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 魔鬼論

大眾系統神學
罪論

第廿二課…

魔鬼論

聖經並沒有一章專門來講魔鬼，
有關魔鬼的描寫是分散在聖經很多地方，
沒有具體、明確記載，有一些間接的暗示，
一般認為有兩段經文 — 以賽亞書十四章4-15
4 你必提這詩歌論巴比倫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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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壓人的何竟息滅？強暴的何竟止息？
欺壓
的何竟息滅？強暴的何竟止息？
12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
 古代拉丁文聖經翻譯成 Lucifer，就是金星，
就是金星
又稱維納斯是拉丁名字，
很亮 而且太陽出來才漸漸消失
很亮、而且太陽出來才漸漸消失
 巴比倫王以為自己是多麼的榮耀，
以為自己是明亮之星 早晨之子 是最榮耀的君王
以為自己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最榮耀的君王
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13 你心裡曾說：我要升到天上；

結廿八1-2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人子啊，你對推羅君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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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 上
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


巴比倫國勢很強盛，

城牆可以有六部馬車在上面奔跑
 中國西安保留很完整的城牆，至少可以跑四部的馬車
巴比倫王自己以為自己是天下第一大權
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
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
在北方的極處。
14 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
15 然而，你必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深之處。
這一段，真的在講撒旦墮落的經過嗎？
真 在講撒 墮落
 主要是在講巴比倫
 聖經並沒有直接說就是天使長、撒旦、魔鬼墮落的經過，
聖經並沒有直接說就是天使長 撒旦 魔鬼墮落的經過
但是很像就是了，所以這是一種間接的推論

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心裡高傲，說：
主耶和華如此說
因你 裡高傲 說
「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
 在巴勒斯坦北邊，推羅、西頓聖經常常出現，
在巴勒斯坦北邊 推羅 西頓聖經常常出現
曾經是非常富裕的王國
 古代是個大港，西邊地中海貨物從這邊進口，
東邊大陸的產品從推羅往地中海四周販賣，
國際貿易做得很成功 所以他自比為神
國際貿易做得很成功，所以他自比為神
你雖然居心自比神，也不過是人，並不是神！
3 7 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甚麼祕事都不能向你隱藏。
3-7
看哪 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 甚麼祕事都不能向你隱藏

你靠自己的智慧聰明得了金銀財寶，收入庫中。
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貿易增添資財，又因資財心裡高傲。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居心自比神，
我必使外邦人 就是列國中的強暴人臨到你這裡 」
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國中的強暴人臨到你這裡。」
上帝預告他會被其他的強權擊倒的。

繼續講推羅王的驕傲…
12b-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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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文學性的描寫，創二 伊甸園有各種寶石了，
推羅王好像就在伊甸園裡面，各樣寶石配戴他身上
又有精美的鼓笛在你那裡。
13b-15 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預備齊全的，

你是那受膏遮掩約櫃的基路伯。
 受造之日就有這些美麗
受造之日就有這些美麗，真的很像在講天使長
真的很像在講天使長
 基路伯是天使長，直接在約櫃前面事奉，
翅膀打開可以遮蔽約櫃，是那麼的美麗
我將你安置在神的聖山上；
你在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間往來
你在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間往來。
你從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後來在你中間又察出不義。

他自以為是尊貴、自高的王，就褻瀆神的尊貴
18b 就褻瀆你那裡的聖所。
就褻瀆你 裡的聖所
故此，我使火從你中間發出，燒滅你。
最後天使長是被火焚燒的
以西結所講的，天上、地上兩邊都講了，
 表面上是講推羅王
 也可能有在暗示著天使長墮落的經過
以賽亞十四4 巴比倫王，
以西結廿八1 推羅王，

很明確的在講地上高傲的君王
確 在講
高
 可是裡面文學性的描述，讓我們感受到
很可能也在暗 這是天使長 魔鬼墮落的經過
很可能也在暗示這是天使長、魔鬼墮落的經過，
是間接的推論


16 因你貿易很多，就被強暴的事充滿，以致犯罪。

拉到現實，推羅王濫用權柄，做一些殘暴的事情，
拉到現實
推羅王濫用權柄 做 些殘暴的事情
以至於犯罪，驕傲中就墮落了
所以我因你褻瀆聖地，就從神的山驅逐你。
我 你褻瀆聖地 就從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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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又上去 再講天上天使長墮落的經過了
現在又上去，再講天上天使長墮落的經過了
17 你因美麗心中高傲，又因榮光敗壞智慧，

他失去對上帝的敬畏，高傲讓他的心被蒙蔽了，
智慧也被敗壞，就變成愚昧了
我已將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們目睹眼見。
18a 你因罪孽眾多
你因罪孽眾多，貿易不公。
貿易不公

