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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屬靈戰爭的根源] 
 
 

以色列人民常年住在備戰的狀態之下.每一天都有可能有戰爭會暴發.也是因為這樣的

情形,他們每一天的生活都有考慮到隨時會有戰爭的可能.為了這樣的緣故,以色列當局的治

安單位,為了保護他們的國民與觀光客(以色列大部份的國民收入來自於觀光的事業)他們用

盡一切的辦法來作好治安. 
 
 

而今天有許多的基督徒天天活在天真無邪的生活中.有許多的基督徒受到攻擊與試探

而他們還不知道他們天天都在戰場上.因為在靈界裡,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環境中,屬靈的戰爭

天天都在進行. 只是太多的基督徒不知道這樣的真理與事實,他們以為所有的問題只是在他

們的日眼所能看到的事件上而已. 
 

要明白屬靈戰爭的根源,我們必須回到遠在人類受造以前的光景.那時候上帝創造了一

群靈體叫作[天使] 上帝造他們就像祂自己一樣正如神是靈一樣1.  
R.K. 

 

天使（ANGEL） 

   

Ⅰ 舊約中的天使 

Ⅱ 新約中的天使 

 

Devil and Demons 魔鬼與鬼  
 
 
 

一. 撒但背逆上帝的原因: 

以西結 28:1-19 [28: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28:2   「人子啊，你對推羅君王說，主耶

和華如此說，因你心裏高傲，說，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雖然居心自比神，也不

過是人，並不是神。28:3   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甚麼祕事都不能向你隱藏。28:4   

你靠自己的智慧聰明得了金銀財寶，收入庫中。28:5   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貿易增添貲

財，又因貲財心裏高傲。28:6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居心自比神，28:7   我必使

外邦人，就是列國中的強暴人臨到你這裏；他們必拔刀砍壞你用智慧得來的美物，褻瀆你

的榮光。28:8   他們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與被殺的人一樣。28:9   在殺你的人

面前，你還能說『我是神』嗎？其實你在殺害你的人手中，不過是人，並不是神。28:10  你

必死在外邦人手中，與未受割禮（或譯：不潔；下同）的人一樣，因為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1 約 4:24 [神是個靈（或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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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28:12  「人子啊，你為推羅王作起哀歌，說主耶和華如此說：

『你無所不備，智慧充足，全然美麗。28:13  你曾在伊甸神的園中，佩戴各樣寶石，就是

紅寶石、紅璧璽、金鋼石、水蒼玉、紅瑪瑙、碧玉、藍寶石、綠寶石、紅玉和黃金；又有

精美的鼓笛在你那裏，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預備齊全的。28:14  你是那受膏遮掩約櫃的基路

伯；我將你安置在神的聖山上；你在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間往來。28:15  你從受造之日所行

的都完全，後來在你中間又察出不義。28:16  因你貿易很多，就被強暴的事充滿，以致犯

罪，所以我因你褻瀆聖地，就從神的山驅逐你。遮掩約櫃的基路伯啊，我已將你從發光如

火的寶石中除滅。28:17  你因美麗心中高傲，又因榮光敗壞智慧；我已將你摔倒在地，使

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們目睹眼見。28:18  你因罪孽眾多，貿易不公，就褻瀆你那裏的

聖所。故此，我使火從你中間發出，燒滅你，使你在所有觀看的人眼前變為地上的爐灰。

28:19  各國民中，凡認識你的，都必為你驚奇。你令人驚恐，不再存留於世，直到永遠。』」] 
 

1.1 路西法的完美: 

[結 28:12-13「人子啊，你為推羅王作起哀歌，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無所不備，智慧充

足，全然美麗。你曾在伊甸神的園中，佩戴各樣寶石，就是紅寶石、紅璧璽、金鋼石、水

蒼玉、紅瑪瑙、碧玉、藍寶石、綠寶石、紅玉和黃金；又有精美的鼓笛在你那裏，都是在

你受造之日預備齊全的。] 

它是上帝最完美的創造,它的身上滿著各樣的榮光: 

⚫ 無所不備: He has everything he needs and he lacks of nothing. 

⚫ 智慧充足: He was sufficient of all wisdom 

⚫ 全然美麗: Perfectly beauty 

⚫ 佩戴各樣寶石: 它擁有各樣的美麗與榮光 

⚫ 又有精美的鼓笛在你那裏: 它受造來帶領眾天使來讚美神 

1.2. 路西法的特殊地位: 28:4  

[你是那受膏遮掩約櫃的基路伯；我將你安置在神的聖山上；你在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間往來。] 
 

1.3. 路西法的特別身份: 基路伯2 

 

