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示錄新解第十二章 

1. 啟 12：1 那時，天上出現了一個奇偉的景象：有一個婦人，身披太陽，腳踏月亮，頭戴十

二顆星的冠冕。 

解：參酌創世記三十七章 5–11節約瑟的異夢，這位披日踏月、頭戴十二星冠冕的婦女暗喻

以色列選民，十二星暗喻十二支派。 

 

創 37：5–11 5約瑟作了一個夢，把夢告訴哥哥們，他們就越發恨他。6約瑟對他們說：「請聽

我所作的這個夢：7我們正在田間捆麥子，我的麥捆忽然站立起來，你們的麥捆都來圍著我的

下拜。」8他的哥哥們對他說：「你真的要作我們的王嗎？真的要管轄我們嗎？」他們就為了

約瑟的夢和他的話，越發恨他。9後來約瑟又作了一個夢，也把夢向哥哥們述說了。他說：「我

又作了一個夢，我夢見太陽、月亮和十一顆星向我下拜。」10約瑟把夢向他父親和哥哥們述

說了，他父親就斥責他，說：「你所作的這夢是甚麼夢呢？我和你母親，以及你的兄弟，真的

要來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嗎？」11他哥哥們都嫉妒他，他父親卻把這事記在心裡。 

 

2. 啟 12：2 她懷了孕在生產的艱難中疼痛呼叫。 

解：耶穌曾說末日到來前會有戰爭、饑荒和地震，這些災難的發生正像產婦陣痛的開始一樣。

（太 24：8）約翰也用婦人生產的陣痛比喻以色列末期將經歷一波強似一波的痛楚。 

 

3. 啟 12：3 天上又出現了另一個景象。看哪！有一條大紅龍，有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

皇冠。 

解：大紅龍的七個頭上戴著七個冠冕，意謂牠冊封了七個掌權魔王，替牠管理帝國政務。魔

龍墮落後被放逐到地球，牠自封為黑暗帝國的最高執政者，把地球分成空中、海、陸、地底

四大行政區，牠的龍椅設在大氣層內，並身兼魔軍的空軍總司令。自從牠在伊甸園引誘始祖

犯罪後，就被上帝禁足在大氣層裡，不許接觸人類，牠只得將其餘三個行政區交給七個分封

的掌權魔王，由牠們率領龐大的官僚體系幫牠管轄人類邦國，牠則在半空中遙控指揮。 

 

4. 啟 12：4 牠的尾巴拖著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把它們摔在地上。 

解：此節表明大紅龍就是路西弗，大紅龍拖著三分之一的星辰墜地，正是指路西弗帶著三分

之一的墮落天使被放逐到地球這件事。事件究竟發生在多少億年前已不可考。 

 

4.1 撒但墮落之因 

一直以來，神學將路西弗最初墮落的罪行定調為密謀叛變，說牠是因為驕傲才異想天開要把

上帝趕下寶座換牠來坐，並挑撥三分之一的手下打算來場武裝政變，結果還沒舉事就告失敗，

所有叛逆的天使通通被逐出天堂流放至地球。 

 

路西弗墮落並非如神學所言是因為心裡「驕傲」，意圖武裝革命叛變篡位，牠是「嫉妒」人類

被納入「伊羅欣」中的新婦格，自己卻屈居僕役格而心生不滿，以致到處結黨挑撥離間。以

西結書二十八章 11–19節暗藏撒但墮落的原由，其中「07404貿易」的字根是「07402四處



遊走」與「07400搬弄是非」，影射心有怨懟的天使四處遊走搬弄是非造謠誹謗上帝（耶 6：

22–30）。 

 

上帝的永恆計畫中有一項最奇妙的安排，就是祂揀選受造物中的得勝者與祂同坐寶座，就像

國王選出皇后賜坐身邊一樣。這批三分之一的墮落天使只是覬覦垂涎寶座左半邊的空后座，

絕非斗膽興兵要趕上帝下台。由於后座已預留給人類，僕役天使形同僭越本分貪圖榮華，因

此遭上帝逐出天堂，集中軟禁於地球監視察看。密謀篡位可是唯一死罪，不可能只是流放邊

疆軟禁。 

 

