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课 6月16日至22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2季‧4～6月

安息日下午

巴比伦与哈米吉多顿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启14：8；16：19；赛52：9；启18：1-10；16：12-16；王上18：1-40；林
前15：1，2。

存心节

“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
母。”（启17：5）

如我们已注意到的，启示录充满了从旧约《圣经》中直接引用的图象和
语言。比如，巴比伦这个名字在启示录中出现了六次。可是，它并不是
指数百年前已从世界历史中消失的、属尼布甲尼撒的古老王国。反之，
约翰在使用旧约《圣经》的图像来表达一个真理。在这种景况下，巴比
伦作为一个曾经迫害上帝百姓的庞大政治和宗教势力，此时正好用以描
述那将在末日企图做同样事情的庞大宗教和政治势力。

哈米吉多顿一词也有类似之处。它在启示录中只出现过一次，但它于一
个似乎有“米吉多山”之意的希伯来短语。米吉多山是古以色列的一个
地名。有关哈米吉多顿，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揣测，其中很多人预想的是
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斗争，会在世界末日临近时在米吉多爆发。

本周我们将会研究巴比伦和哈米吉多顿，并学习《圣经》利用这些图像
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

■研究本周学课，为6月23日安息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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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6月17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她愤怒的酒”】

请读启14：8；16：19；17：5；
18：2，10，21，也就是启示录中
六个提到巴比伦之处。虽然我们记得
旧约《圣经》中巴比伦的故事，但这
些经文怎样向我们讲述在末日事件背
景下出现的巴比伦呢？

有人说《圣经》是在描写一个“双
城记”，即耶路撒冷和巴比伦。耶
路撒冷代表上帝的城以及整本《圣
经 》 中 他 约 中 的 百 姓 （ 诗 102 ：

21 ，赛 52 ： 9 ， 65 ： 19 ，启 3 ：
12），巴比伦代表压迫、暴力、假
宗教和彻底的背叛上帝。

思考一下，譬如巴别塔（创 11 ：

9）。“巴别”和“巴比伦”王国
的希伯来原文是相同的。在彼前

在其中的角色，这是一个别具意义
的称呼。

请读启14：8和18：3。这些经文怎
样揭示了巴比伦对世界和上帝的百姓
所带来的恶毒影响呢？

毫无疑问，如启示录中所描述的，
巴比伦所代表的权势因这种蔓延到
全世界的败坏性影响而从某种程度
上完全堕落了。“她邪淫的大怒之
酒”这个短语明确地指向虚假的教
义和教导以及堕落的行为，并由它
们所带来的最终后果。巴比伦是一
种已传向“列国”的邪恶势力（启

18：3）。因此，每个人都需要提
防，以免他们也败坏了。

5：13节，彼得从“巴比伦”的教

请环顾当今的世界：腐败、混乱、压

是来自今天位于伊拉克那古老王国

根在耶稣和他的话语中呢？

会发出问候，通常的理解是，这不
的废墟中，而是来自即将成为教会
迫害者的罗马。根据启示录和罗马

迫。这如何教导我们看出我们需要扎

星期一

6月18日

第12课／巴比伦与哈米吉多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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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倾倒了】

纵然巴比伦在世界上的影响是巨大
和败坏的，启示录指出有一天它将
会完全终结。

请读启18：1-10。这些经文怎样向
我们揭示“大巴比伦”呢？

启18：2在此重覆有关巴比伦之倾
倒的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启 14 ：
8）。这是形容巴比伦已变得多么
败坏的一种表达方式。
“《圣经》说明在救主复临之前，
撒但要‘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
切虚假的奇事，并且……行各样出
于不义的诡诈’；于是那些‘不领
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的
人，便要得到‘一个生发错误的
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帖撒罗尼
迦后书2：9-11 及至各教会发展到
这个地步，而教会与世俗的联合在
基督教界全面实现之后，巴比伦的
倾倒才能算为完全。这种变化乃是
逐步发展的，所以启示录十四章八
节的全面应验还在将来。”─
怀爱伦，《善恶之争》，原文第
389，390页。

不论这个“完美的应验”如今是否
已经到来，只有上帝知道。可是我
们所知道的是根据这些经文，属灵
的巴比伦未来将要因为她的大罪恶
而面临上帝的审判。“因她的罪恶
滔天；她的不义，上帝已经想起来
了。”（启18：5）这个表达也反
映了旧约《圣经》中有关古巴比伦
的语言，并意味着审判的时期必定
会到来。