2 （CHERUBIM）（來：k#ru^b[i^m） 

  是「 」的複數，在舊約是指象徵性的和天上的活物。在創世記他們受命把守伊甸園的生命樹

（創三24）。安設於約櫃蓋子（「施恩座」）兩旁的精金 （出廿五18-22；參：來九5），在以色列人

心目中，也有類似的象徵性的功用，因為以色列人認為他們負責保護收藏在約櫃中的聖物，又認為 那

張開的翅膀，是給肉眼看不見的神的寶座，提供有形的座架（參：撒上四4；撒下六2；王下十九15；詩八十

1，九十九1等等）。在結十，神那戰車式的寶座，仍然由 背負，但變成可移動的。 這類有翅膀

之活物的圖繪，又被繡在會幕的帳幔和幔子上，以及聖殿的牆上（出廿六31；代下三7）。 

  的圖案，構成所羅門聖殿豪華裝飾的一部分（王上六26起）。其中兩個 用橄欖木雕刻，用

金子包裹，俯視至聖所。他們約五公尺高，翅膀展開的總長度也是五公尺，他們並放在一起，遮住一整幅的

牆。 也作為一種壁緣的裝飾，被雕刻在所羅門聖殿周圍的牆上，而且它們連同動物的圖案出現於鑲板

上，構成大銅盆（「銅海」）盆座的一部分，這銅盆專用來盛載潔淨禮儀用的水。 

  在舊約其他提及 的經文，尤其是在詩歌書， 乃是天上的暴風的象徵；例如在撒下廿二11（詩

十八10）形容神坐 飛行（這種說法有其平行的句子：「目睹祂坐在風的翅膀之上」）。 

  舊約並沒有清楚的描述 的外表和一般的性質。他們通常都被描述為有手有腳而且有翅膀的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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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4 Notice that His title as the anointed cherub who covers. He was the honor guard of the 
angels, the angel who has responsibility to proclaim and protect the glory of God. They are the 

highest rank in God’s hierarchy of angels. 
 

1.4. 路西法可悲的高傲: 

結 28:15-17 [你從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後來在你中間又察出不義。 

28:16  因你貿易很多，就被強暴的事充滿，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褻瀆聖地，就從神的山

驅逐你。遮掩約櫃的基路伯啊，我已將你從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除滅。 

28:17  你因美麗心中高傲，又因榮光敗壞智慧；我已將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

好叫他們目睹眼見。] 
  
 

1.5. 路西法的計謀: 

啟 12:4 [牠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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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撒但怎樣背逆上帝? 

賽 14:4-14 

[14:4   你必題這詩歌論巴比倫王說，欺壓人的何竟息滅？強暴的何竟止息？ 

14:5   耶和華折斷了惡人的杖，轄制人的圭；14:6   就是在憤怒中連連攻擊眾民的，在

怒氣中轄制列國，行逼迫無人阻止的。14:7   現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靜；人皆發聲歡呼。

14:8   松樹和利巴嫩的香柏樹都因你歡樂；說，自從你仆倒，再無人上來砍伐我們。14:9   

你下到陰間，陰間就因你震動來迎接你；又因你驚動在世曾為首領的陰魂，並使那曾為列

國君王的，都離位站起。 

14:10  他們都要發言對你說，你也變為軟弱像我們一樣嗎？你也成了我們的樣子嗎？14:11  

 
在以西結所見的、復興的耶路撒冷一異象中， 的雕像有二臉，一為人的臉，另一為少壯獅子的臉（結

四十一18-19），然而在他所見的神榮耀的異象中，那些 各有四個臉面、四個翅膀（結十21）。到底先

知認為他們擁有多少倫理道德的特性，則不得而知。他們總是與神有密切的聯繫，而且被賦予一個崇高的、

屬天的身分。 

  考古學發現了一些古代的活物的雕像，這些活物可能就是 。在撒瑪利亞，象牙鑲板上描畫的一個

混合的圖像，有人的臉面、獸身和四條腿，以及兩個精巧而顯著的翅膀。在古腓尼基城迦巴勒（Gebal，希臘

文為比布羅斯 [Byblos]），發掘出兩個類似的 的雕像，支撐 迦巴勒王希蘭的寶座，他在主前1000年

左右作王。 

  象徵性的、有翅膀的活物，在古代近東的神話和建築物中，都是一個顯著的特色。這種雕像，在埃及泛

靈論中，相當普遍；而在米所波大米，有翅膀的獅子和公牛則守護 重要的建築。赫人推廣一種鷹頭獅身的

怪獸像（griffin），這是一種很複雜的、湊合而成的活物，身軀如獅、有鷹頭和翅膀，樣貌大致上酷似一個獅

身人面像。 

  書目：ICC, Genesis，頁89-90, Ezekiel，頁112-4,  Revelation, I，頁118-27；論 Cherub 一文，in Jew E；論 

Cherubim 一文，in HDB and DAC; H. Heppe, Reformed Dogmatics，英譯本，1950。 

R.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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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威勢和你琴瑟的聲音都下到陰間；你下鋪的是蟲，上蓋的是蛆。14:12  明亮之星，早

晨之子啊，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14:13  你心裏曾說，

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

14:14  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 
 

2.1. 我要升到天上:  