以賽亞書十四章 12–14節是撒但犯罪被逐出天堂最重要的線索，但是單憑一句「我要坐在北

方的極處，我要與至高者同等」，就一口咬定路西弗意圖發動政變推翻上帝似乎過於牽強，因

為上帝創造宇宙本來就有揀選受造物與祂同坐寶座共享榮耀的計畫。受造中最亮眼的明星非

首席天使長路西弗莫屬，牠始終認為自己是坐在上帝身旁的不二人選，直到牠發現上帝還另

有套造人的計畫，且命定先造的要服事後造的，幻想破滅的牠按耐不下這口怨氣，明亮的晨

星就此從宇宙殞落地球。 

 

當初路西弗只是想爬上去與上帝同坐寶座，我們卻一直誤以為牠是要把上帝趕下來換牠坐。

受造的撒但哪有能耐反叛造牠的上帝！上帝只要張口說句話，路西弗就形同廢物（帖後2：8）；

末日，上帝只派一位天使就輕易地把路西弗捆鎖下監（啟 20：1–3、7–10），監禁一千年後

再丟入火湖焚毀。要終結撒但何難之有，根本不用上帝出手，一位天使就夠了。. 

 

撒但垂涎的是皇后的位置，並不是覬覦國王的位置，這點一定要釐清。因前者是抗旨，後者

是謀反，抗旨的處置是貶官，謀反的下場是處死。 

 

4.2 撒但身分地位的轉變 

被摘去一品晨星右丞相頂戴的路西弗貶到地球後，上帝委派這群墮落天使長擔任上古與舊約

時代外邦各國的守護神，僅保留以色列由聖天使米迦勒守護（但 10：13、20–21），故鬼魔

在舊約仍稱「伊羅欣（Elohiym）」（出 12：12，18：11；王上 11：5）。「伊羅欣」聖經譯作「神

明」、「諸神」、「眾神」，屬於「上帝之家的成員、上帝之國的執政團隊」。「魔君」、「大君」的

原文是「邦國統治者」，邦國統治者是天使長，非人君。申命記三十二章 7–9節記載，亞當

夏娃的子孫繁衍眾多之後，上帝劃分地業，照著「以色列子孫的數目」定了萬民的境界。依

據考古得來的資料，「以色列子孫的數目」應還原成「伊羅欣兒子們的數目」。「伊羅欣兒子們」

可譯成「上帝的兒子們」或「上帝的眾子」，在舊約指的是「一群墮落的天使長」。（出埃及記

裡，稱作伊羅欣的有上帝、聖天使、鬼魔、神人） 

 

擔任人類邦國守護神的墮落天使長卻瀆職娶了人類的女子為妻（創 6：2），穢亂了人類的基

因，上帝因之大怒，用洪水滅世。不過，在舊約，這些墮落的天使長還留在上帝國的執政團

隊裡，我們依然看到上帝會來地球視察邦國守護神的政績（伯 1：6，2：1），守護神晝夜在

上帝面前控訴人類（亞 3：1；啟 12：10），牠們的行徑囂張跋扈（猶 9；太 4：8、9），上帝

憤怒嚴辦瀆職的守護神（詩 82），天使長米迦勒對撒但還客客氣氣的（猶 9）。但，當撒但把



道成肉身前來地球欲建立天國的上帝給釘死時，行為已不僅止於抗旨，而是犯了株連九族的

逆倫弒君大罪。撒但做夢也沒想到魯莽之舉使牠的黑暗陣營一夕變天，牠以為只要剷除天國

的肇建者，便能繼續當牠的世界之王。 

 

耶穌被捕前曾三度預言：「世界的王要受審判」、「牠要被趕出去」、「牠將一無所有」（約 12：

31，14：30，16：11）。完整的意思是：撒但必要被交付裁決判刑；牠必從伊羅欣的執政團隊

中革職除名；牠在上帝的國度裡必毫無地位分量可言。撒但第一次是被逐出天堂，雖遭貶職，

至少還保有官銜及領地，尚且名列上帝的執政團隊，第二次被逐則是徹底被罷黜摒棄，如今

牠的身分恰似通緝犯或流寇。 

 

