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示录 9

17.因此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有火胸甲，

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

从马的口中出来。

18.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

之一部分。

19.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因它们的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

以害人。

20.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

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的金、银、铜、

石、木的偶像；

21.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

整章内容

对新教教会中那些因确认与仁分离之信，以及唯信称义、得

救而被视为有学问和智慧之人的生命状态的审查和显示

（1-12 节论述了这些人）。对新教教会中那些没有这样的学

问和智慧，但却陷入唯信，并随心所欲地生活之人的审查和

显示（13-19 节）。最后论述了新教教会中那些除了信就是

人藉以得救的全部，其它的都不行之外，什么也不知道的人

(20-21 节)。

第 17 节.“因此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表那时发

现其心智内层对唯信的推理都是想象和幻想，他们自己因它

们而疯狂(449 节)。“（骑马的）有火胸甲，与紫玛瑙并硫

磺”表他们想象和幻想的论据源于地狱之爱和自我聪明，以

及由此而来的欲望(450 节)。“马的头好像狮子头”表关于

唯信仿佛大有能力的妄想(451 节)。“有火、有烟、有硫磺，

从马的口中出来”表从内在观之，他们的思想和话语里面什



么都没有，除了自我之爱和尘世之爱，以及源于这二者的对

他们自己聪明的骄傲和对邪恶并虚假的欲望之外，没有任何

东西从他们那里发出(452 节)。

第 18 节.“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

的三分之一部分”表教会之人正是因这些而灭亡(453 节)。

第 19 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表他们在确认信时仅凭话

语得胜(454 节)。“因它们的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

表推理，因为他们感官化，颠倒了，只是口头上谈论真理，

但却通过构成其宗教信仰之头的原则而歪曲它们，因而他们

是骗人的(455 节)。

第 20 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表新教教会中那些

没有像上述那些人一样在灵性上因幻想的推理、自我之爱、

对自己聪明的骄傲，以及由此而来的欲望而死亡，然而还是

使唯信成为其宗教信仰之首的人(456 节)。“仍旧不悔改自

己手所做的”表他们也不避开自己的事物，也就是各种如罪

的邪恶(457 节)。“还是去拜鬼魔”表因此他们陷入其欲望

的邪恶，并与地狱里的同类合而为一(458 节)。“和那些金、

银、铜、石、木的偶像”表因此他们的敬拜出于纯粹的虚假

(459 节)。“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的”表它们里头没有

丝毫属灵和真正理性的生命(460 节)。

第 21 节.“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

表唯信这一异端邪说只会在他们心里引发愚蠢、悖逆和刚硬，

以致他们不去思想十诫，事实上也不去思想因站在魔鬼一边

并反对神而当逃避的任何罪。

诠 释
449.启 9:17.“因此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表那

