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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 魔鬼论
圣经并没有一章专门来讲魔鬼，

有关魔鬼的描写是分散在圣经很多地方，

没有具体、明确记载，有一些间接的暗示，

一般认为有两段经文— 以赛亚书十四章4-15

4 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
欺压人的何竟息灭？强暴的何竟止息？欺压人的何竟息灭？强暴的何竟止息？

12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
古代拉丁文圣经翻译成 Lucifer，就是金星，， 金星，

又称维纳斯是拉丁名字，

很亮、而且太阳出来才渐渐消失很亮、而且太阳出来才渐渐消失

巴比伦王以为自己是多么的荣耀，

以为自己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最荣耀的君王以为自己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最荣耀的君王
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13 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

巴比伦国势很强盛，

城墙可以有六部马车在上面奔跑

中国西安保留很完整的城墙，至少可以跑四部的马车

巴比伦王自己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大权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
14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15 然而 你必坠落阴间 到坑中极深之处15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这一段，真的在讲撒旦堕落的经过吗？

主要是在讲巴比伦
圣经并没有直接说就是天使长、撒旦、魔鬼堕落的经过，并没有直接说就是 使长、撒 、魔 落的经过，

但是很像就是了，所以这是一种间接的推论

结廿八1-2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心里高傲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

「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
在巴勒斯坦北边 推罗 西顿圣经常常出现在巴勒斯坦北边，推罗、西顿圣经常常出现，

曾经是非常富裕的王国
古代是个大港 西边地中海货物从这边进口古代是个大港，西边地中海货物从这边进口，

东边大陆的产品从推罗往地中海四周贩卖，
国际贸易做得很成功，所以他自比为神国际贸易做得很成功，所以他自比为神

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

3 7 看哪 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 甚么秘事都不能向你隐藏3-7 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甚么秘事都不能向你隐藏。
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

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 又因资财心里高傲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

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
上帝预告他会被其他的强权击倒的。



继续讲推罗王的骄傲…
12b-13a 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

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
是文学性的描写，创二伊甸园有各种宝石了，

推罗王好像就在伊甸园里面，各样宝石配戴他身上
又有精美的鼓笛在你那里。

13b-15 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13b-15 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
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
受造之日就有这些美丽 真的很像在讲天使长受造之日就有这些美丽，真的很像在讲天使长
基路伯是天使长，直接在约柜前面事奉，

翅膀打开可以遮蔽约柜 是那么的美丽翅膀打开可以遮蔽约柜，是那么的美丽
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

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
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察出不义。

16 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
拉到现实 推罗王滥用权柄 做 些残暴的事情拉到现实，推罗王滥用权柄，做一些残暴的事情，

以至于犯罪，骄傲中就堕落了
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 就从神的山驱逐你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

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
现在又上去 再讲天上天使长堕落的经过了现在又上去，再讲天上天使长堕落的经过了

17 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
他失去对上帝的敬畏，高傲让他的心被蒙蔽了，

智慧也被败坏，就变成愚昧了
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

18a 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
推罗王本来靠他的智慧聪明在作国际贸易的，

可是后来滥用聪明，用诡诈的手段来赚钱，可是后来滥用聪明，用诡诈的手段来赚钱，

就产生不义了

他自以为是尊贵、自高的王，就亵渎神的尊贵
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18b 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
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

最后天使长是被火焚烧的最后天使长是被火焚烧的

以西结所讲的 天上 地上两边都讲了以西结所讲的，天上、地上两边都讲了，

表面上是讲推罗王
也可能有在暗示着天使长堕落的经过也可能有在暗示着天使长堕落的经过

以赛亚十四4 巴比伦王，

以西结廿八1 推罗王，

 很明确的在讲地上高傲的君王

可是里面文学性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

很可能也在暗示这是天使长、魔鬼堕落的经过，很 在 是天使长、魔鬼 落 ，

是间接的推论

天使长变成魔鬼，魔鬼是单数，就是撒但，这个头，

会也有很多的鬼，魔鬼的部下。教会历史流行的讲法—
有 1/3 的天使跟着天使长一起堕落，就变成鬼了，

这是 启示录十二章 的一个暗示…

启十二3-4a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启十二3 4a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 条大红龙，
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