耶穌在世時已充分授權教會去執行「捆綁鬼魔」及「釋放眾民」的任務（太 16：18、19；路

10：17–20）。教會擁有任意踐踏蛇（大鬼）與蠍子（小鬼）的權柄，也擁有勝過所有鬼魔的

能力，絕沒有什麼能傷害新約的執法者。但實際情況是教會怠忽職守、執法不力，未落實緝

拿綑綁四處逃竄的通緝犯之責，萬族至今依舊被流寇非法統治著。 

 

4.3 鬼魔存在的理由 

上帝容讓鬼魔存在世間有兩個作用，一是給牠們戴罪立功的機會，鬼魔被貶至地球後，上帝

讓墮落天使長擔任人類邦國的守護神，可是牠們不帶領人類敬拜上帝，反而引誘人類膜拜牠

們，竊取上帝的榮耀，不僅立功不成更是罪加一等。另一方面，鬼魔是上帝用來試驗人類的

工具（耶 6：27），上帝用牠們來篩選「得救者」與「得勝者」，看世間何人追求十架救恩、

渴慕真理、體貼上帝創世的心意，等得救與得勝的席次滿額，就是鬼魔的終結。 

 

4.4 撒但的敵對者 

Satan意即敵對者，經文常譯做仇敵或敵人。究竟撒但是誰的仇敵、誰的敵人呢？傳統神學主

張撒但是跟上帝敵對，因為牠驕傲，意圖篡位，武裝革命不成而被逐出天堂。其實撒但沒這

能耐反抗造牠的上帝。撒但的死對頭是人類，牠處心積慮要上帝判人死罪。常聽人說魔鬼最

拿手的伎倆就是造謠誣告人類，好像一切惡事都是魔鬼憑空捏造出來打擊人類似的。正確的

說法是魔鬼是控告者，牠最擅長控告人，「魔鬼」的原意正是「控告者」。以法庭的用語來解

釋（參看撒迦利亞書第三章），上帝是法官，人類是嫌犯被告，撒但是檢察官。檢察官站在嫌

犯的對立面（敵對的意思），想盡辦法要將嫌犯羅織入罪。檢察官（撒但）不能與法官（上帝）

為敵。不管你接不接受，這個控告者在舊約卻是官方指派的角色。魔鬼有權動員龐大的黑暗

陣營官僚體系，幫牠偵蒐情報、盯哨監控每個人，宛如檢調系統。在法庭上，上帝是法官，

人類是被告，主控官是魔鬼，牠才是讓被告下地獄的主要推手。 

 

耶穌罵魔鬼是「說謊者」（約 8：44），並不是指責撒但在法庭上栽贓誣陷人，耶穌乃是針對

牠扭曲上帝的真理，意圖將人類推入異端邪說的泥淖而譴責牠。撒但發展出來用以欺騙世人、

蒙蔽人心的邪說有戒葷、禁慾、輪迴、占星、卜算、風水等。 

 

系統神學的魔鬼論，把撒但形容成能耐大到足以武裝革命反叛上帝，又讓人覺得上帝無能，

無法立即處置牠。這裡要再次強調，釘死耶穌之前，撒但是官派的檢察官，有合法的地位，



如果撒但不合法，就變成上帝無能，處置不了牠，神學的魔鬼論就是給人如此的錯覺。當耶

穌說世界的王要受審判（約 12：31）、牠要被趕出去（約 14：30）、牠將一無所有時（約 16：

11），撒但在上帝的執政團隊中已被除名，所有的合法地位全被撤除，淪落成到處招搖撞騙的

通緝犯。 

 

4.5 請問墮落天使有沒有可能悔改？ 

答：高階的鬼魔應無機會悔改，至於數量龐大的低階小鬼，按筆者的理解是有機會悔改。上

帝只是不賜給墮落天使代贖的恩典，沒有說不讓牠們悔改。不過上帝不要我們推究這個議題，

重心只擺在人類的悔改上。 

 