时发现其心智内层对唯信的推理都是想象和幻想，他们自己

因它们而疯狂。“看见”表示发现他们的性质；“马”表示其

心智内层对唯信的推理，在此表示想象和幻想的推理，因为

经上说，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他们。“那些骑马的”表示

那些凭对圣言的理解而聪明的人，但在此表示那些因与圣言

背道而驰的想象和幻想而疯狂的人。

由于其心智的内层以这种形式显现，以此表示对唯信的想象



和幻想，故关于他们的一些事有必要公之于众，这些事都是

我从他们口中得来的，如：他们说：“人彻底堕落后，唯信

岂不成了得救的唯一途径了吗？离了这条途径，我们如何出

现在神面前？这岂不是唯一的途径？我们不是生在罪中，我

们的本性不是因亚当的过犯而全然堕落了吗？除了唯信外，

还有其它任何医治的方法吗？我们的行为对此能做什么

呢？谁能凭自己做出任何好行为？谁能使自己洁净、得到赦

免、称义和得救呢？人凭自己所做的一切行为中不都潜藏着

功德与自以为义吗？就算我们所行之事是善的，难道我们能

行出一切、守全律法吗？此外，人若在一条（诫命）上犯了

罪，就犯了全部，因为它们是连在一起的。主为何来到世间，

忍受痛苦的十字架受难？不是为了从我们身上拿走律法的

谴责和咒诅，让我们与父神和解，单单成为功与义，因为这

功与义可通过信归算给人吗？要不然，祂的到来有什么好处，

或谁从祂的到来中受益？因此，既然基督为我们受难，也为

我们成全了律法，又顶住了谴责的权柄，那么邪恶还能谴责

我们，良善还能救我们吗？所以，有信的我们有充分的自由

随心所欲地思想、意愿、言说和行动，只要不损害我们的名

声、荣光和利益，不招致社会法律的制裁，给我们带来耻辱

和伤害。”再往北游荡的一些人则声称，为了得救的缘故所

做出的好行为是有害、险恶和被诅咒的；这些人当中还有些

是长老。

这些就是我所听到的话；不过，他们私下里小声嘀咕的话更

多，只是我没听清。而且，他们说话时毫无羞耻，无所顾忌，

言行淫荡，根本不为任何罪恶而担忧，除非为了显得诚实而

出于伪装担忧。这就是那些使唯信成为宗教信仰的全部之人

心智的内层，因而其身体的外层。但是，如果直接靠近主救

主自己，相信祂，行出良善，并且这两种行为都是为了得救

的缘故，人虽貌似凭自己而行，但仍相信是靠着主，那么他

们说的所有这些话就都土崩瓦解。若非这些事貌似凭这个人

来行出，就不会有任何信、任何仁被赐下，因而也就没有宗

教信仰，从而没有救恩。



450.“（骑马的）有火胸甲，与紫玛瑙并硫磺”表他们想象

和幻想的论据源于地狱之爱和自我聪明，以及由此而来的欲

望。“胸甲” 表示他们藉以为唯信而战的论据（436 节）；

“火”表示属天之爱，在反面意义上表示地狱之爱

（452,468,494 节）；“紫玛瑙”表示源于属灵之爱的聪明，

在反面意义上表示源于地狱之爱的聪明，也就是人自己的聪

明，如下文所述；“硫磺”表示源自地狱之爱经由人自己的

聪明而来的欲望（452 节）。由此可知“火胸甲，与紫玛瑙

并硫磺”表示这类事物。

经上之所以如此描述他们支持唯信的论据，是因为凡相信唯

信称义，也就是说，唯独凭信而罪得赦免的人，从不思想悔

改；一个不知悔改的人只会陷入罪中，而一切罪皆源自地狱

之爱、人自己的聪明和由此而来的欲望，因而也从中获得其

性质；陷入这些事物中的人，不仅通过它们行动，还通过它

们说话、思考、意愿，因而通过它们推理和论证；事实上，

这些才构成真正的人，因为它们是他真正的生命；不过，这

是一个魔鬼人及其生命，也就是地狱的生命。仅仅为了自己

和世界而过着道德生活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原因在于，其

内层是地狱的，而其外层则类似于那些过着基督徒生活之人

的外层；然而，要让他们知道，每个人死后都逐渐进入他的

内层，因为他成了一个灵，灵是内在人；然后，内层调整外

层以适应自己，它们就变得相同；因此，到那时，他们在世

时的道德生活就如同鱼鳞被刮去。而对那些视道德生活，同

时视文明事物为神性，因它们属于对邻之爱的人来说，情形

就截然不同了。

“紫（玛瑙）”表示源自对属灵之爱情感的聪明，因为这个

颜色具有火的红和光的白；火表示爱，光表示聪明。这种聪

明还以下面的事物来表示：