推羅王本來靠他的智慧聰明在作國際貿易的，
可是後來濫用聰明 用詭詐的手段來賺錢
可是後來濫用聰明，用詭詐的手段來賺錢，
就產生不義了

天使長變成魔鬼，魔鬼是單數，就是撒但，這個頭，
也有很多的鬼，魔鬼的部下。教會歷史流行的講法 —
有 1/3 的天使跟著天使長一起墮落，就變成鬼了，
這是 啟示錄十二章 的一個暗示…
啟十二3-4a
啟十二3
4a 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
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
條大紅龍

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
牠的尾 拖拉著天 星辰的 分之
牠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
摔在
有人就這樣解釋 — 天使當中有三分之一
也跟著撒但、魔鬼一起墮落了，
這只是一個推論而已，也可能是真的，
 三分一是一個有意義的數字
 如果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
基督徒、所有人類都活不下去了

魔鬼產生的經過，
無論 以賽亞十四章、以西結廿八章、啟示錄十二章1-4節，
都是間接推論，不能照字面建立清楚的教義，
 必須說 — 聖經沒有很直接的說
 最直接、最清楚的，就是…
猶6a 又有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

屬靈的原因

他應該是神的僕人，在神的家，
安置聖山上聽候差遣，神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
來一14 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
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嗎？
卻產生不安分的心理，不守本位離開他的住處，
 想要跟上帝一樣高
 這種驕傲不守本位的心，就是魔鬼墮落的原因

鬼的名稱 — 單數的，就是講這個頭、鬼王，
就是撒但 魔鬼 在聖
就是撒但、魔鬼，在聖經裡有很多名詞…
有很多名詞
撒但 — 代上廿一1、伯一6、亞三1、太四10



太四10a 耶穌說：「撒但（就是抵擋的意思，

乃魔鬼的別名） 退去吧！」
乃魔鬼的別名），退去吧！」
魔鬼 — 聖經最常出現的，太四1、啟十二9、廿2
 龍 — 啟十二7 大龍，
大龍 啟十二9 、廿2 古蛇
是不是等於中國龍呢？不需要直接劃等號，
只是比較像聖經的魔鬼，就翻成龍了

魔鬼是上帝造的嗎？上帝造的是
美
美好的天使長、天使、甚好的人類跟萬物，沒有造魔鬼，
長
甚
萬物 沒有造魔鬼
 是天使長誤用神給他的自由，離開神時候才產生墮落，
神是義的本體，離開這個義就產生虧缺、不義
義
 除了天使長墮落，其他的天使離開本位就墮落了
上帝沒有造魔鬼、也沒有造其他的鬼，
是天使長跟一部分的天使誤用神給他的自由，才產生的。
上帝沒有造壞人，造的是甚好、完美有神形象的人，
像神 樣有很高度的自由
像神一樣有很高度的自由，
 當人誤用自由，就墮落了
 不是神造壞人，是人離開神才變壞的
不是神造壞
是人離開神才變壞的
魔鬼產生的經過雖然沒有很清楚的解答，
但是聖經有很清楚的解決方案 — 靠神
可以脫離魔鬼的挾制、勝過魔鬼的攻擊。

仇敵 — 神的仇敵、基督的仇敵、我們的仇敵，太十三39
 惡者 — 太六13
 控告人的 — 啟十二10
 試探人的 — 太四3
 彼列 — 林後六15，卑鄙、卑賤的
鬼王是單數的，有這麼的多別名






別西卜 — 太十25，意思就是鬼王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 弗二1-2
這
這世界的王
界的 — 約十二31、十四30、約壹五19
 世界的神 — 林後四4


聖經還有一大群，就是眾多的鬼…
 申卅二17a 所祭祀的鬼魔並非真神，
是近來新興的。
 可五9、可六13、路八30、啟十二7
可五9 可六13 路八30 啟十二7

提到鬼都是複數的、多數的、一大群

重要的教訓必須清楚掌握的 — 魔鬼的真相…
1. 自大者，猶6 不守本位
2. 敵擋者，太四10 敵擋上帝
3. 誘惑者，創三 誘惑夏娃，太四 誘惑、試探耶穌
轄制者，徒十
徒十38 具體
具體的邪靈附身，
邪靈附身
4. 轄制者
 給魔鬼錯誤的價值觀綑綁一生
提後二26a 被魔鬼任意擄去
提後
被魔鬼任意擄去。
 鬼附 約十三27 要捉弄他、讓他受苦
5. 欺騙者
欺騙者，林後十
林後十一14
14 裝作光明的天使
6. 控告者，伯一6-12 讓我們軟弱無力，掉入魔鬼的詭計
7. 攻擊者
攻擊者，用欺騙、誘惑、試探、控告、
用欺騙 誘惑 試探 控告
各種方法無效，就直接的攻擊，
弗六 配戴屬靈的全副軍裝，可以滅盡惡者
一切的火箭跟攻擊，抵擋的了、勝過的了