5. 啟 12：4 龍就站在將要生產婦人的面前，等她生產之後要吞吃她的孩子。12：5 她生了一

個男孩子，就是將來要用鐵杖治理列國的。她的孩子被提取到上帝和祂寶座那裡去。 

解：披日踏月戴星的婦人所生的男孩被提到天上寶座去，將來要用鐵杖治理列國，那男孩（單

數形名詞）應是得勝教會才對。第四封給推雅推拉教會的信中，基督應許得勝者擁有用鐵杖

治理列國的權柄，被提的男孩指被提的教會才能前後連貫。 

 

有學者引用詩篇第二篇，說「男孩」是指耶穌，詩 2：7–9 受膏者說：「我要宣告亞畏的諭旨：

亞畏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你求我，我就把列國賜給你作產業，把全地都

歸屬於你。你必用鐵杖擊打他們，好像打碎陶器一樣粉碎他們。』」筆者認為啟示錄是講末世

預言，「男孩被提」若是指二千年前的耶穌升天，不合邏輯！ 

 

5.1 新約得勝教會在魔龍暴怒之前就先被提到天上去了，被提是「強制」的，黑暗勢力無法

阻止，被提是瞬間脫離但是慢慢升天。這段經文是末期之半發生「災前被提」的論證之一，「災

前被提」論亦可參考林前 15：50–52、帖後 2：1–9、啟 3：10。 

 

5.2 進入末期，得勝者會先被隱藏在避難所，一來保守他們不死於七號災禍；二來，不讓仍

是肉身的他們去對抗有體的鬼魔。最重要的是，把得勝者的權柄隱藏起來，使他們不得干擾

黑暗勢力建立獸國（帖後 2：7）。獸國乃招聚海外以色列人回國，方便上帝在最後三年半的

大災難中，向猶太人索報殺害基督血仇的工具。 

 

5.3 如何知道自己夠不夠資格被提？  

答：對在被提日之前死的人是蓋棺論定，等待活著被提的人在第七印之前就知道有沒有被蓋

印。入夜前，也就是從現在開始到進入第七印之前，童女就要多預備得勝的油，也就是多認

識真理、渴慕真理、接受真理，口中驗不出異端、不沾染污穢邪說（啟 14：4、5），這樣就

具備被提的資格。 

 

6. 啟 12：6 婦人就逃到曠野去了，那裡有上帝為她預備的地方。她在那裡得供養一千二百六

十天。 

解：以色列境內已有兩獸在控制，剩餘之民只有跑到西奈山才能躲過兩獸的追殺。啟示錄說

以色列要逃到曠野，馬太福音說要逃到山上，綜合兩者，暗示以色列要逃到阿拉伯曠野的西



奈山（加 4：25）。教會被提後婦人就要快逃，一路上上帝自會預備吃的用的（得供養）。 

 

6.1 耶穌的末世預言寫在馬太二十四章，15、16節說當看到「可憎的像」立在聖殿裡時就要

快逃！17、18節說不要回去拿東西，一來時間急迫，二來路上有供應。 

 

6.2 請問末日躲在西奈山的以色列剩餘之民可能只有七千人是根據什麼說的？ 

答：躲在西奈山的剩餘之民可能只有七千人是筆者自己的推論，並非來自啟示，二千九百年

前上帝曾在西奈山上對以利亞說祂為自己留下七千個不向巴力屈膝親嘴的人，這句話至今還

沒應驗，而以賽亞預言末日以色列境內剩下的人必全部滅絕（賽 6：13），只留下躲藏在西奈

山的少數餘民（賽 24：14），不由得讓我聯想，末後的日子上帝可能真的只挑了七千個不拜

獸的猶太人留在西奈方舟。羅馬書第十一章保羅提到橄欖樹枝的奧祕時同樣引用了上帝與以

利亞的這段對話，保羅的詮釋是等外邦人數目填滿之後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但得救的人數

只剩隱藏在西奈山的七千名，他們被上帝揀選是出於恩典非因行為。保羅的詮釋可以佐證筆

者的推論。 

 

7. 啟 12：7 天上發生了戰爭：米迦勒和他的天使與龍作戰。龍和牠的天使也起來應戰。 

解：末期之半的被提前夕，天使長米迦勒率天使軍團清剿大氣層，把龍從空中趕到地上。基

督來接教會前，米迦勒先一步把空中清掃乾淨，因基督要停在雲中等候新娘。 

 

