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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啟示錄十二章 7~12 節 

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也同他的使者去

爭戰，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

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

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

了。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

愛惜性命。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快樂吧！只是地與海有禍了！

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就氣忿忿的下到你們那裡去了。 

 

今天早上不到五點鐘，我從睡夢中驚醒。當然可能因為今天要講道，

但是我躺在床上，不知道為什麼會如此害怕。就這麼驚醒，心臟蹦蹦跳（你

會感覺心臟的存在，也滿好的）。睡不著了，起床，就到教會來，把講章

再印出來好好的看。 

第一堂講道的時候，我知道為什麼驚醒了，因為我華神的前院長坐在

底下，我一看到他，就更加儆醒（也驚醒）。在陳院長教誨的幾年當中，

他真的是新約聖經學者，他寫了兩本啟示錄註解。你想想看，一位對啟示

錄這麼熟稔的神學家坐在底下，學生在上面班門弄斧，你豈不會從睡夢中

驚醒？感謝神，講完道院長還鼓勵我，謝謝他！ 

什麼是教會？ 

今天要講啟示錄十二章，題目是「弟兄勝過牠」，不知道上個禮拜維

華牧師的講道，各位還依稀記得嗎？他講完了十一章，結束了啟示錄的七

號。聖經讓我們看到一個高潮，就是地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透過十、十一章，維華牧師讓我們更深刻的思想──什麼是教會？他

