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课 6月2日至8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2季‧4～6月

美国与巴比伦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启13：1-12；14：9-11； 16：2； 19：20； 20：4；耶51：6， 7， 53，
57；启18：1-4。

存心节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
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但12：1）

上周，我们研究了“假冒的三一上帝”，即撒但（龙）和两个地上的势
力，将会联手迫害上帝的百姓。

《圣经》描述其中一个势力─即海兽，牠是豹、熊和狮子的合体（启
13:2），这些形象是从但7:4-6直接引用的。在第六课中，我们看到在但
以理书第7章罗马是在巴比伦（狮子），玛代波斯（熊）和希腊（豹）
兴起以后，地上的最后一个势力。它从异教罗马开始，然后变成教皇权
的罗马，即但7:7,8；19-21；23-25中，从第四个兽中直接兴起的那个小
角势力。如但以理书第7章经文，我们看到罗马教皇权很多特点皆反映
其叙述，而在启示录13:1-10中海兽身上也同样出现。因此，《圣经》学
者们视罗马为启示录第13章所描述的末日主要敌人之一。
可是，这样的敌人不单单只有罗马。《圣经》还描述了一个势力。本周
我们将特别研读启示录第13章，以及其中描述的事件和权势，并要常常
问自己：这些事件代表着什么？我们可以怎样为其做准备呢？
■研究本周学课，为6月9日安息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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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6月3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医好的死伤】

请读启13：1-10，并检视为何这是
无论在过去或将来的角色上，都是指
着教皇权而言。请特别注意它的角色
有多么突出。这在末日的事件上意味
着什么呢？

虽然上帝在各个教会都有忠心的百
姓，但经文确实指出这个体系在历
史上曾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末日事
件所要扮演的角色。

请读启13：3。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它如何显出罗马的显著地位呢？

许多世纪以来，罗马教会一直是主

不过，因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
国大革命的影响，罗马的政治和宗
教霸权在十八世纪后期逐渐式微。
实际上，教皇庇护六世1798年被法
国的军队所俘虏，并于1799年在流
放途中死亡。

然而，启示录第 13 章提到了一次

复活，即“死伤”的复原。虽然当
今的罗马没有葛列格里七世时期所
拥有的政治权势，但因近代教皇很
受欢迎，在宗教和政治上它仍是有
影响力的势力（比如，教皇方济各

2015年于历史上首次向美国国会发

表演讲）。根据预言，这种影响只
会有增无减。

要的宗教，在很多方面亦是西方世

我们可以怎样既忠于上帝呼召我们传

的故事就是她权柄的一个显著例

然而，在传扬现代真理时，为什么我

七世，他来到教皇的城堡讲和。当

法屈服呢？

界的政治中心。罗马皇帝亨利四世

扬的信息，又尽可能不冒犯他人呢？

子。亨利四世激怒了教皇葛列格里

们一定不能向所谓“政治正确”的做

时，堂堂罗马皇帝在教皇恩准他进
去以前，竟冒着冬季的严寒在外院
整整等待了三天。因着胜利而得意
的葛列格里七世自夸说，打倒国王
的骄傲是他的责任。

星期一

6月4日

第10课／美国与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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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中的美国】

有人曾提出一项显而易见的质疑：
罗马怎么可能在今天或未来有启示
录第13章所描述的那种影响力呢？
它如过去一样能指挥军队的时代早
已过去了。但其答案也在启示录第
13章。

请读启13：11，12。有什么表号或
预兆能帮助我们认出这种势力呢？

前一个兽长久以来被新教徒视为罗
马，而且《圣经》描述它得到了
长达四十二个月的权柄（启 13 ：
5）。这四十二个月是与但以理书
7：25描述的“一载二载半载”或
“三年半”（启 12 ： 14 ）或预言
性的1260天（启12：6）相同的，
即教皇权逼迫反对者的时期。这个
预言时期（根据一日抵一年的原
则）始于教皇权变得至高无上的西
元538年，止于教皇被俘虏的1798
年。在这个时期，教皇权受了死
伤，而且预言应验了。
大约在历史上的这个时刻，即接近
“四十二个月”的尾声（1798年）
之时，又有一个势力出现了（启