天地間最大的喜慶即是得勝者復活被提，前往白馬軍團報到。末期後三年半魔軍勢力被壓縮

只剩海陸兩區塊，不甘束手就擒的鬼魔將做困獸之鬥，必傾全力殘殺人類以洩心頭大恨。 

 

8. 啟 12：8 龍卻抵擋不住，天上再也沒有牠們的地方了。 

解：這裡的天上是指大氣層，那裡是路西弗的座位所在。 

 

9. 啟 12：9 於是那大龍被摔了下來。牠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

人的。牠被摔在地上，牠的天使也跟牠一同被摔了下來。 

解：有關撒但的部分，請參看上文 4.1至 4.4。 

 

10. 啟 12：10 我又聽見天上有大聲音說：「我們上帝的救恩、能力、國度和祂所立的基督的

權柄，現在都已經來到了！因為那晝夜在我們上帝面前控告我們弟兄的控告者，已經被摔下

來了！ 

解：這節是在歌頌基督的權柄。接下來三年半的大災難期由獸掌權，大災難期的末尾基督才

會率領白馬軍團下凡。上帝定意成就的事絕不落空，尚未發生的必成之事，天上會預先謳歌。 

 

耶穌復活之後撒但就被逐出上帝的執政團隊，牠已經沒有權柄控告弟兄，但牠仍盤據大氣層，

要到被提前夕才會被米迦勒大軍趕下來。第 10節經文不過是以「控告者」來指稱撒但罷了，

並不是說撒但在新約還能在上帝面前控告人類。 

 

11. 啟 12：11 弟兄勝過牠，是因著羊羔的血，也因著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然至死，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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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惜自己的性命。 

解：這節原文直譯是「弟兄勝過牠，因為羔羊的血，和因為他們見證的道，且他們不愛惜自

己的性命，直到死亡。」這節的「弟兄」應該是指新約得勝者，他們勝過撒但的武器是「基

督的血」與「道」，還有「不怕死的精神」。 

 

12. 啟 12：12 所以，眾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歡樂吧！可是地和海有禍了！因為魔鬼知道

自己的時日無多，就大大發怒下到你們那裡去了。 

解：魔鬼被趕下來，知道自己的時日無多，摧殘人類以洩恨。地和海有禍了因為第 4節說有

三分之一的墮落天使被摔在地上。 

 

13. 啟 12：13 龍見自己被摔在地上，就迫害那生了男孩子的婦人。12：14 於是有大鷹的兩個

翅膀賜給了那婦人，使她可以飛到曠野，到自己的地方，在那裡得供養一年兩年半年，離開

那蛇的面。 

解：「有大鷹的翅膀……飛到曠野」這個異象表示以色列的七千餘民有上帝保守，能安然躲過

兩獸的追捕，順利逃到西奈方舟。這時撒但從天上被趕到地上，還沒關到無底坑。 

 

14. 啟 12：15 蛇在婦人後面，從口中吐出水來，好像江河一樣，要把婦人沖去。 

解：龍吐水，婦人有翅膀，地開口，這些都表示有超自然的力量介入。末期是群魔亂舞，也

是天使做工的時期。 

 

15. 啟 12：16 地卻幫助了那婦人，張開口，把從龍口中吐出來的河水吞了。12：17 龍就向婦

人發怒，去和她其餘的子孫作戰，就是和那遵守上帝命令堅持耶穌見證的人作戰。 

解：男孩是得勝教會，已被提，其餘的子孫是指沒被提但被預定要進入東島方舟的剩餘之民

（跑到西奈方舟的是七千猶太餘民）。這批人見到別人被提自己卻被撇下，開始努力追求信仰。

當今信徒中聽到得勝被提的信息，肯欣然接受並儆醒的人，大概是被提的得勝者。不當一回

事的人中，有一小部分見到自己被撇下時會悔改的，可能就是要進入方舟的人。有人當以諾，

有人當挪亞。 

 

16. 啟 12：18 那時，龍站在海邊的沙上。 

解：既然龍是站在海邊的沙攤上，被牠追的「其餘的子孫」一定是跑到海的對岸，把以賽亞

書第二十四章東方地極海島的預言帶進來，龍不就是站在福建的沙灘上，望著海峽對岸的台

灣徒呼負負嗎？ 

 