2.2. 我要高舉我的寶座:  
 

2.3. 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 
 

  

2.4. 我要升到高雲之上: 
 

2.5. 我要與至上者同等:  
 

三. 撒但的背逆所帶來的咒詛: 

3.1. 撒但立即受到的刑罰 

結 28:15-17 “你從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後來在你中間又察出不義(牠馬上被分別出來

與聖潔無份)。28:16  因你貿易很多，就被強暴的事充滿，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褻瀆聖

地，就從神的山驅逐你(牠馬上失去榮耀的地位及入門的機會)。遮掩約櫃的基路伯啊，我已

將你從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除滅(馬上失去榮光的本質)。28:17  你因美麗心中高傲，又因榮

光敗壞智慧；我已將你摔倒在地(馬上離開天上的圍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牠的醜惡馬上

顯在人的面前)，好叫他們目睹眼見。” 

 

3.2. 撒但所受到永遠的刑罰: 

* 賽 14:15 “然而，你必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深之處。” (The endless pit of judgment) 
 

* 馬太 25:41 “王又要向那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

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裏去！” 
 

* 啟 20:10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

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Physical analogy of pain in spiritual anguish and emotional 
suffering) 
 

四. 撒但的背逆與屬靈戰爭的關係: 

4.1. 顯明上帝的榮耀: 
  

創 1:1-2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伯 38:4-7 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裏呢？你若有聰明，只管說吧！38:5  你

若曉得就說，是誰定地的尺度？是誰把準繩拉在其上？38:6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處？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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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石是誰安放的？38:7   那時，晨星一同歌唱；神的眾子也都歡呼。”  
 

[詩 8:3-9  

8:3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8:4   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8:5   你叫他比天使（或譯：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8:6-8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裏的魚，

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8:9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

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創 1:26 ]  
 

4.2. 顯明上帝的公正: 

“弗 3:9-10  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裏的奧祕，是如何安排的，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 The angelic being of heavenly realm，現在得知神百

般的智慧。”  
 

4.3. 祂要向人顯明祂的恩惠 

  “羅 5:19-20  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

了。5:20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只是罪在哪裏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  
 

4.4. 上帝要顯明我們的盼望. 
 

 撒但與魔鬼 人類 

 受造為完全的靈與自由的選擇 受造為完全的人與自由的選

擇權 

 路西法的本營為[伊甸] 

結 28:13 

人的住處本來在伊甸園 

 路西法管理所有天使 人類管理所有神的創造物 

 路西法可以直接來到神的面前 亞當可以直接與神同行 

兩種類 兩種靈體: 天使與魔鬼 兩種人類: 得救與滅亡的人 

靈戰 神造人來管理地和一且所有的,撒

但來又把這一切奪回去 

上帝的兒子成為人的樣子基

督,這樣才能把地界從撒但

的手中領回 

 

五. 撒但的背逆,上帝所作的補救. 
 

1. 把神的榮耀歸給祂: 
 

但 4:28-37 “4:28  這事都臨到尼布甲尼撒王。4:29  過了十二個月，他遊行在巴比倫

王宮裏（原文是上），4:30  他說：「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要顯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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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的榮耀嗎？」4:31  這話在王口中尚未說完，有聲音從天降下，說：「尼布甲尼撒王啊，

有話對你說，你的國位離開你了。4:32  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與野地的獸同居，吃草如

牛，且要經過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4:33  當

時這話就應驗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趕出離開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濕，頭髮

長長，好像鷹毛；指甲長長，如同鳥爪。4:34  日子滿足，我尼布甲尼撒舉目望天，我的

聰明復歸於我，我便稱頌至高者，讚美尊敬活到永遠的神。他的權柄是永有的；他的國存

到萬代。4:35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在天上的萬軍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憑自己

的意旨行事。無人能攔住他手，或問他說，你作甚麼呢？4:36  那時，我的聰明復歸於我，

為我國的榮耀、威嚴和光耀也都復歸於我；並且我的謀士和大臣也來朝見我。我又得堅立

在國位上，至大的權柄加增於我。4:37  現在我尼布甲尼撒讚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

因為他所作的全都誠實，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動驕傲的，他能降為卑。” 
 

創 3:14 “耶和華神對蛇說：「你既作了這事，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 
 

徒 12: 20-23 “希律惱怒推羅、西頓的人。他們那一帶地方是從王的地土得糧，因此就託了

王的內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來求和。12:21  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

對他們講論一番，12:22  百姓喊著說：「這是神的聲音，不是人的聲音！」12:23  希律不

歸榮耀給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罰他，他被蟲所咬，氣就絕了。” 
 

2. 在神的面前當謙卑 

⚫ 雅 4:10 “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 

⚫ 彼前 5:6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 羅 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 對付驕傲就如天天都要刮鬍子一樣,若沒有對付就會很難看的. 

⚫ “有果實的麥子會下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