甚至不斷的問「你喜歡教會嗎？你喜歡來教會嗎？」他說教會應當是跟從

基督的，教會是十字架的見證人，教會有神所賜的權柄和能力；但是，教

會卻要因為忠於基督而殉道。這是效法基督的死，這是向那從無底坑上來



的獸誇勝。教會跟從基督，是十架的見證人，教會有權柄、能力，教會因

著忠於基督而願意為主殉道，這也是向無底坑上來的獸誇勝的唯一途徑。 

啟示錄十二～十四章的段落 

從啟示錄十二到十九章，嚴格說來是到十九章 10 節，是一個新段落

的開始。這個段落更加發揮了啟示錄十一章所傳遞的，就是上禮拜維華牧

師所傳遞的信息──教會持續面對逼迫和挑戰。從十二章開始，其實也幫

我們釐清了十一章裡面所提到的獸，和那兩個見證人在大城裡面殉道的這

件事情。 

從十二章開始，你會知道誰是獸，你會知道那殉道的地點、大城是哪

裡。十二章開始也幫助我們了解，雖然第三個序列的災難（七碗）要從十

五章才開始，可是從十二到十四章這個段落，承接了十一章的內容，更緊

緊的和十五章開始的七碗的異象前後相連。所以在分段上，把今天開始的

十二章，和從十五章開始的七碗連結在一起。這幫助我們讀啟示錄容易有

一個分段的了解。 

十二到十四章，釋經學者幫我們大致分成兩個段落，從十二章到十四

章 5 節，這段聖經不斷提到龍、獸和假先知。我們也看到，似乎龍、獸和

假先知非常有權柄能力。但是，你更必須看到，基督徒靠著那被殺的羔羊，

和自己所見證的道，得以勝過龍、撒但和假先知的權勢和能力。甚至你要

看到那罪惡的勢力，在羔羊的血和我們所見證的道當中，是被神完全的消

滅。啟示錄雖然有很多異象，從地底上來的、從海裡出來的，可是我們更

要看到神在其中的作為。 

十四章 6-20 節是第二個段落，這裡很直接的表達神對這彎曲悖謬和

不信的世代，終必帶來審判，而這個審判不多時、立刻的要臨到這個世界。

但是在這段聖經裡面，你也必須看到，比如從十四章 7 節，你要看到在審

判中，其實神不斷在呼召世界、罪人，因祂的慈愛憐憫、十字架的恩典而

願意回轉，願意悔改。 

魔鬼的困獸之鬥 

十四章 12-13 節說「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或許今天教會面

對逼迫，或許你我面對生命、死亡，許多事情無法避免，可是神在這裡帶

下安慰，祂應許：「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當教會面對末世的逼迫，

神不斷呼召人回轉歸向祂，神不斷用祂的話安慰教會──在主裡面而死的

人有福了。 

在未來兩三週當中，從十二～十四章，我們可以更深入的了解，神的

恩典、憐憫慈愛，和祂的掌權。今天我們就單把焦點放在十二章。十二章

不長，總共只有十七節，聖經學者做了一些分段，從聖經的標題大概就可



以明白。1-6 節是一段，7-12 節是一段，13-17 節又是一段。 

第一段和第三段，也就是 1-6 節、13-17 節，這兩段聖經在傳遞一個

信息，就是地上的教會要繼續面對魔鬼仇敵的攻擊，挑戰和艱難。甚至因

著魔鬼的失敗，牠要加給教會的逼迫越發沉重。 

7-12 節幫助我們了解，為什麼神允許地上的教會面對仇敵的攻擊，而

且越發的加重？乃是因為在天上的爭戰當中，大紅龍牠完全的失敗，牠被

神重重摔在地上。因為牠的失敗，以致（在神允許的時間裡面）牠不得不

做困獸之鬥，更加逼迫神的兒女和地上的教會。 

懷孕的婦人 

十二章 2 節，有一個婦人懷了孕，在生產的艱難中疼痛呼叫。4 節：

「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她生產之後，要吞吃她的孩子。」

6 節：「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裡有神給她預備的地方，使她被養活一千二

百六十天。」婦人是誰？聖經提供了一些蛛絲馬跡的訊息，說這個婦人「身

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冕。」 

看到這樣的形容，你會不會想到創世記裡面的約瑟，他很會做夢！他

做了一個夢，夢到太陽、月亮和十一顆星，分別向他下拜。而這裡這個婦

人「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冕。」似乎約翰引導我們看到

這個婦人的異象，可以回想到創世記中約瑟的異夢。 

這個婦人是誰？聖經似乎告訴我們，這個婦人代表了以色列十二個支

派，代表了神選民、以色列所有百姓。雖然在解經的歷史上，有很長一段

時間，把這個婦人解釋為耶穌基督肉身的母親馬利亞，但是在改教以後，

無論是神學家或更正教的教會，都認為這個婦人指的是教會，以耶穌基督

為首的屬神的兒女。 

從舊約到新約，這一整群屬神的兒女、百姓，聖經學者稱為「彌賽亞

的群體」，因著彌賽亞、因著基督所救贖、所分別，賜下永生，末日叫他

從死裡復活的這群屬神的人。 

如果這個婦人是指的現今的教會，神的百姓，那麼再往後看，十二

17 節，龍繼續做一件事情，牠向婦人發怒，「去與她其餘的兒女爭戰，這

兒女就是那守神誡命、為耶穌作見證的。」這個婦人和屬於這其中群體的，

是「守神誡命、為耶穌作見證」的一群人。這群人是誰？就是你，就是我，

就是神的教會，就是這裡所說的這位婦人。 

感謝神，如果要再進一步理解，我們可以知道，耶穌的肉身是從以色

列的民族而出，今天教會之所以存在，也因著耶穌基督而出。我們這屬神

的兒女、百姓、彌賽亞的群體，因著這位婦人，耶穌基督，我們全然屬於

神。 



婦人所生的孩子 

我們了解了這個婦人是誰，那麼婦人所生的孩子是誰？（這裡有好多

問題我們要慢慢釐清）其實聖經又自己解釋，第 5 節說：「婦人生了一個

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管轄」的原意是「牧」、牧養的

意思，管教、管轄也是牧養的方式之一。 

聖經繼續說「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這個孩子用鐵杖管

轄萬國，你還記得聖經哪裡有出現嗎？詩篇第二篇告訴我們，神的兒子有