16.1 聖經記載下回的末日僅有「西山」、「東島」兩處方舟可避難，其餘人皆被剪除滅絕。先

知以賽亞預言（賽 24：6、13–16），下回的世界末日不是冰凍，也不是水淹，而是火燒。第

四印的核戰、第六印的全球火山大爆發、第一二三號的彗星隕石撞擊、第四碗的太陽發威皆

讓大地焚燒，屆時上帝要啟用中東的西奈山來庇護舊約剩餘之民（閃的後裔），用極東的海島

台灣來庇護新約剩餘之民（雅弗與含的後裔）。所以，在上帝所命定的終末計畫裡，台灣被點

名在不久的將來要參與一項末日救援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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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先知對西山東島的預言原文是：「地上萬民像搖過的橄欖樹，又像摘完的葡萄樹所剩無

幾！剩餘之民要高聲吶喊，西邊的餘民要尖聲哭叫亞畏的威嚴（淒厲哀號求上帝快降臨顯現）；

東邊的餘民要歡唱亞畏聖名，要在地極的海島上唱著榮耀歸於公義者（指上帝）」。（賽 24：

13–16） 

 

16.3 耶穌警告猶太人，一旦看見海陸兩獸出現在聖地時，就要馬上往山上逃（太 24：16）。

這座能讓猶太人活命的山，不是在以色列境內的名山，因為以賽亞早已預言境內的人要全滅，

上帝會先留些餘種送出境外隱藏（賽 6：12、13）。這座能讓猶太人活命的山，隱藏在阿拉伯

沙漠的曠野中，與西奈半島上的假聖山，隔著紅海的阿卡巴灣相對望。 

 

末期猶太人唯一能逃過死劫的地方——西奈聖山——與以色列有很深的淵源。昔日摩西在西

奈山牧羊，與亞畏上帝神聖相遇；上帝曾降臨西奈山頂與以色列十二支派立約；以利亞躲避

耶洗別的追殺時，也是逃到西奈山，上帝在那裡向他說祂要為自己留下七千個不向巴力屈膝

親嘴的忠貞之士；保羅與基督神聖相遇後，也被聖霝帶到西奈山潛修數年。以賽亞書二十四

章被封印的西山東島奧祕中的「西山」正是阿拉伯半島上的西奈山。 

 

16.4 以賽亞書二十四章預言「東方海島」、「地的極處」其上的剩餘之民高聲歡唱亞畏的聖名。

「東方海島」是指與西奈山遙遙相對的東方、同是位於歐亞大陸板塊邊緣的台灣島。「地的極

處」是指台灣島的花東縱谷，長一百五十公里。花東縱谷東方的海岸山脈屬於菲律賓海板塊，

二千萬年前，一群呂宋島礁每年以八公分的速度往台灣島推擠過來，一顆顆從花蓮溪黏到卑

南溪，形成今日台灣的海岸山脈。花東縱谷才是西奈山的東方、歐亞板塊的地極處。 

 

綜上，「東方地極海島」是指台灣，「東方海島地極」是指花東縱谷。而預言的經文排列次序

是東方——海島——地極，因之是指台灣的花東縱谷。在上帝命定的終末計畫裡，台灣是東

方僅存的方舟，若不接受亞畏聖名，怎能進到東方海島地極處避難、高聲歡唱亞畏的聖名呢？ 

 

17. 第十二章事件按發生次序排列如下： 

末期中段，第七號吹響前，天上發生一場戰爭，撒但被趕到地上來。第七號吹響時男孩得勝

教會被提。七碗大災難接續發生，兩獸開始殺害中東的猶太人，龍則針對七千猶太餘民追殺，

這批餘民歷經神蹟無數，有驚無險地躲進西奈方舟避難。龍見狀就回過頭去追殺另一批新約

教會沒被提的悔改者，這批人住在遠東地區，往台灣方舟逃去，龍則站在福建海邊跳腳，牠

無法越過海峽進犯台灣方舟，因為台灣被天軍嚴密守護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