13 ： 11 ），而且相比先前从象征

着人多的水中兴起的势力（参看
但7：2，3），这次是从陆地上兴
起。“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
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启17：15）
出于这些以及其他的理由，这个势
力必定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是一
个从世界上相对无人居住的地区兴
起的势力，而且它不需要为此推翻
任何大帝国。
“在西元 1798 年，新大陆上兴起
了哪一个强盛伟大，并博得世人注
意的国家呢？这个表号在此可以肯
定下来了。有一个国家，而且只有
这一个国家，应验了预言中所提
出的各种特点，那就是美利坚合
众国。”⸺怀爱伦，《善恶之
争》，第440页。
虽然这个势力最初被描述为像温顺
的羔羊一样有两个角，但是它将会
说话“像龙”（启13：11），暗示
着一个如前一个势力之下发生的逼
迫时期将重演。启示录13 ： 11 - 17
的叙述，对于罗马会怎样施行预言
预示的影响力方面，提供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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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6月5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敬拜的问题】

在人类敬拜历史过程中，上帝不断
面对人类陷入偶像崇拜和各种假敬
拜形式的问题（参看太4：8-10）。
在启示录第 13 章描述的末世危机
中，敬拜的问题将再次浮现。那
时，上帝的百姓不得不在敬拜和侍
奉上做出选择。（参看书24：15）

在第二课“但以理和末日”中，我
们了解到巴比伦王命令三个希伯来
年青人“敬拜金像”的故事（但
3：5）。我们也看到启示录第13章
使用但以理书第 3 章里的语言，来
描述上帝的百姓将会在末日面临的
逼迫。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但以
理书第 3 章的故事作为末日将要发
生之事的先兆，如启示录第13章有
关兽的权势在文中所描述的。每个
人都要敬拜金像，不然他们就会被
烧死在烈火窑里。同样，在启示录
第 3 章，凡“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
害”（启13：15）。
请读启14：9-11；16：2；19：
20；20：4。这些经文如何指出敬拜
问题的重要性呢？

巴比伦一直是假敬拜的中心。巴别
塔的建造者正是这欲望最好的证
明，它就像路锡甫一样，要“升到
高云之上”（赛14：14），企图以
此在未来全球性的大洪水中拯救自
己。因此，他们拒绝相信上帝决不
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的应许（创 9 ：
8-11）。
新巴比伦帝国同样高举人类的作
为。尼布甲尼撒曾高声称赞说：
“我所建造的大巴比伦。”（但
4：30）后来，伯沙撒王用来自所
罗门的圣殿里的金杯举行宴会，而
且“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
铁、木、石所造的神。”（但 5 ：
3，4）请注意圣殿的真器皿里充满
了令人兴奋的酒，凡用它们饮酒的
人都失去了感受能力。结果，在巴
比伦沦陷时，城里的很多人都随之
灭亡。真理的外在表现也许会以伪
装致命的“巴比伦之酒”的形式来
欺骗我们。假敬拜和虚假的思想正
是撒但王国的流通货币。
我们怎样确保我们如今没有参加任何
假敬拜呢？

星期三

6月6日

第10课／美国与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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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比伦”】

请读以下经文。它们向我们怎样描述
巴比伦呢？耶51：6，7，53，57；
撒2：7；启17：5，6；18：2，3。

正如我们昨天所学的，巴比伦作为
假敬拜的中心有着悠久的历史；所
以它是一个欺骗列国之末日权势的
贴切象征。
请比较龙，海兽和朱红色的兽（启
12：3，13：1-3，17：3）。它们
有什么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呢？

这三个兽都有七个头和十只角，这
代表着但以理书第 7 章中四大兽的
头和角的总和。每个接续的帝国都
是建立在先前的帝国之上。同样，
朱红色的兽融合了龙和海兽的特
点（各自象征异教和教皇权的罗
马），以及陆兽的特点（启 13 ：
11 - 14 ），“把作为上帝全部敌人
的三种势力结合成一个真实的联
盟。”─雅克•杜康，《启示录
的奥秘：希伯来人看启示录》（黑
格斯顿，马里兰州：回顾与展望出
版协会，2002），原文第162页。
在启示录第 17 章，另有一特点是
骑在朱红色兽上的女人，朱红色的

首象征着宗教和政治势力的非法联
合。这个女人与启示录第12章中贞
洁的妇人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贞洁的妇人

淫妇

（启12章）

（启17章）

在天上

在众水之上

身披日头

以金子、宝石、珍
珠为妆饰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身穿朱红色的衣服

受到龙的攻击

受到龙的支持

余民之母

淫妇之母

作为“淫妇之母”，巴比伦一直不
断地在重蹈覆辙。背道的教会之母
有很多背道的女儿。可是上帝不接
受背道的基督教错误的教导和犯下
的暴行。他真实的百姓虽然受到撒
但的攻击，但经过几世纪后依然幸
存。
启14：8已向人们警告过巴比伦的
倾倒和背离真道。这一背道最终将
引向由兽的印记发起的最后的欺骗
（启14：9-11）。这个警告将以更
大的力量一再重复，它的终点将以
最后一次呼唤仍在巴比伦的上帝百
姓从中出来，并与上帝末日的教会
联合为结束（启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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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6月7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

