利恒以法他啊, . .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 直等那生
产的妇人生下子来. . .牧养他的羊群. . .他
必日见尊大, 直到地极. . .必做我们的平安”

 孕妇异象: 神的舊法百姓 童女马利亚



啟示錄 12:3-4 异象: 大红龙 (D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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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29:1-3 “人子啊, . . 3 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 埃及王法老啊, 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
鱼(大龙)为敌, 你曾说: ‘这河是我的; . .”

 但 7:7-8; 8:10 “夜间的异象 . . 见第四兽甚是
可怕, . .有大铁牙, 吞吃嚼碎, 所剩下的用脚
践踏. . .头有十角. . . 它渐渐强大, 高及天象, 
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 用脚践踏.”



啟示錄 12:3-4 异象: 大红龙 (D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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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29:1-3; 但 7:7-8; 8:10

 大龙: 埃及帝國; 羅馬帝國; . . .

 “七頭十角, . .七個冠冕”: 反動勢力

 天上星辰: 神的百姓; 神的教會

 大红龙 (紅色): 聖民之血 (逼迫)

 v.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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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loody War!” -- The Victor? 得胜者?



“A Bloody War!” -- The Victor? 得胜者?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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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胜者: a Given-Son 兒子!

 耶稣的诞生 --- 服事 --- 死亡 --- 复活 --- 升天

 “Snatched up 被提到”

 A skillful running back 

 A slippery fish

 An empty tomb! 空墳墓!



啟示錄 12:7-12 

天上的争战 (vv. 7-9): 米迦勒的战争?

 但以理书 7-12

 但 7:13-14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有
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
常在者面前, 14 得了权柄, 荣耀, 国度, 使各
方, 各国, 各族的人都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
永远的, 不能废去, 他的国必不败坏.”

 人子與 “从海中上来的四个大兽” 的争战

 幫手: 天使長米迦勒



天上的争战 (vv. 7-9): 米迦勒的战争 (但 7-12)

 但 10:12-13, 20-21 “但以理啊, 不要惧怕. 因
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 又在你
神面前刻苦己心, 你的言语已蒙应允, 我是因
你的言语而来. 13 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
十一日, 忽然有大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
我, 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 . .他就说: ‘你
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 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
的魔君争战, 我去后, 希腊的魔君必来. 21 但
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 除了你
们的大君米迦勒之外, 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
魔君的.”



天上的争战 (vv. 7-9)

 人子的勝利 v. 5 “Snatched up 被提到” 

 大龙的慘敗 v. 9 (x2), 10, 13 “被摔下”

 v. 9 “大龙就是那古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它被摔在地上, . . .”

 创 3:1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
切的 ..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 . ”

 始祖被迷惑; 你我被迷惑; 福音的真理

 创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
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
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天上的诗歌 (vv. 10-12)

 v. 9 “大龙 . . 被摔在地上, . . .”

 vv. 10-12 得勝的樂歌

 v. 13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 . . .”

“10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 
能力, 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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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弟兄胜过它, 是因羔羊的血和
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 12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与海有祸了! . . .”

Jesus is the winner man; I am a winner too!



天上得勝的樂歌 (vv. 10-12)

“那在. . 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 被摔下
去了. 11 弟兄胜过它,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
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弟兄胜过魔鬼: “因羔羊的血”: 基于十字架

 西 2:15 “既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掳来, 明显
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西 2:13-14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
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 . . 14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 有碍于我
们的字据, 把它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



天上得勝的樂歌 (vv. 10-12)

“那在. . 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 被摔下
去了. 11 弟兄胜过它,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
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弟兄胜过魔鬼: “因羔羊的血”: 基于十字架

 罗 8:31ff “. .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敌挡我们呢
? 32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
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
吗?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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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地上得勝的樂歌)



“11 弟兄胜过它,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
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弟兄胜过魔鬼: 

 “因羔羊的血”:  基于十字架

 “自己所见证的道 (word)”: 藉着传福音

 高中生的傳福音 (Silence – Satan wins)

 “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藉着不妥协

 坡旅甲 (AD 69-155), 中國教會, “雲彩般 . .”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 . 若为
做基督徒受苦, 却不要羞耻, 倒要因这名归
荣耀给神.”



“11 弟兄胜过它,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
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弟兄胜过魔鬼: 

 “因羔羊的血”: 基于十字架

 “自己所见证的道 (word)”: 藉着传福音

 “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藉着不妥协

 魔鬼的手段: 軟硬兼施

 John Piper: “Don’t Waste Your Life”

“他每一次听到会友在描述他们的退休计划: 
如何移居到加州或佛州, 如何整日享受沙滩和
阳光, 每天在海边拾各种各样的贝壳……派博
就会在心里大声说: 这是浪费生命!”



“11 弟兄胜过它,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
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弟兄胜过魔鬼: 

 “因羔羊的血”: 基于十字架

 “自己所见证的道 (word)”: 藉着传福音

 “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藉着不妥协

基督徒的退休计划? --

启示录 14:13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
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
灵说: “是的, 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
效也随着他们.”



“11 弟兄胜过它,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
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弟兄胜过魔鬼: 

 “因羔羊的血”: 基于十字架

 “自己所见证的道”: 藉着传福音

 “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藉着不妥协

生命季刊第48期 “我们仍是战士”

“基督徒啊！请睁眼，请看见，请记住！我们
如此热爱那真正的和平，如此渴望那永远的
平安！但是，直到主荣耀的再来，直到撒但
的权势被彻底摧毁，这世界仍是一个战场，
我们仍是战士！”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54 

“Faith Is the Victory”

“信心使我得勝”



#54 Faith Is the Victory 1/12

營磊高築光明聖山, 信徒勃然興起
莫待黃昏日落天暗, 趁早一鼓破敵
奮勇向前抵擋群敵, 顯出神賜能力
我知靠信心必得勝, 信心可勝世界

信心使我得勝, 信心使我得勝
啊!榮耀的大得勝, 信心可勝世界



#54 Faith Is the Victory 1/12

主以仁愛為我旌旗, 聖言為我寶劍
昔日聖徒都因相信, 高唱得勝凱歌
勇猛好像旋風騰起, 急向戰場直趨
靠此信心得勝死權, 我可安然無慮
信心使我得勝, 信心使我得勝

啊!榮耀的大得勝, 信心可勝世界



#54 Faith Is the Victory 1/12

四周都有仇敵圍住, 預備向我攻擊
不要安居在帳棚裡, 應到爭戰之區
救恩頭盔保我無慮, 腰束真道不虛
地震山搖仇敵驚懼, 歡呼聲回響應
信心使我得勝, 信心使我得勝

啊!榮耀的大得勝, 信心可勝世界



#54 Faith Is the Victory 1/12

得勝仇敵的眾聖徒, 將穿聖潔白衣
天使面前盡都知名, 天軍俱來歡迎
努力行走光明之路, 如火挑旺在心
得勝所有黑暗魔軍, 全靠耶穌聖名
信心使我得勝, 信心使我得勝

啊!榮耀的大得勝, 信心可勝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