牠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牠的尾巴拖拉着天 星辰的 分之 ，摔在地 。

有人就这样解释 — 天使当中有三分之一
也跟着撒但、魔鬼一起堕落了，

这只是一个推论而已，也可能是真的，

 三分一是一个有意义的数字

如果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

基督徒、所有人类都活不下去了



魔鬼产生的经过，

无论 以赛亚十四章、以西结廿八章、启示录十二章1-4节，

都是间接推论，不能照字面建立清楚的教义，

必须说 — 圣经没有很直接的说
最直接、最清楚的，就是…

犹6a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属灵的原因

他应该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家，

安置圣山上听候差遣，神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来一14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却产生不安分的心理，不守本位离开他的住处，

 想要跟上帝一样高

 这种骄傲不守本位的心，就是魔鬼堕落的原因

魔鬼是上帝造的吗？上帝造的是

美好的天使长 天使 甚好的人类跟 物 没有造魔鬼美好的天使长、天使、甚好的人类跟万物，没有造魔鬼，

是天使长误用神给他的自由，离开神时候才产生堕落，

神是义 本 离 个义 产神是义的本体，离开这个义就产生亏缺、不义

除了天使长堕落，其他的天使离开本位就堕落了

魔 有 他上帝没有造魔鬼、也没有造其他的鬼，

是天使长跟一部分的天使误用神给他的自由，才产生的。

上帝没有造坏人，造的是甚好、完美有神形象的人，

像神一样有很高度的自由，

 当人误用自由，就堕落了

 不是神造坏人，是人离开神才变坏的是神 坏 ，是人离开神才 坏

魔鬼产生的经过虽然没有很清楚的解答，

但是圣经有很清楚的解决方案 — 靠神但是圣经有很清楚的解决方案 靠神
可以脱离魔鬼的挟制、胜过魔鬼的攻击。

鬼的名称 — 单数的，就是讲这个头、鬼王，

就是撒但 魔鬼 在圣经里有很多名词就是撒但、魔鬼，在圣经里有很多名词…

撒但 — 代上廿一1、伯一6、亚三1、太四10

太四10a 耶稣说：「撒但（就是抵挡的意思，
乃魔鬼的别名），退去吧！」乃魔鬼的别名），退去吧！」

魔鬼 — 圣经最常出现的，太四1、启十二9、廿2

龙 大龙 古蛇龙 — 启十二7 大龙，启十二9 、廿2 古蛇
是不是等于中国龙呢？不需要直接划等号，

是比较像圣经的魔鬼 就翻成龙只是比较像圣经的魔鬼，就翻成龙了

别西卜 — 太十25，意思就是鬼王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 弗二1-2

这世界的王 — 约十二31、十四30、约壹五19

世界的神 — 林后四4

仇敌 — 神的仇敌、基督的仇敌、我们的仇敌，太十三39

恶者 — 太六13

控告人的 — 启十二10

试探人的 — 太四3

彼列 — 林后六15，卑鄙、卑贱的

鬼王是单数的，有这么的多别名

圣经还有一大群，就是众多的鬼…
 申卅二17a 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 申卅二17a 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