很多年来，研读《圣经》预言的人
始终以极大的热忱追踪世上的事
件，特别是与末日有所联系时。举
例来说，试想美国的角色。早在
1851 年，有些复临信徒就确认美
国为第二个兽的势力（启 13 ： 11 15），鉴于美国当时的世界地位，
这是耸人听闻的。19世纪中叶，世
界上的大国依旧是旧世界的那些大
国：普鲁士、法国、奥匈帝国，以
及英格兰。当时美国仅有一支约 2
千名士兵的和平时期军队，这大约
是滑铁卢战役（1815年）十分之一
的参战者。1814年之前的四十年，
英国人还曾经入侵并烧毁了华盛顿
特区。在 1867 年，西丁•布林的
勇士击毙了卡斯特将军的第七个美
国骑兵军团。因此，在有些解经家
认为美国就是未来要强迫世人接受
“兽的印记”的那股势力之时，这
个国家还在国土上与当地印第安人
作战，而且还时常落败！
毫无疑问，世界上的事件正如我们
所相信的那样一一实现。可是有更
多事情需要我们在末日未到以前呈
现出来。因此讨论“兽的印记”
时，要强调如今还没人有兽的印记
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他们是否遵守
第四条诫命。
除此以外，有更多事情需要显明。

请读启18：1-4。这里发生了什么
呢？以及为什么如今要记住这件事对
我们是很重要的呢？这些经文怎样向
我们指出我们在世界上的使命呢？

这些经文描绘了世界在政治、道德
和属灵上的荒凉景象。它们指出了
虚假的宗教教义在世界上产生的恶
毒影响。尽管如此，它们同时也传
递了伟大的希望，因为有一个大
能的天使用他的荣耀照亮了全世
界。此外，上帝忠心的百姓，即那
些尚未学过他们需要知道之真理的
人们，被呼召出了巴比伦。这意味
着直到最后那些已从巴比伦中出来
的上帝百姓要帮助还在巴比伦里的
人。
上帝用“我的民”称呼还在巴比伦的
某些人，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在
我们与别人建立联系时，为什么这是
需要记住的重点呢？

星期五

6月8日

第10课／美国与巴比伦

进修资料

撒但攻击上帝的律法就是攻击上帝
本身，包括他的权柄和他的统治。
所以在末日最后危机所发生的大事
件中，撒但将会攻击“遵守上帝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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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中也就是‘犯了众条。’（雅

2 : 10 ）”⸺怀爱伦，《善恶之
争》，原文第582页。
讨论问题

命”的人们（启12:17，14:12），

1 在课堂上，请讨论世界大事，以

透过他的党羽向他表示效忠的。很

相信的会在末日发生呢？还有什么

斗争，将会在地上继续，且正如他

能既对时代预兆保持警惕，又避免落

被打败。“自从天上的大争斗最初

经》和怀爱伦的著作中没有明确教导

因为只有他们是唯一在地上、拒绝

及它们正以怎样的方式，指出我们所

久以前，他在天上向上帝发起的

事件需要呈现呢？我们该如何做，才

在天上被打败一样，他在地上也会

入狂热、不断订定日期，以及对《圣

发动以来，撒但的目的就是要推翻

的事发出鲁莽的预测呢？

上帝的律法。为了要达到这个目

2请进一步思考敬拜的问题。敬拜别

虽然被逐出天庭，但他还是在地上

拜我们真正敬拜的对象呢？

的，他才进行背叛创造主，后来他
继续这同一的争战。他所坚持的目

的事物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怎样敬

的，就是要欺骗世人，以便勾引他

3请进一步思考“上帝在巴比伦仍然

人把律法完全作废，或是要使人弃

比伦”（这显然是象征性的，而非字

样的。因为人若干犯‘一条’，就

不论其他人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如何，

示范所及，都是在引诱别人犯罪，

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们去干犯上帝的律法。无论是要使

有他的百姓”这种观点。我们对“巴

绝其中的一条训诫，其结果总是一

面性的）这个术语的意义理解为何？

是藐视全部律法，故此他的影响和

我们都有责任继续向别人传扬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