這樣的權柄，他就是「用鐵杖管轄列國」的那一位。其實啟示錄自己也做

了解釋，十九章告訴我們有一個騎白馬的，他有三個名字，從這三個名字

你就知道這個騎白馬的是誰──誠信真實的，是神的道，是萬王之王，萬

主之主。 

十九章 15 節說：「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

轄管（牧）他們。」他用鐵杖「轄管」，這裡小字同樣是牧養的「牧」。我

們從詩篇第二篇、啟示錄十二章和十九章，只要聖經說「用鐵杖管轄萬國」

的都指誰？很清楚，指的就是耶穌基督，就是神的兒子，就是那一位在兩

千多年前道成肉身，來到地上，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耶穌

基督，就是這一位婦人所生的孩子。 

耶穌在肉身血統上是以色列的後裔，如今教會也因著他的緣故，稱耶

穌基督為主。所以，這樣解經下來，婦人和這位孩子，我們就了解，原來

約翰所看到的異象是這樣，幫助我們看到那真正的掌權者，還是耶穌基督。 

大紅龍 

再回到十二章 3 節，龍出現了。聖經對這個龍有一些形容，第 3 節說：

「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

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啟示錄裡面有太多異象，並沒有解釋得很

清楚，以致我們在讀的時候非常不容易。 

可是，對於大紅龍是誰，神一點都沒有隱瞞，一點都沒有讓我們猜疑，

第 9 節清楚告訴我們，大紅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

迷惑普天下的。」原來大紅龍，要回到創世記，就是當年在伊甸園裡面誘

惑亞當夏娃的那古蛇。大紅龍就是古蛇，就是魔鬼撒但。 

遺憾的是，亞當一個人在那一次的悖逆過犯當中，使我們眾人都成為

罪人。從人受造，直到如今，直到基督再來，魔鬼的詭計就是用謊言、控

告、欺騙、逼迫、苦難，讓原本屬神的兒女失去信心和盼望、失去對神的

相信，走上悖逆神的道路，使原本屬神的兒女成為魔鬼的奴僕。 

魔鬼始終的作為，就是要讓神的兒女心眼被蒙蔽，成為牠的奴僕。牠

在地上逼迫教會，不只如此，牠在天上與神和神的使者激烈的爭戰。 



勝利的時刻 

第 7 節說：「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也

同他的使者去爭戰，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在天上這場

激烈的爭戰中，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和龍和他的使者，有了慘烈的對陣。

感謝神，結果是天使長米迦勒率領使者，把龍和牠的部屬徹底打敗。龍的

使者被重重摔在地上，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 

龍和那些墮落的天使，已經不能在天上興風作浪，但是，牠被摔在地

上，卻繼續逼迫教會、逼迫神的兒女。這是魔鬼現今還能在神的允許當中

所做的事情。 

天上的這場屬靈的爭戰，米迦勒得勝了。得勝是在什麼時候？聖經給

了我們答案，第 10 節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

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

了。」 

米迦勒在天上帶著使者勝過仇敵的時刻，正是神的救恩、能力、國度、

基督的權柄臨在地上的時刻。從人、從歷史的眼光來看，這個時刻似乎就

是耶穌基督失敗的時刻。他被羅馬的兵丁，被世界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是

也因著耶穌的順服，自己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一個時刻，也徹底的打敗

了魔鬼的計畫。 

天使長米迦勒，率領使者打敗魔鬼的時刻，就是耶穌基督在地上，被

釘死在十字架的時刻。而這個時刻，就是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基督的

權柄，都來到的時刻，這是同一個時間。 

魔鬼的逼迫 

而這個時刻，其實也延續到現在，雖然魔鬼持續在神面前控告我們，

但是牠已經被重重的摔在地上。龍的計謀還多呢，牠不僅被摔在地上，沒

有停止牠的工作，你看第 4 節：「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她

生產之後，要吞吃她的孩子。」雖然聖經後來告訴我們，這個孩子「被提

到神寶座那裡去了」，可是當這個孩子出生以後，面對了極大的逼迫。 

我們思想耶穌的生平，當耶穌降生來到這個世上，豈不面對這個世界

對他的敵視？光來到黑暗當中、來到世界，世界卻不接受他。希律王不斷

的尋索，要追殺這個孩子；從耶穌開始事奉以後，他第一個面對的挑戰，

就是魔鬼來試探他，讓他不要再順服天父，凡事以自我為中心──你餓了

嗎？你要榮耀和冠冕嗎？你有沒有想到你自己的需要？ 

魔鬼的試探，直到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為止，魔鬼對人、對耶穌的挑

戰、試探，從來沒有停止。但是感謝主，耶穌的死，耶穌從死裡復活，讓

天使米迦勒率領著使者，徹底擊敗了魔鬼的軍隊。 

魔鬼被重摔在地上，牠所剩時日不多，牠越發的抓緊牠僅剩的時間，



逼迫教會、逼迫神的兒女。 

在曠野被養活 

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中，你願意愛主，願意敬畏主，願意過聖潔、

敬虔的生活，但是艱難和挑戰似乎沒有減少，反而越發加增。如果你的生

命經歷是這樣，一點都不要奇怪，因為魔鬼仇敵的工作，會越來越厲害。

雖然牠張牙舞爪、笑裡藏刀，不斷誘惑我們離開神，但是神仍然用祂美善