这个即将到来的审判当然不应令人
惊讶。毕竟，古代的巴比伦面对了
审判（但第 5 章）。《圣经》在很
多地方都明确指出，将来每个人都
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包括巴比
伦。作为基督徒，我们在那场审判
中有一位代表我们的中保（约一
2：1；但7：22），这是多么令人
安慰之事！不然的话，我们的命运
也许不比巴比伦的结局好。
如今似乎没受到惩罚的、一切不公和
不义，将来都要面对上帝所施行的最
终报应，这个应许能带给你怎样的安
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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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6月19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哈米吉多顿】

虽然大多数人，包括很多基督徒在
内，都对启示录不甚明暸，但书中
的一个图像或名字却已融入了大众
文化：哈米吉多顿（参看启 16 ：
16 ）。连在世俗文化中，这个名
字都代表了地球悬而未决之命运的
最后一场斗争。美国好莱坞制作了
一部名为“哈米吉多顿”（多译为
“世界末日”）的电影，描述了一
颗巨大行星即将毁灭地球的故事。
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末日的观念
也深入世俗之人的心中。
很多熟悉启示录并相信其信息的基
督徒，把哈米吉多顿之战视为在临
近世界末日时发生在中东的一场军
事斗争。一种说法描述有来自亚洲
的两亿军人涌入以色列北部。有些
别的说法聚焦在那个地区的各种军
事和政治冲突，而且根据他们的理
解，这些冲突将成为米吉多地区最
后哈米吉多顿大战的先决条件。
然而，《圣经》则提供了一种完全
不同的描述。经文把哈米吉多顿描
述为终极的决战，不是在国家冲突
之间，而是在善恶大斗争的两方。
这是一场宗教性的斗争，不是经济
或政治的，尽管有很多经济和政治
的因素会卷入其中。

请读启16：12-16。单从这些经文
看，我们可以学到有关哈米吉多顿的
哪些事呢？

首先，请注意此处的语言多么具有
象征性。邪灵好像青蛙，从龙的嘴
里，假先知的嘴里，以及兽的嘴里
出来（指向启示录第 13 章中的势
力；此处的“假先知”一定是指启
示录 13 ： 11 中的陆兽）。大斗争
在此也被描述为“鬼魔的灵”（启
16：14）。
出去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
争战（启 16 ： 14 ）。不管哈米吉
多顿将会以何种方式呈现，它是基
督势力与撒但势力间一场全球性的
斗争。它不是米吉多地区的一处战
场，同样启示录中的巴比伦也不是
指当今伊拉克境内。
请读启16：15。在这些事件中，耶
稣用福音信息鼓励我们，既有他复临
的应许又用他的义遮盖我们的需要，
这是多美好！这如何有助于我们了解
我们所处的这场战争的属灵性质呢？

星期三

6月20日

第12课／巴比伦与哈米吉多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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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米吉多顿与迦密山：第一部分】

可是，这场哈米吉多顿的大决战是
什么呢？首先，这个名字似乎是指

后事件中将呈现的问题呢？

“米吉多山”。然而，如今所知的
米吉多地区并没有山，但迦密山就
座落在附近，因此学者认为“米吉
多山”这个短语是指迦密山。

更重要的是，《圣经》学者把迦密
山上以利亚与巴力假先知的故事看
作一个象征，来预表启示录第13章
要展开的事。

如我们昨天所见，启示录16：13透

过龙、兽和假先知将读者引向启示

录第13章中的事件，即我们在第 9
课所学，那假冒的三一上帝。

启示录第 13 章中的问题在第 13 、

14节，也就是第二兽行奇事，甚至

“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之
时（启13：13），达到了高潮。这

些事件指向了上帝和撒但之间，并
敬拜真神上帝与敬拜“兽像”（启

13：14）之人两方的对决。

请读王上18：1-18。这个故事中发
生了什么，反映了在启示录描述的末

在很多方面，我们在此看到的是对
这场大决战的鲜明写照。以利亚在
第18节把问题表述得很清楚：人们

离弃上帝的律法并敬拜随从假神。
不论这种邪恶在历史中出现的形式
和方式如何，难道不是问题的根源
所在吗？我们若非敬拜“创造天地
海和众水泉源的”上帝（启 14 ：