4. 牠還沒有完全的屈服，是做最後掙扎、困獸猶鬥。
屬天的人
啟十二12 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快樂罷！

只是地與海有禍了！
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
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
就氣忿忿的下到你們那裏去了。
末日的景況 — 魔鬼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
 牠不是把握機會趕快悔改，
反而更加邪惡，氣忿忿的下到地上來，
所以末日的景況是多麼的邪惡、黑暗
 魔鬼在被最後審判、丟進硫磺火湖之前，
困獸猶鬥、迴光返照、垂死掙扎
我們知道牠的可怕，但不要太害怕，因為牠就要結束了。

鬼的現況…
1. 控制世人，約壹五19 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牠控制全世界不屬神的人
2. 魔鬼已經被打敗，創三15 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
女人的後裔就是耶穌基督 十字架好像受傷了
女人的後裔就是耶穌基督，十字架好像受傷了，
但第三天從死裡復活，打敗死亡的權勢、魔鬼的詭計
3 有被限制的
3.
猶6 又有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主用鎖鍊

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暗裡，等候大日的審判。
這是屬靈的意思，牠並不是真的可以為所欲為，
牠在我們身上其實是沒有權柄的
彼後二4 就是天使犯了罪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沒有寬容，
神也沒有寬容

曾把他們丟在地獄，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

魔鬼的結局，就是火的審判，
啟廿10 把牠丟進硫磺火湖裡，永遠受苦。
磺
永遠 苦
我們的對策，好多的盼望跟得勝的秘訣…
1. 認清牠的詭計，林後二11 我們並非不曉得牠的詭計
2. 儆醒 彼前五8 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只要謹守、儆醒，我們靠基督是比牠強太多了
要謹守 儆醒 我們靠基督是比牠強太多了
3. 不可以給魔鬼留地步
步 弗四27，
 魔鬼是得寸進尺的，讓一步，牠就想要轄制你了，
對於魔鬼 我們是寸步不讓
對於魔鬼，我們是寸步不讓…
 牠霸佔以後，我們產生很強的無力感，
 我們向神認罪悔改
靠神 定可以勝過牠
我們向神認罪悔改，靠神一定可以勝過牠
 最重要是不讓牠進來，畢竟趕鬼還是很麻煩的

4. 抵擋牠，雅四7 我們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我們逃跑。
我們奉神的名抵擋牠 勝過牠 牠要逃跑
我們奉神的名抵擋牠、勝過牠，牠要逃跑
弗六11-18 穿戴全副軍裝，抵擋魔鬼的詭計、滅盡惡者的火箭。
我們要屬靈上裝備，包括學神學也是屬靈的裝備
5. 用受苦的心志做兵器 — 不自討苦吃，有受苦的心志就好。
 很多基督徒怕受苦，結果就軟弱、妥協了
 當受過鍛鍊就老練了，不會被魔鬼嚇壞，
當受過鍛鍊就 練了 不會被魔鬼嚇壞
 上帝許可的苦難，為義受逼迫，靠上帝可以得勝
 最嚴重不過是殉道，
最嚴重不過是殉道
上帝並沒有要每個基督徒去殉道，
多數時刻靠神可以安然無恙
有這個心志 — 受苦沒有關係，靠神可以得勝，
魔鬼就怕我們了 魔鬼就會發抖 逃跑了
魔鬼就怕我們了，魔鬼就會發抖、逃跑了。
有受苦的心志，我們可以得勝的

6. 羅馬書第六章 向罪死，向義活。


信主的人，耶穌已經替我們受過死的刑罰，
算是死過的人了，當罪惡來引誘的時候，
算是死過的人了
當罪惡來引誘的時候
可以像死人一樣沒有回應 —
 跟基督
跟基督一起釘在十架上，已經是死人，
起釘在十架上 已經是死人
要誘惑我，不會得逞的
 罪惡引誘沒有效
罪惡引誘沒有效，我們對它完全的拒絕
我們對它完全的拒絕
 羅六11-14 向義看自己是活的，

當神的義、神的道、神的話、聖靈的感動臨到時，
我們不能像死人一個，沒有反應，
 已經重生了，神的靈進來，要馬上回應
 忙著做神的聖工，
就不會讓魔鬼趁虛而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