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課

安息日學研經指引／學課•2019年第1季•1～3月

3月16日－3月22日 安息日下午

審判巴比倫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啟 17章；耶51：13；出 28：36－38；啟13：1－10；啟13：18；啟16：2－
12。
存心節

「我又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我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出來，免得與她一同有
罪，受她所受的災殃；因她的罪惡滔天，她的不義，上帝已經想起來了。」
（啟18：4－5）

第六災導致幼發拉底河象徵性的乾涸，這代表幻想破滅的世人不再支持
末世的巴比倫。我們在上週的課程中看到，在巴比倫的權勢徹底粉碎
前，魔鬼會四處活動來偽造上帝的作為（啟16：13－14）。魔鬼鼓吹惡
人團結一致，為哈米吉多頓大戰的大獲成功準備。

最後一戰剛開始，一場大地震突然來襲，這是第七災的一部分。這場大
地震破壞了巴比倫的統一，使其裂為三段（啟16：18－19）。末世巴比
倫被形容為一座城市，標誌著世界上政治宗教權力之間的短暫聯合，以
對抗上帝的子民。這一結盟最終解體，也導致末世巴比倫的崩塌。

我們必須記住，啟16：19只是宣告了末世巴比倫的政治垮臺。17和18章
則向我們具體描述了垮臺的過程。啟17章在剖析末世巴比倫的消亡以及
傾倒的原因之前（啟17：12－18：24），先講述了這個末世背道的宗教
體系，是以騎著朱紅色獸的大淫婦為標誌。這騎著朱紅色獸的大淫婦與
她的眾女兒一起，引誘這個世界來反抗上帝（啟17：1－11）。

■研究本週學課，為3月23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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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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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淫婦巴比倫】
閱讀啟17：1。耶51：13表明，巴比
倫所坐的「眾水」是指幼發拉底河。
根據啟17：15，眾水象徵什麼？

在《聖經》中女人象徵上帝的子
民。啟示錄以一位貞潔婦人的形象
來代表上帝的真教會（啟12：1，
22：17）。那麼淫婦則代表虛假背
道的教會。啟17：5中的淫婦被稱
作大巴比倫。正如古代巴比倫倚靠
幼發拉底河方能生存一樣，末世的
巴比倫同樣也要倚靠眾人的支持來
實行她的計畫。
閱讀啟 17：2；啟 14：8 和啟18：
2－3。經文指明有哪兩類人被誘惑與
末世巴比倫發生了不正當的關係？

第一類是地上的君王，政府執政力
量。經上說他們與大淫婦巴比倫行
淫。在舊約《聖經》中，行淫或通
姦經常被用來形容背道的以色列人
轉離上帝，去信奉虛假的宗教（賽
1：21；耶3：1－10）。地上的君
王與大淫婦行淫象徵著末世的巴比

倫與政府政治力量之間的非法聯合
─教會與國家的結合。

與大淫婦巴比倫有著不正當關係的
第二類人是住在地上的人─被統
治的群眾。他們的靈命因著巴比倫
淫亂的酒變得昏昏沉沉。不同於國
家的政治力量，普通的民眾是因著
巴比倫錯誤的教導和行為迷醉了，
自欺欺人地以為她能夠提供保護。
當人們酩酊大醉時，頭腦根本不清
晰，極容易受到控制（參見賽28：
7）。除了忠心的餘民，整個世界
都會被巴比倫領入歧途。
今天也一如往常，到了最後廣大的群
眾依然選擇了錯誤的道路。這一切告
訴我們，不管民意如何沸騰，一味從
眾有多麼危險？

星期一

3月18日

第12課／審判巴比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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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朱紅色獸的大淫婦】
閱讀啟17：3。手拿著裝滿末後七災
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要將坐在
眾水之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
約翰看。當約翰觀看時，他看到這大
淫婦正騎著朱紅色的獸。水和獸的表
號如何恰如其分地表現出巴比倫支持
者的特徵？

當約翰被帶到曠野見異象時，他看
到了一個騎在朱紅色獸上的女人。
我們知道淫婦代表一個宗教實體，
而獸象徵政治權力。這幅婦人（宗
教）騎在獸（世俗和政治勢力）之
上的情景是指兩個獨立的實體，即
宗教和政治相結合，這在過去是沒
有發生過的。然而預言表明這兩個
實體在末世將要聯合一致。騎在獸
上的概念表示佔據主導地位；這騎
在獸上的末世宗教體系將主宰世俗
和政治權勢。
大淫婦的哪些特徵表現出她與啟12、
13章中的龍、海獸和地獸有關？

