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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天庭的異象﹕七號—下（啟十一-十二） 

 

I. 量度聖殿（啟十一1-2） 

A. 「量度」的字面解釋可能是指以色列復國重建聖殿（結四十至四十八章） 

B. 「量度」也可能指上帝的殿、祭壇和敬拜的人得蒙祝福，保守免去屬靈的傷

害或沾污 

C. 量度聖殿是要顯明上帝的榮耀和聖潔正在以色列的中間，也要使他們因污穢

了聖所而自知有罪（結四十三10-12）。同樣地，約翰量度聖殿的工作也要求

那些聖潔的、和那些以獸的像沾污了自己的（十三3-4），清楚地被分隔出來 

D. 因為十一2提到「殿外的院子」會被人踐踏，所以「上帝的殿」不是指天上

的殿，可能指耶路撒冷的殿、或廣義的指上帝的教會（林前三16-17；林後

六16；弗二21） 

E. 誰是「外邦人」？ 

 非猶太人 

 非基督徒 

 背叛上帝的人 

F. 「四十二個月」 

 42月 = 42/12 = 3.5年；1260天 = 1260/30 = 42月= 42/12 = 3.5年 

 十一2 提及聖城被踐踏四十二個月 

 十三5 提及獸掌權四十二個月 

 十一3 提及兩個見證人傳道1260天 

 十二6 提及婦人在曠野裡蒙上帝保護、脫離龍的迫害1260天 

 十二14也提及婦人在曠野裡蒙上帝保護「一載、二載、半載」 

 但七25，但十二7 提及第七十個七年分為兩半 

 學者認為前三年半是那兩個見證人傳道的期間，而後三年半是敵基督權勢

達到高峰、大災難降臨的時候 

G. 小結 

我們在啟十一1-2再次看到上帝在末世對教會及信徒的保守。外界的惡勢力

會逼迫忠心的信徒，也會迷惑信徒偏離真道；但他們的「踐踏」受到上帝在

空間及時間上的局限。 

 

II. 兩個見證人（啟十一3-14） 

A. 他們是誰（或象徵什麼）? 

 摩西與以利亞（十一5-6） 

 以諾與以利亞（他們沒有經歷死亡就被接上天堂；猶太傳說他們會在末世

出現，以諾一書九十31） 

 約書亞與所羅巴伯（十一4） 

 舊約與新約聖經 

 代表為主殉道的忠心使徒 

B. 「二」人：需要二人以作見證（申十七6），耶穌差遣門徒出去是二人一組

（路十1） 

C. 他們穿毛衣（十一3）﹕或作「麻衣」，表示舉哀、悲慟和認罪（創三十七

34；撒下三31；尼九1；拿三5；珥一13）；以利亞和施洗約翰也是同樣裝束

（王下一8；太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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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他們傳道的日子是1260日（360x3.5，即三年半，這也是主耶穌在世傳道的

日子） 

E. 「兩棵橄欖樹」（十一4）﹕亞四1-14以兩棵橄欖樹代表約書亞與所羅巴伯

為上帝的受膏者；橄欖樹生的油代表聖靈，象徵他們被聖靈充滿 

F. 「兩個燈台」（十一4）﹕象徵為主發光的信徒或教會 

G. 「世界之主」（the Lord of the earth）（十一4）﹕掌管萬有的上帝 

H. 「天閉塞不下雨」（十一6）﹕正如以利亞求上帝不下雨（王上十七1），上

帝就在三年半不下雨（路四25；雅五17） 

I. 「叫水變為血，並用各樣災殃攻擊世界」（十一6）﹕正如摩西在埃及（出

七10、19） 

J. 所多瑪、埃及、耶路撒冷（十一8）都是背叛上帝、拒絕上帝的城市 

K. 見證人死後，他們的屍首就被棄在耶路撒冷的街上有三天半之久（十一

9）。不埋葬，是對死者最大的侮辱（詩七十九2-4） 

L. 信徒在什麼時候「被提」？ 

 「災中被提」支持者認為十一11的「三天半」解作三天半 

 「災後被提」支持者認為十一11的「三天半」解作三年半 

M. 第二樣災禍（六號災）過去了，第三樣災禍（七號災）快到了（十一14）。

這災禍要比前兩樣災禍嚴重許多，是上帝所有的忿怒（七號災包括七碗災） 

N. 小結﹕ 

我們要成為一個為主發光的團體，靠著掌管萬有的上帝去向身邊的人作見

證。我們會遇到挫折，甚至遭受侮辱，但要知道這些經歷只是暫時的。上帝

是終極的勝利者 

 

