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友堂成人主日學: 一 8查經 (#15)  啟示錄 13:1–18                             2016.10 

 
約書亞記 1: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小提醒：開始查經前，請安靜禱告，求聖靈幫助你明白真理並知道如何應用在生活當中。 

 

[第 1 天] 啟 13 :1– 8 

1. 請分享最近一兩週內你被神提醒的經文中有何應用的經歷或實際的困難？ 

 

 

 

2. 1～2節，約翰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參十二 12），牠頭上有什麼？1
 
2（參十二 3）牠的

形狀像什麼？（參但七 3～7），牠和龍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 

 

 

 

 

3. 全地的人為什麼都跟從那獸？
3
他們又如何稱頌敬拜牠？ 

 

 

 

[第 2 天] 啟 13 :1– 8 

4. 第 5～6 節，獸又獲賜什麼4
 
5？牠褻瀆的對象是誰？6 

 

 

 

5. 第 7節，獸又得著什麼樣的權柄？誰要成為獸的敬拜者？ 

 

 

 

 

                                                      
1
 在天啟文學中，數字七代表完全之意。七頭獸很適合用來象徵教會最終的仇敵。七頭上褻瀆的名號反映了羅馬皇帝越來越傾向於自稱是神。從這獸

擁有撒但的權柄，褻瀆神的名，與聖徒爭戰並得勝，並接受異教世界的崇拜；無疑地，對於約翰來說，這獸是迫害教會的羅馬帝國。牠從海中上陸，

正如羅馬軍隊入侵東地中海地區時所做的。但這獸不單是指羅馬帝國。約翰的異象從他自己的歷史情勢的細節中產生，但它的完全應驗將等候人類歷

史的最終結局。這獸一直是世俗權柄的神化，且將會在最後出現最強烈的彰顯（Mounce【啟示錄】，麥種，pp406-407）。 
2
「褻瀆的名號」的意思，是牠自稱為神，自以為是世界之主。如此自稱是神純粹是狂妄的褻瀆（羅偉【啟示錄注釋中】，華神，p1145；Mounce【啟示

錄】，麥種，pp406）。 
3
 這獸的七頭之一受到死傷，但卻醫好了。很多解經家把這被殺的頭解釋為羅馬皇帝之一，大多數認為他是尼祿。尼祿自殺身亡，然因他是如此地邪

惡，以致很多人認為他的死不可能是事實，而之後若干年一直謠傳他沒死。其後二十年，若干覬覦王位者出現，聲稱是尼祿。到那個世紀末期，人們

不再相信他還活著，這時人們期待他將從死裡復活，回來奪取政權。既然這獸是迫害教會的羅馬帝國，從致命傷之中痊癒過來可能意指，經過混亂且

血腥的革命之後，在維斯帕先（主後 69～79 年）治理下秩序的恢復。或許這個異象並非暗指歷史上的某個事件，其目的是要強調這獸的驚人活力。雖

然受傷，牠恢復後更有力量。從歷史的開始，異教國家就敵對神的子民。從埃及的法老到羅馬皇帝，它決心吞噬所有拒絕效忠它的人。它經過每一個

攻擊而生存下來，且從每一個致命的打擊中恢復過來。難怪在末後的日子世人將希奇而跟從這獸（Mounce【啟示錄】，麥種，pp409-410）。 
4
 這裡被賜給「說誇大褻瀆話的口」和「任意而行 42 個月」的權柄，有可能是從紅龍而來；但在啟示錄中，此一被動語法之使用，乃是為了避免提及

神名字而有的。也就是說，獸從此節開始所得著的各樣權柄，都是由神而來；而牠藉著這些權柄所行之事，像是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7 節），也是

在神的允許之下，才有可能進行。從反面來說，若牠的權柄依舊來自紅龍，那為什麼紅龍撒但會將獸任意而行的年日限制在 42 個月之內？所以不論獸

如何橫行無阻，牠作惡的範圍和時間長短，都在神掌控之下（羅偉【啟示錄注釋中】，華神，pp1168～1169）。 
5
 前面有關「42 個月」,「1260 天」,或「一載兩載半載」這些有關「聖徒受苦」的年歲, 並非全然是未來的,而是從人子羔羊第一次降世之時, 就已經開

始。因為不論是外邦人踐踏聖城的日子(11:2), 兩個見證人傳道的年日(11: 3), 或是為龍所逼迫之婦人, 在曠野為神所保護養活的歲月(12:6, 4), 都以道成

了肉身之時為起點。而本章經文中所提及之事, 也和這些經文, 在時間上彼此平行 (羅偉【啟示錄注釋中】，華神，p1170)。  
6
 在一些重要的手抄本中, 那些「住在天上的」是和「神的帳幕」彼此平行, 互相解釋。也就是說, 神的帳幕所指的, 就是那些住在天上的，乃指聖徒。

[ESV]: It opened its mouth to utter blasphemies against God, blaspheming his name and his dwelling, that is, those who dwell in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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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 1: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第 3 天] 啟 13 :1–8 

6. 將獸與基督相比，你觀察到什麼？你是否看見獸的邪惡本質？ 

海中上來的獸 基督 

1. 有十角（13:1） 1. 有七角（5:6） 

2. 十角戴著十個冠冕（13:1） 2. 頭上戴著許多冠冕（19:12） 

3. 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 (13:1) 3. 他身上寫著一個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19:12） 

4. 獲賜能力、座位和大權柄（13:2、4~5、7） 4. 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祂同坐（3:21）;被殺的羔羊是配 