這大淫婦打扮得分外妖嬈，穿著紫
色和朱紅色的衣服，以金子、寶石

和珍珠為裝飾；這種裝扮是古代妓
女用以增加其誘惑力的手段（耶
4：30）。朱紅色是血的顏色，與
這一宗教體系逼迫人的特徵相一
致。

大淫婦的衣著仿照了舊約《聖經》
中大祭司的裝扮，二者的衣服上
都有紫色、朱紅色和金色（出28：
5－6）。淫婦額上那褻瀆的名號取
代了大祭司冠冕上「歸耶和華為
聖」的銘文（出28：36－38）。她
手裡的杯讓我們想起巴比倫王伯沙
撒和臣子喝酒時用的就是聖殿中的
器皿（但5：2－4）。淫婦所拿的
杯是以真理的外表掩藏了她的酒
─撒但末世宗教體系的虛謊─
為要引誘全世界離棄上帝。
《聖經》進一步說到大淫婦巴比倫
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見證基督而殉
道之人的血。這一血債將末世巴比
倫與中世紀背道的基督教聯繫了起
來，後者在教皇的領導下，殺害了
數以百萬計忠於福音的基督徒。

《聖經》中對大淫婦巴比倫的描述符
合推雅推喇教會中耶洗別的形象（參
見啟2：20－23）。這兩個女人之間
的相似之處如何表現出末世巴比倫的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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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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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紅色獸的身分】

啟示錄 17：3對於朱紅色獸的描述
與啟13章對於海獸的描述類似，後
者是與上帝的子民爭戰，並且獲勝
的獸（啟13：5－7）。這正是先前
預言提到，使婦人逃去曠野躲避
了1260天/年的逼迫，時間從西元
538年持續到1798年（啟12：13－
14）。 雖然如今生活在泛基督教主
義的時代，但新教徒們依然對過去
可怕的逼迫記憶猶新，因為，根據
《聖經》預言，類似卻更可怕的事
情會再次發生。
閱讀啟17：8。將該經文的措辭與啟
13：8作比較。啟13：3如何闡明這獸
存在和活動的三個階段？

朱紅色的獸被認為是先前有，如今
沒有，將要從無底坑裡上來，又要
歸於沉淪的。首先，這三重短語是
對上帝名字的偽造，耶和華─那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上帝（啟
1：4；另見啟4：8）。另外它也進
一步指出獸經歷的三個階段：

(1) 獸「先前有」。它過去存在過，
先前活動的時間持續了四十二個預
言月，也就是1260天/年（參見啟
13：5和第9課星期日內容）。
(2) 獸「如今沒有」。因為它受了致

命傷（參見啟13：3），所以在1798
年，一直以逼迫者形象示人的獸便
從歷史上隱退。在世人看來，它消
失了一段時間，但卻活了下來。
(3) 最後，隨著死傷被醫好，獸也將
復活，帶著撒但的憤怒重掌大權。

啟示錄17章描述了啟13：1－8的獸
死傷被醫好時的情景。大淫婦巴比
倫就坐在這隻復活的獸上。未來宗
教和政治將會再次結成短期的聯
盟，正如中世紀時一樣，逼迫的風
暴也必將死灰復燃。
「何時反對興起，而宗教偏見再度活
躍，以至逼迫重新燃起，那心懷二意
假冒為善的人就要動搖而放棄信仰，
但真實的基督徒卻要站立穩固，堅如
磐石，他的信心與希望反要比平安順
利的日子更堅強，更放光明。」―
懷愛倫，《善惡之爭》，原文第602
頁。從這些有關基督徒現在、甚至是
末世事件發生前所要經歷之事的教訓
中，我們能夠得到哪些警告？

星期三

3月20日

第12課／審判巴比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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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的七頭】
閱讀啟17：9－11 和啟13：18。要理
解這七頭必須有智慧的心。這裡所提
到的是什麼樣的智慧？人應當如何
獲得這從天而來的智慧（參見雅1：
5）。

天使解釋這七頭就是七座山。有些
譯者認為這山是暗指羅馬城所坐落
的七座山，因此他們將希臘文中的
oroi（山脈）譯作「山丘」。這七
座山又代表七位王。 而且這些山是
連續，而非同時存在的。

這七座山並非代表個別國王，因為
啟示錄所講的不是個人的事，而是
整個體制。山脈在《聖經》中常常
代表世界大國或帝國（耶51：25；
結35：2－3）。在《聖經》預言
中，「王」代表王國（參見但 2：
37－39；但7：17）。由此得出，這
七座山代表歷史上連續出現的七個
統治世界的帝國，它們是撒但用來
對抗上帝，傷害上帝子民的利器。
從約翰所處的時間點來看，五個帝
國已經傾倒，一個還在，還有一個
尚未來到。雖然復臨解經家並沒有
就此問題有一致答案，但許多人認
為，那已經傾倒的五個王是舊約時

代統治並（有時）迫害上帝子民的
大帝國：埃及、亞述、巴比倫、瑪
代波斯和希臘。目前還在的那一位
就是約翰時代的羅馬帝國。

「還沒有來到的」第七個王國是啟
示錄13章的海獸─曾經統治並迫
害上帝子民的教皇權，要到約翰時
代以及異教羅馬帝國傾倒之後才會
出現。這預言雖在事情發生好幾個
世紀前就已寫成，但後來的歷史卻
應驗得分毫不差。
約翰又被告知，雖然這朱紅色的獸
位列七頭之一（世界強國），但它
是第八個世界強權。是七頭中的哪
一個呢？因為七頭在時間上是連續
的，所以第八個必須是受了死傷的
第七頭。朱紅色獸出現的時間正是
第八個世界強權的時間，它要執行
並推進大淫婦巴比倫的目標。今天
我們正處於死傷醫好的時段。第八
個強勢政權將在世界終結之前登上
舞臺，等待它的將是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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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的審判】