III. 第七號（啟十一15-19） 

A. 啟十一16-17中廿四位長老的頌讚﹕「昔在、今在的上帝」而不說「昔在、

今在、以後永在的上帝」（一4），因為七號離主在來已經近了，「以後」

就是現在了 

B. 啟十一18-19是啟示錄後幾章的Preview: 

 上帝的忿怒﹕七碗的審判（啟第十六章） 

 死人受審﹕白色大寶座的審判（廿11-15） 

 義人得到最後的賞賜（廿11-15） 

 地上毀滅者最後被滅（十九2、20；廿10） 

C. 「約櫃」﹕上帝的同在。舊約時代約櫃是隱藏在至聖所內的，但這裡的約櫃

是「現出」來的 

 

IV. 啟十二至十四章的簡介 

A. 七個重要徵兆（Seven Significant Signs） 

 婦人與男孩的誕生（十二1-6） 

 龍被拋離天上（十二7-12） 

 龍與婦人爭戰（十二13-17） 

 海獸的出現及破壞（十三1-10） 

 地獸的出現及破壞（十三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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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羔羊與144000人（十四1-5） 

 地上的收割（十四6-20） 

 

B. Hendriksen 認為: 

“Whereas the first main division (Rev 1-11) pictures the outward struggle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the second part of the book reveals the deeper 

background. We now see more clearly than in the preceeding division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is but the outward manifestation of the 

war between Christ and Satan (the dragon).” 

    

V. 婦人與男孩的誕生（啟十二1-6） 

A. 有人認為啟十二章好像主後83年羅馬Domitian皇帝將自己神化的事件有關。

約翰將Domitian 的神話「非神話化」，表明基督才是真神 

B. 婦人是誰？ 

 代表舊約時代的以色列會誕下彌賽亞（賽廿六17-18） 

 廣義的指教會 

C. 男孩是誰？ 

 彌賽亞（耶穌基督） 

D. 龍是誰？ 

 明顯的指撒但（十二9） 

E. 曠野象徵平安、得到上帝保護及供應的地方。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得到上

帝嗎哪的供應；王上十九4以利亞在曠野受上帝保護及供應 

F. 婦人在曠野受上帝保護1260天， 跟啟十一章兩個見證人傳道人的日子相同 

 

VI. 龍被拋離天上（啟十二7-12） 

A. 米迦勒與龍的爭戰（十二7-9） 

 撒但本想打敗上帝，但失敗後從天上給摔倒在地上，牠就轉而逼迫男孩的

母親（婦人）（十二6、13） 

B. 得勝的詩歌（十二10-12） 

 這篇詩歌指出使龍受了致命傷和使聖徒得勝的，乃是基督的血。米迦勒與

龍的爭戰是用來描述基督的救贖工作。龍被擊敗，和從天上被趕出去必然

是和耶穌道成肉身、傳道、受死和復活有關（十二13；路十18；約十二

31）。基督顯現乃是要敗壞魔鬼的工作（太十二28-29；徒十38；提後一

10；約壹三8） 

 

VII. 龍與婦人爭戰（十二13-17） 

A. 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參出十九4。正如上帝昔日的子民進入西乃曠

野，脫離了仇敵，上帝今日的子民也要奇妙地得蒙保守，免去被毀滅 

B. 婦人其餘的兒女 

 外邦的基督徒 

 因「婦人」代表以色列國，「其餘的兒女」指轉信基督的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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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主殉道的信徒 

 撒但雖不能勝過整個教會的團體，但牠仍能攻擊一部份信徒。這些信徒接

受呼召，為主作見證，順服以至於死 

 

 

VIII. 總結 

 

 

第十一章﹕我們看到上帝在末世對教會及信徒的保守。外界的惡勢力會逼迫忠心

的信徒，也會迷惑信徒偏離真道。但他們的「踐踏」被上帝在空間及時間上的局

限。我們要成為一個為主發光的團體，靠著掌管萬有的上帝去向身邊的人作見

證。我們會遇到挫折，甚至遭受侮辱，但要知道這些經歷只是暫時的。上帝是終

極的勝利者。 

 

第十二章用靈界的角度去看整個救恩的歷史。從舊約時代以色列與外邦的鬥爭，

直到今日教會與世界的紛爭，其實上帝與撒但亦同時間地展開一場屬靈的大戰

爭。耶穌基督救屬的寶血及復活升天戰勝了撒但在天上的攻擊。雖然今日撒但的

勢力在地上仍然威脅著忠心的教會和信徒，但當基督再來的時候，撒但將被永遠

的殲滅。 

 

 

 

IX. 功課 

A. 細讀啟示錄第十三至十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