的作為和恩典，保守著教會，保守著你我。 

第 6 節說：「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裡有神給她預備的地方，使她被

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婦人，也就是教會，在面對逼迫的時候，或許會

逃亡，甚至逃到曠野，無法生活的地方。這樣的逼迫有多麼大、多麼難。

但是「在那裡有神給她預備的地方」，即使你的艱難別人無法理解，非常

沉重，但是即或如曠野，神在那裡為他預備地方。 

聖經還說「使她被養活」，婦人、神的教會、你我被養活一千二百六

十天。還記得十一章不斷強調，神的使者，那兩個見證人，在聖徒被逼迫

的三年半當中，他們也依然為神見證一千二百六十天嗎？教會的逼迫越

大，神的保守也越大，一千二百六十天的意思，就是在那短暫的仇敵的逼

迫中，仍然有神的看顧、保守和同在。 

耶穌的寶血已經洗淨你的罪 

或許很多事情讓我們恐懼戰兢，但是你要想到，神有預備，神有看顧，

神有保守。聖經告訴我們，今天教會仍然可以靠著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

證的道，勝過魔鬼的攻擊。 

魔鬼不分晝夜的在神的面前控告我們，但是在十字架上，你我的罪，

耶穌基督已經全然的擔當了。耶穌基督藉著他的十字架，使得魔鬼在神面

前對你我的控告完全無效。 

聖經提醒我們，行事為人要能夠見證神所賜給我們的救恩。有的時候

是出於神的提醒，但是，會不會有的時候，你所面對的是來自於魔鬼的控

告？讓你罪疚感很深，覺得罪孽深重，大到耶穌基督的寶血無法拯救？ 

千萬不要被魔鬼這樣的控告了，我們即或有再大的罪，耶穌基督的十

字架已經堵住了魔鬼在神面前對你我的控告。你要活得健康（我不是說有

罪疚感不健康），來自於魔鬼控告的罪疚感，是不健康的。你需要有來自

聖靈光照的提醒，你願意回轉歸向神，因為在十字架上，你的軟弱耶穌基

督已經為你擔當，耶穌的寶血已經洗淨你的罪，耶穌的死已經可以讓你從

死裡重生、死裡復活。 

所見證的道 



還記得第五章告訴我們，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已經得勝了。

不是要到末日基督降臨的那一天，耶穌才得勝，耶穌已經得勝了！只是到

最後他降臨的那一天，他要完全的得勝。教會在基督裡，教會在十字架的

恩典裡，是得勝的。當基督再來的那一天，教會能夠完全的得勝。 

你我也應該活出得勝的生活，因為在基督耶穌裡，在羔羊的寶血中，

要過出得勝的生活。「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這個道就是神，就是基督，就是真理，就是福音的大能。 

見證的意思就是把教會所傳、把你所信、把你告訴人的福音，在神的

恩典中，把這些真理，轉變成為你的生命價值，成為你的生活態度，成為

你的生活方式。這叫見證。這樣的見證，是要付代價的，教會在地上這樣

作見證，是要受逼迫的。基督徒在地上為主作見證，有時候要面對死亡。 

向死亡誇勝 

維華牧師上禮拜告訴我們這樣的一句話，我覺得很寶貴，他說：教會

也要靠著基督，向死亡誇勝，這才像耶穌，才是證實我們信心真實的方式。

教會要向這個世代見證耶穌，見證我們信心的真實。 

十二章 11 節讓我們看到得勝的教會和基督徒是如何見證：「他們雖至

於死，也不愛惜性命。」我們豈能不愛惜性命呢？但是為著見證神的道，

就是有這麼一群人、神的教會，雖面對死亡也不愛惜生命，愛惜的是神的

福音。 

神的恩典如此浩大，魔鬼知道牠在地的時候不多，教會、我們每一位

弟兄姊妹，在未來所要面對的挑戰，只會更加嚴峻。你從新聞看到，教會

受逼迫，基督徒被殺，在從今爾後的未來，這樣的見證會越來越多。求神

幫助我們有這樣對神啟示的了解，以致我們固然面對許多艱難，但我們不

活在恐懼和害怕當中。 

持續為基督作見證 

13 節以後，神的話啟示我們，教會面對艱難，當這個婦人面對挑戰，

神乃是賜下兩個大鷹的翅膀來保護這位婦人，牠養活婦人一載二載半載，

就是三年半的時間，都在神的保守中。連地都能夠被神來使用，成為保護

教會、保護神兒女的器皿。 

教會面對繼續的逼迫，但是撒但已經完全失敗，牠如今只是在做困獸

之鬥，牠看起來似乎有能力和權柄，但是得勝的是基督，撒但已經完全的

失敗了。 

12 節還鼓勵我們，要活在歡喜快樂中，因為你知道神已經完全得勝

了。我們活在歡喜快樂中，持守神的誡命，持續為耶穌基督作見證，直到

主來的日子。 



我在預備這篇信息的時候，想到使徒保羅，想到他那寶貴的生命經

歷，在這末後的世代，為著見證神的榮耀，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在哥林多

後書四章裡面，保羅說了這樣一段話，我盼望這段話成為我們信靠主，很

大的激勵。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

我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

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

明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

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 

 

我們一起禱告： 

天父，今天這段聖經，給我們帶來鼓勵、安慰、幫助，也使我們明白，

撒但已經徹底失敗，或許牠還在做困獸之鬥，但是我們知道，猶大的獅子，

大衛的根已經得勝，並且得勝有餘，直到永永遠遠。求你繼續保守教會、

保守你每一位兒女，因為屬你的一個都不失落。謝謝神，垂聽我們的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林玉茵姊妹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