閱讀啟17：12－15 和啟 16：14－
16。從中你可以學到哪些關於「十
王」的情況？

關於十王的身分，各界眾說紛紜。
不過，啟示錄並沒有告訴我們他們
到底是誰。從經文中我們能得到的
結論就是，在世界末日前，他們會
以短暫的政治同盟形態出現，支持
大淫婦的行動。他們的數目表現了
世界強國對於獸堅定不移的忠誠。

啟17：13－14簡要地重述了哈米
吉多頓之戰─詳情在啟16：12－
16。因為受到施行神蹟奇事的魔鬼
勢力連同龍、海獸和假先知的欺
騙，全世界的政治力量將會聯合一
致與羔羊爭戰。換句話說，哈米吉
多頓之戰並不是發生在中東地區的
軍事戰爭，而是基督復臨前撒但並
他的邪惡同盟和基督及祂的天使軍
團之間的最後戰役。

閱讀啟17：16－18。結合啟16：2－
12的內容，思考十王對待巴比倫態度
的改變，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從巴
比倫的遭遇可以看出是誰在掌權？

十角是歐洲分裂各國的繼承勢力，
他們滿腔怒火，突然將矛頭轉向大
淫婦巴比倫（末世象徵教皇權），
使她冷落赤身；他們又要象徵性地
吃她的肉，用火將她燒盡。在描述
大淫婦巴比倫將來的遭遇時，約翰
所用的措辭與上帝對背道的耶路撒
冷所說的話相似（耶4：30）。用
火燒盡是對犯了姦淫的祭司的女兒
的審判（利21：9）。這些受騙的
政權之所以大失所望，是因為巴比
倫無法保護他們免受災殃。他們既
受騙上當，便憤然攻擊她。這末世
背道的宗教體系將會與所有認同它
的人一起，遭受上帝全然公義的審
判。
關於末世所發生的事，還有許多問題
沒有答案，所以我們現在會覺得十分
困惑。啟17：14提供了什麼具體的
應許，這一應許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
麼？

星期五

3月22日

第12課／審判巴比倫

進修資料

在巴比倫的道德尚未全面淪亡之
前，有從天上而來的聲音敦促那
些仍在巴比倫中的上帝子民，「我
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出來」（啟
18：4）。如今仍有許多敬拜上帝
的人出於各種原因身在巴比倫中。
上帝便使用祂末世的教會去呼籲這
些子民，脫離這背道的宗教體系，
不要與它一同犯罪。他們必須從
巴比倫出來，才能逃脫沉淪的命
運。上帝不願任何人沉淪（彼後
3：9）。啟19：1－10表明在巴比倫
中許多敬畏上帝的人將回應這一呼
召。作為上帝的餘民教會，我們要
思考自己所肩負的是多麼重大的責
任。它告訴我們，我們是何等需要
上帝的真理在我們心中，渴望聖靈
沛降在我們的生命中？
討論問題

1 啟18：4告訴我們，在巴比倫有許
多敬畏上帝的人，上帝稱其為「我的
民」。思考下面一段話：「這是我們
必須發出的信息。但我們仍要小心，
不可口頭攻擊、壓迫，或譴責那些沒
有我們擁有之亮光的人。我們不該故
意竭力攻擊天主教徒。在天主教徒
之中有許多人是最有良心的基督徒，
他們本著照在他們身上的所有亮光行
事為人，上帝也必為他們做工。那些
已得了極大的機會和權利，而未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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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自己的體力、智力、和道德能力的
人……，他們在上帝面前，比那些在
教義要點上雖有錯誤，可是卻追求為
有益於別人而生活的人，更危險、更
有罪。」―懷愛倫，《佈道論》，
原文第575頁。這段話告訴我們應當
如何對待他人？
2 啟示錄17章描述了一個淫婦坐在
朱紅色的獸上。啟示錄12章中的婦人
象徵著忠於上帝的教會，而啟示錄17
章的女人則代表引誘世界遠離上帝的
背道的教會。在你看來，兩者之間有
何相似之處，又有何不同之處？更重
要的是，從這樣的比較中你能學到什
麼？
3 本週的經文描述了在基督勝利復
臨之前，宗教和政治界在最後階段中
所呈現出的消沉、淒涼的狀態。這
種狀況告訴我們，為什麼我們現在對
上帝所給予我們的信息保持忠誠、真
實和純正是如此重要？閱讀啟 16：
15，這是在舉世背道的背景下對忠心
的呼籲。我們現在如何將這一警告用
在自己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