   得權柄、能力、尊貴、榮耀…(5:12) 

5. 受了死傷，卻醫好了（13:3） 5. 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5:6）;從死裡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  

   元首的耶穌基督 (1:5)  

6. 誰能比這獸，誰能與牠交戰?（13:4） 6. 誰配展開書卷？（5:2） 

7. 得著權柄，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13:7） 7. 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歸於神（5:9） 

8. 凡住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 

   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牠（13:4、8） 

8. 得著四活物，二十四位長老，千萬天使，和所有被造之物的敬拜 

   和讚美（5:8~14;7:9~10） 

 

 

 

 

 

7. 你是否看見大龍真正想要奪取的是什麼？（參 8節；申十一 16；路四 8）請分享在現今

世代中，有哪些看似合理的，或是正常的事，其實背後隱藏著嚴肅的敬拜的問題？這對

你日常敬拜的生活7有什麼樣的提醒或反思？ 

 

 

 

 

 

[第 4 天] 啟 13 :9 – 18 

8. 第 9～10 節事實上是要鼓勵在獸手下受苦的聖徒要如何去面對擺在面前既定的苦難和傷

害？什麼是聖徒忍耐和信心的緣由？（參太十 28；啟十二 11；十七 14） 
 

（註：10節【和合修】該被擄掠的，必被擄掠；該被刀殺的，必被刀殺。在此，聖徒要有耐心和信心。 [ESV]：

If anyone is to be taken captive, to captivity he goes; if anyone is to be slain with the sword, with the sword must he be 

slain. Here is a call for the endurance and faith of the saints.） 

 

 

 

 

 

                                                      
7
「敬拜」的基本含義是俯伏在地的去親吻另外一個人的腳、衣裳的邊緣，或是他前面的土地。因此人就表達了他的臣服、他的所屬，以及他的尊敬和

頌讚（羅偉【啟示錄注釋中】，華神，p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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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節，約翰如何描述另一個從地中上來的獸？8「如同羔羊」又「好像龍」說明了什麼？

（參太七 15） 

 

 

 

[第 5 天] 啟 13:11 – 18 

10. 根據 12～15節，這地中上來的獸行了哪些異能奇事？牠主要的「使命」是什麼？ 

 

 

 

 

 

11. 參考上面第6題與第10題，龍將自己的「能力、寶座和大權柄」給了海獸（2節），而陸

獸又叫人拜海獸（12～14節），「龍—海獸—陸獸」三者之間的關係突顯了龍摹仿/仿冒

什麼的企圖？（參約三35，十五26，十六14） 

 

 

 

[第 6 天] 啟 13:11 – 18 

12. 16～17節，除了叫人拜海獸，陸獸又叫人做什麼？這印記表明什麼？（參提後二 19）那

些沒有受印記，就是沒有獸名，或獸名數目的9會遭受什麼樣的逼迫/困難？ 

 

 

 

 

13. 在本週整體的查經或講道中，你被神提醒什麼？你準備如何將其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請以禱告結束，求神幫助你應用這段經文。 
 

本週講道經文心得筆記： 

                                                      
8
「陸獸」所指的，乃當代的帝王崇拜（並整個和此系統有關的人事物）。在約翰寫啟示錄的當下，一個人的生活，不論是日子的計算，節期慶典的舉

行，和為官的，並與鄰居的關係，甚至是上街購物的活動，都和帝王崇拜有關聯。此事影響深遠，也和信徒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羅偉【啟示錄注釋

中】，華神，p1189）。所以，如果海獸象徵羅馬帝國、君王及其所代表的力量，那麼帝王崇拜及其推動者（如執行君王祭祀的祭司、巡撫或地方首長

領袖等）就是地獸最合理的解釋。因為帝王崇拜所要作的，正是誘使人崇拜羅馬帝國和她的代理人——羅馬皇帝（孫寶玲【啟示錄】，明道社，p310）。 
9
 在約翰時代，每一個字母都有一個數值。以希伯來文為例,第一個到第九個字母分別代表 1-9 ;第十到第十九個字母的數值則是 10-90 ;而餘下的四個字

母則分別表示 100,200,300,和 400。至於希臘文字母,其情況也十分類似,只是在其中,有一些數字乃以廢棄不用的字母,做為其代表。因此每一個名字,若將

其各個字母的數值加在一起,我們就會得到一個數目。在某些情況中,此一以其數值來代表名字的目的,是為了要隱藏當事人的身分。猶太拉比對此道可

說是大有興趣。為了解開經文的「神祕含義」,名字的數值就成了解經的鑰匙之一（羅偉【啟示錄注釋中】，華神，pp1209～1210）。「獸名的數目 666」：

將「666」視為一個人名字之數值,是許多釋經者的見解。對第一世紀的讀者而言, 除了卡里古拉和豆米田之外, 尼祿當然也是「666」的可能人選。在教

會歷史中,  從許多人物、組織, 或是一個稱號,都曾被等同於此處的「666」,例如, 羅馬公教、教皇（教皇的稱號）、馬丁路德、穆罕默德、拿破崙、希

特勒等等（羅偉，pp1215～1216）。有些作者比較把這數字看作象徵而非密碼，666 是每一個數字都不完全的數字。陶倫斯寫道:「這邪惡的三位一體 666

模仿聖三位一體 777,但總是不完全且失敗」（Mounce【啟示錄】，麥種，p429 & 註腳#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