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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十二

在天上就有了争战。
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 龙也同他的使者去争战
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争战，
8 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牠们的地方。
9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
大龙就是那古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但
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
牠的使者也 同被摔下去
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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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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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
11 弟兄胜过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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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2 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3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
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
4 她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
她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
摔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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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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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6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
使她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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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只是地与海有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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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 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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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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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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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却帮助妇人 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17 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战，
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 为耶稣作见证的
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
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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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课 苦难与避难

第二十一课 苦难与避难
十二章描绘基督徒有苦难

苦难与避难是一体的两面，基督徒被夹在其间；
神百姓会遭遇苦难，但苦难不是永远的。

02

在第六号跟第 号中间，
在第六号跟第七号中间，

04

插入了有关的撒但的描绘：
 撒但在攻击属神的百姓，
撒但在攻击属神的百姓
上帝的百姓因此有苦难
 撒但不放过他在世上的时间，
撒但不放过他在世上的时间
要来吞吃妇人

妇
妇人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在疼痛呼叫
生产的 难

妇人生产以后，龙要吞吃她的孩子
06 妇人逃到旷野
07 天上米迦勒天使长跟龙争战
13 龙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孩子的妇人
15 蛇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
要将妇人冲去
17 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战

我们从十二、十三章 来讲撒但学 ─
来了解基督徒苦难的本质或是源头

基督徒在世上最好的形容词来经历他的遭遇，
就是苦难跟避难。

‧神百姓往往有苦难 ‧神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神的百姓受苦难、受逼迫…
神学问题 ─ 那个男孩子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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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启示录的学者都同意 ─
这个男孩是指着基督。
约翰只要一节就把
约翰只要
节就把救恩论
道成肉身、死里埋葬、复活升天，
用 节经文通通描绘出来！
用一节经文通通描绘出来！

‧神百姓往往有苦难 ‧神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神学问题 ─那个妇人是谁？
1 指以色列人
1.
1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回应创世记三十七章约瑟作梦，
梦到星星、月亮、兄弟们来向他下拜。
约瑟有十一个兄弟，应不是指着以色列人，
否则应当是十
否则应当是十一星、而不是十二星。
、而不是十
。
2

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以色列人的苦痛是北国被亚述、南国是被巴比伦掳走，
但
但这边看出来不是那么早、比较不合适指的是以色列；
看 来 是那 早、 较 合 指 是
列；
冠冕是指着尊贵，指着一批特别的人，不单单只是以色列人。

‧神百姓往往有苦难 ‧神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神学问题 ─ 那个妇人是谁？
2 中古世纪的学者认为是指着马利亚
2.
3. 指着锡安 ─
代表旧约所有盼望弥赛亚的群体
以赛亚书五十四章描绘
属神的百姓在等待受苦的弥赛亚、道成肉身的基督
新约、旧约联合在一起 ─
所有的等候弥赛亚，也等候他第二次再来，

妇人 ─ 指着上帝的百姓。
上帝的百姓联合在一起
 会受龙的逼迫
 基督道成在属神的百姓当中，会受逼迫

‧神百姓往往有苦难 ‧神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敌基督带着能力、带着权柄，
历世历代 从巴比伦 到现在
历世历代，从巴比伦…到现在，
逼迫属神百姓的政权，
通通是龙 ─ 敌基督的工具。
的工具
基督徒的苦难基本上是命定的，
原因是不听从撒但
 跟从基督、撒但不高兴
跟从基督 撒但不高兴
 敌基督的缘故，逼迫属神的百姓
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
提后三12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帖前三30

‧神百姓往往有苦难 ‧神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撒但的特征
1. 大红 ─ 表示有能力
1
2. 七头 ─七代表有完整的权力
3 十角 ─ 但以理书第七章7、24
3.
但以理书第七章7 24
罗马帝国的十个角、十个分裂
用罗马帝国的威力来影射撒但
尼布甲尼撒王所梦到的金像，包括所有人类的政权
撒但在背后借着人类的政权 来逼迫属神的百姓
撒但在背后借着人类的政权，来逼迫属神的百姓
4. 尾巴 ─ 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
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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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百姓往往有苦难
‧神百姓往往有苦难
‧神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神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得胜、避难的关键是基督
5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妇
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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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
宝座面前的基督，成就了神儿女避难的处所，
预备了 个我们可以永远安身的地方
预备了一个我们可以永远安身的地方。
7在天上就有了争战。

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
米迦勒
龙
龙也同他的使者去争战，它被摔在地上。
天使是为我们效役的奴隶，
 天使保护我们，我们看不到
 很多时候，上帝派天使来帮助、保护我们