7），不然就是敬拜别的对象。在
启示录第13章及其展开的事件中，

人们没有敬拜上帝，而是敬拜兽和
兽像。这样的事没有中立地带。我
们若不是站在上帝那一边，就是与
撒但在一处。在当前、特别是差异
无比清晰的哈米吉多顿之战中，与
我们在迦密山故事中看到的雷同，
这正是为何这些问题生死攸关、极
度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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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6月21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哈米吉多顿与迦密山：第二部分】

请读王上18：18-40。发生了什么

呢？故事是怎样结束的？以及（若没
有过多分析）这个故事如何从宏观的
角度，反映大决战达到末时顶峰时所
要发生的事？

沟。以利亚向上帝献上了一个简单
的祈祷。上帝马上焚烧了一切，包
括石祭坛及其下方的尘土。与巴力
相比，真神上帝的能力是无庸置疑
的。
请读启16：13；19：20，21，并
把这些经文与巴力假先知的命运相比

迦密山之战是上帝的先知以利亚与
数百位巴力先知之间的斗争。（请
注意恶的势力在数量上与善的一方
差距之悬殊）。那是一场证明谁
才是真神的考验，是创造天地的
上帝，还是巴力─ 即撒但用与
“龙”相仿的方式欺骗世界的（启
12：9）。
祭司们祈求巴力降火来焚烧他们的
公牛祭。他们从早上到中午不停地
喊叫。“大声求告吧！”，以利亚
嘲笑他们说：“也许他在睡觉。”
（王上18：27）祭司们竭力地狂呼
乱叫。他们用刀砍自己，直到满身
流血。精疲力竭的他们在献晚祭的
时候放弃了。
他们用水把以利亚的献祭浇了三
次，直到水漫出来满了祭坛四周的

较。我们在此看出了什么呢？

不管哈米吉多顿还有何未知之处，
我们目前至少知道了结局：上帝的
敌人遭毁灭，上帝和他的圣徒得以
保全。
请读林前15：1，2。虽然这里的语
境不同于哈米吉多顿，但保罗所表达
的观点是什么呢？有鉴于未来之事，
为什么这是我们需记住的重要教训
呢？参看启16：15，其上下文说的
绝对是指哈米吉多顿。这些经文综合
起来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

星期五

6月22日

第12课／巴比伦与哈米吉多顿

进修资料

“在哈米吉多顿之战这个故事中的
好几个地方，可憎的动物和可怕的
事件不时隐现，但也有更加个人化
的真理一闪而过。如我们所知，其
中一个是启 16 ： 15 ，‘看哪，我

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
有福了！’这节经文恰好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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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斗争。它也是一场心灵的斗争
─ 呼召人们忠心地效忠被杀的

羔羊。（启5：9，10，12； 13：

8）。”─乔恩•保临，《迫近
的哈米吉多顿》（黑格斯顿，马
里兰州：回顾与展望出版协会，

2000），原文第193页。
讨论问题

《圣经》中一个名为哈米吉多顿的

1 若有人相信启示录描述的很多事

和末日事件做准备的许多新约《圣

方，我们该如何帮助他呢？有哪些方

地方，呼应了有关个人为耶稣复临

件，将会发生在世界上某个真实的地

经》篇章。

式可以让他们看出这是一种错误的解

‘他们将要与羔羊争战，但羔羊

2 如我们所见，巴比伦的影响遍及

主、万王之王。并且那些与他在

如何辨别那些教导并远离它们呢？

另一个同性质的经文是启17：14，

经方法呢？

必会胜过他们，因为他是万主之

全世界。巴比伦的教导有哪些？我们

一起的是蒙召、被拣选并且忠心

3 在星期一引用的怀爱伦论述中，

大斗争中有一支军队，他们的首要

在基督教界全面实现之后，巴比伦的

的。’（按作者翻译）在此最后的
目标不是用武器消灭对方，而是要
忠于他们神圣的呼召和拣选。这是
与当今国家和叛乱行动所参与的战
斗截然不同的一种战争。正如我反
复提到的，哈米吉多顿之战是一场

她说：“及至……教会与世俗的联合
倾倒才能算为完全。”请思考“教会
与世俗的联合”这个短语。这里向我
们发出的严肃警告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