是近来新兴的。
 可五9 可六13 路八30 启十二7 可五9、可六13、路八30、启十二7

提到鬼都是复数的、多数的、一大群



重要的教训必须清楚掌握的 — 魔鬼的真相…

1. 自大者，犹6 不守本位

2. 敌挡者，太四10 敌挡上帝
3. 诱惑者，创三 诱惑夏娃，太四诱惑、试探耶稣
4. 辖制者，徒十38 具体的邪灵附身，辖制者 ，

给魔鬼错误的价值观捆绑一生

提后二26a 被魔鬼任意掳去。提后 被魔鬼任意掳去。
鬼附 约十三27 要捉弄他、让他受苦

5. 欺骗者，林后十一14 装作光明的天使5. 欺骗者，林后十 14 装作光明的天使
6. 控告者，伯一6-12 让我们软弱无力，掉入魔鬼的诡计

7. 攻击者，用欺骗、诱惑、试探、控告、7. 攻击者，用欺骗、诱惑、试探、控告、

各种方法无效，就直接的攻击，

弗六配戴属灵的全副军装，可以灭尽恶者弗六配戴属灵的全副军装，可以灭尽恶者
一切的火箭跟攻击，抵挡的了、胜过的了

鬼的现况…
1. 控制世人，约壹五19 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

牠控制全世界不属神的人

2. 魔鬼已经被打败，创三15 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好像受伤了，

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打败死亡的权势、魔鬼的诡计

3 有被限制的3. 有被限制的

犹6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炼
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日的审判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

这是属灵的意思，牠并不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牠在我们身上其实是没有权柄的

彼后二4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彼后二4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
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

4. 牠还没有完全的屈服，是做最后挣扎、困兽犹斗。

启十二12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罢！

属天的人

启十二12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罢！
只是地与海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忿忿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末日的景况 — 魔鬼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

牠不是把握机会赶快悔改，

反而更加邪恶，气忿忿的下到地上来，

所以末日的景况是多么的邪恶、黑暗
魔鬼在被最后审判、丢进硫磺火湖之前，

困兽犹斗、回光返照、垂死挣扎

我们知道牠的可怕，但不要太害怕，因为牠就要结束了。

魔鬼的结局，就是火的审判，

把它丢进硫磺火湖里 永远受苦启廿10 把它丢进硫磺火湖里，永远受苦。

我们的对策，好多的盼望跟得胜的秘诀…
1. 认清牠的诡计，林后二11 我们并非不晓得牠的诡计
2. 儆醒 彼前五8 务要谨守 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儆醒 彼前五8 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只要谨守 儆醒 我们靠基督是比牠强太多了只要谨守、儆醒，我们靠基督是比牠强太多了

3. 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 弗四27，

 魔鬼是得寸进尺的，让一步，牠就想要辖制你了，

对于魔鬼，我们是寸步不让…，我

牠霸占以后，我们产生很强的无力感，

 我们向神认罪悔改，靠神一定可以胜过牠 我们向神认罪悔改，靠神 定可 胜过牠

 最重要是不让牠进来，毕竟赶鬼还是很麻烦的



4. 抵挡牠，雅四7 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
我们奉神的名抵挡牠 胜过牠 牠要逃跑我们奉神的名抵挡牠、胜过牠，牠要逃跑

弗六11-18 穿戴全副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灭尽恶者的火箭。
我们要属灵上装备 包括学神学也是属灵的装备我们要属灵上装备，包括学神学也是属灵的装备

5. 用受苦的心志做兵器 — 不自讨苦吃，有受苦的心志就好。

 很多基督徒怕受苦，结果就软弱、妥协了

当受过锻炼就老练了，不会被魔鬼吓坏，

 上帝许可的苦难，为义受逼迫，靠上帝可以得胜
 最严重不过是殉道，最严重不过是殉道，

上帝并没有要每个基督徒去殉道，

多数时刻靠神可以安然无恙多数时刻靠神可以安然无恙

有这个心志 — 受苦没有关系，靠神可以得胜，

魔鬼就怕我们了，魔鬼就会发抖、逃跑了。魔鬼就怕我们了，魔鬼就会发抖、逃跑了。

有受苦的心志，我们可以得胜的

6. 罗马书第六章向罪死，向义活。

信主的人，耶稣已经替我们受过死的刑罚，

算是死过的人了，当罪恶来引诱的时候，算是死 的 了， 罪恶来引诱的时候，

可以像死人一样没有回应 —
 跟基督一起钉在十架上，已经是死人， 跟基督 起钉在十架上，已经是死人，

要诱惑我，不会得逞的

 罪恶引诱没有效，我们对它完全的拒绝 罪恶引诱没有效，我们对它完全的拒绝

 罗六11-14 向义看自己是活的，

当神的义、神的道、神的话、圣灵的感动临到时，

我们不能像死人一个，没有反应，

 已经重生了，神的灵进来，要马上回应

 忙着做神的圣工，

就不会让魔鬼趁虚而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