‧神百姓往往有苦难 ‧神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约伯记 ─ 为什么撒但可以到天庭，跟神来往、面对面，
可以来控告约伯、抓约伯的把柄？
基督论以后，那种撒但自由的到天上去，
来控告属神的百姓的情景已经消失了！
基督的缘故，撒但被捆绑、被赶下去。
10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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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
下去了
下去了。
了
了。
如果灵里信了耶稣、跟神通了、被神满足、
、被神充满，
你变成充满感恩赞美的人！
撒但只能管地跟海，
属神的百姓有一个避难所 ─ 是因为基督带来的权柄。

‧神百姓往往有苦难 ‧神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神百姓往往有苦难 ‧神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肉体、外体仍然会毁坏，恶者仍然不放过我们；
但是放心 ─ 神的百姓所受的攻击不过是短暂的。
1. 旷野变成躲避的地方
以色列人在法老王下面受捆绑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法老王下面受捆绑的时候
用旷野来作他们的安慰；
给属神的百姓来看到 ─
很快摩西的手红海分开，
过红海以后 法老王的追兵被淹没
过红海以后，法老王的追兵被淹没。
淹没
淹没。
旷野对以色列是安慰、是避难所。
6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

属神的百姓有一个完全避难的地方 ─ 旷野

‧神百姓往往有苦难 ‧神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神的百姓所受的攻击不过是短暂的

神的百姓所受的攻击不过是短暂的

2 会被追杀，时间是一千两百六十天
2.
会被追杀 时间是 千两百六十天

2 会被追杀，时间是一千两百六十天
2.
会被追杀 时间是 千两百六十天

十二6 妇人就逃到旷野…一千二百六十天
一千二百六十天
十二15 她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
十三5 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但九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最后 个七的 半 ─ 三年半
最后一个七的一半
耶稣复活升天到衪再来之前，
耶稣复活升天到衪再来之前
准准三年半会有逼迫。
完全照字义的方式来解

完全照字义的方式来解 ─ 两个缺点
 照犹太是月历、阴历，不是准的数字
 是从那个男孩子复活升天，然后开始算三年半，

不是指着真正最后末世的三年半
三年半就是七的一半，是在告诉属神的百姓
年半就是七的 半 是在告诉属神的 姓
 信了耶稣以后能够被主的爱得着
 但是会有苦难、有逼迫，只有三年半；
但是会有苦难 有逼迫 只有三年半
苦难是有一个阶段、时间会短暂的 ─
不是七而是三年半而已。
年

‧神百姓往往有苦难 ‧神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神的百姓所受的攻击不过是短暂的
3 被养活
3.

‧神百姓往往有苦难 ‧神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1. 基督徒受苦难的时候，要得胜只有一个方法 ─ 靠宝血

14她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
她在那里被养活 载二载半载

11

4. 被保护、被帮助

香港民间寺庙拜关公、拜张飞，
拜拜以后就带着灵力…
警察很好奇，拜了关公以后，果然有灵力
警察很好奇，拜了关公以后，果然有灵力…
没有想到这次一砍 ─手断掉！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一次断掉呢？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
次断掉呢？

16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面临刀剑就愈接近上帝
与野兽同在就是与神同在
只有天空最黑暗的时候，
人才看得到星辰
找到避难所，
是基督给你短暂的苦难、但是得到永远的荣耀！
暂

‧神百姓往往有苦难 ‧神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2. 忠心致死的见证
11

自己所见证的道 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自己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十九世纪布道家 ─ 彼得卡莱特，有一次讲道前，
有人提醒他：「杰克森总统在场」，希望他…
讲道中他说：「如果安德鲁杰克森总统
不承认他跟世人一样有罪的话、
他也一样要下地狱！」
这样忠心的事奉帮助我们了解
这样忠心的人是我们所要的人
求主帮助你常常在苦难当中，
让耶稣的宝血遮盖你
耶稣的宝血遮盖你 ─ 忠心事奉！
忠

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我在砍之前看到一个老太太胸口挂着十字架，
红色的宝血 邪灵就吓跑了
红色的宝血、邪灵就吓跑了，
没有灵力、手就被切断。」
耶稣的宝血大有能力，只有耶稣的宝血是你的依靠。

祷告
天父，帮助我们明白
我们是被你爱所保护的，
世界有苦难 但我们里面有平安
世界有苦难，但我们里面有平安。
求主的宝血充满我们，
让有苦难当中，
可以更多羊也来依靠你的宝血、
也忠心为主作见证。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