会幕的门帘和幔子的紫蓝色。（出埃及记 26:31, 36; 27:16）

亚伦的以弗得。（出埃及记 28:6,15）

起营时盖在约柜、桌子、灯台和祭坛上的蓝色毯子。（民数

记 4:6,7,9,11,12）

钉在他们衣服底边上的蓝细带子。（民数记 15:38,39）



蓝色（hyacinth）。（以西结书 27:7,24）

但在以西结书，源自地狱之爱情感的聪明也以“蓝紫色”来

表示：

阿荷拉或撒玛利亚行淫，恋慕她的爱人，就是她的邻舍亚述，

穿着蓝紫色衣服，是骑在马上的马兵。（以西结书 23:4-6）

以此来描述教会，该教会因通过自己的聪明来推理而歪曲了

圣言的真理。在耶利米书：

他们全是顽梗愚昧；虚妄的教导不过是木头；有银子打成片，

是从他施带来的，都是匠人的作品，银匠的手艺；又有蓝色

紫色料的衣服，都是巧匠的作品。（耶利米书 10:8-9）

此处“匠人的作品，银匠的手艺”表示他们全都凭自己的聪

明。

451.“马的头好像狮子头”表关于唯信仿佛大有能力的妄想。

“头”表示他们对唯信的想象和幻想，也就是此处所论述的，

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所谓的“妄想”。“马”表示其心智

内层的推理，它们就是如此（449 节）；“狮子”表示能力

（241 节）；不过，这是出自谬论的能力，因为他们是感官

的，感官人通过他们藉以说服并迷惑人的谬论来推理（424

节）。

只要稍稍提升自己的思想，谁都能看出，他们支持唯信的论

据都是想象和幻想。如他们所设想的行为中的信和状态中的

信不就是幻想吗？当没有良善从人进入行为中的信时，他们

当中有谁知道关于行为中的信的情况，以及是什么使得信在

状态中有效？罪的赦免，因而瞬间得救，不就是幻想的结果

吗？这就是教会中“火焰的飞蛇”，对此，可参看《圣治》（340

节）。由归算所产生的对豁免、功德、公义和神圣的估价，

不也是幻想吗？对此，可参看《新耶路撒冷教义之主篇》（18

节）。

若没有人貌似凭自己于外在的合作，内在中的神性运作是什

么呢？因为将内在与外在分离，以至于它们不可能有结合，

这纯粹是幻想（参看下文，606 节）。与仁分离之信就是这样

一种幻想；因为行为中的仁是信的容器和根基；是信的土壤

和大地，还是信的本质和生命；总而言之，出自仁之信就是



这个人；而无仁之信就是一个幽灵和幻想的生物，就像产物

形像，如漂浮在空中的水泡。或许有人会说，你将理解力从

信除去，就看不到这些幻想了；但是，要知道，凡将理解力

从信除去的人，都会将上千个幻想强加到每一个宗教信条上，

正如数个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所做的那样。

452.“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表从内在观

之，他们的思想和话语里面什么都没有，并且除了自我之爱

和尘世之爱，也就是意愿的统我（proprium），以及从这二

者所流出的对人自己聪明的骄傲，也就是认知或理解力的统

我，和对邪恶并虚假的欲望，也就是总的统我之外，没有任

何东西从他们那里发出。

“从它们的口中”表示出于他们的思想和话语；“火”表示

自我之爱和尘世之爱欲（或我欲和物欲），这爱是人意愿的

统我（450,468,494 节）；“烟”表示对人自己的聪明的骄傲，

敢就是其认知或理解力的统我，是从自我之爱和尘世之爱发

出的，如同烟从火中冒出（422 节）；“硫磺”表示对邪恶并

虚假的欲望，是从这二者所流出的总的统我。然而，这些事

不会通过他们的话语而展现在世人面前，但在天上的天使面

前就一览无余了；所以我们说，从内在观之，他们就是如此。

在以下经文中，“火”表示地狱之爱，“硫磺”表示从这爱经

由对人自己聪明的骄傲所流出的欲望：

我必将火与硫磺如雨般降与他。（以西结书 38:22）

耶和华要将火与硫磺降与恶人。（诗篇 11:6）

耶和华报仇之日；溪河必变为石油，它的尘埃必变为硫磺，

它的烟气永远上腾。（以赛亚书 34:8-10）

到罗得出所罗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如雨般降来，

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路加福音 17:29-30;创世记

19:24）

若有人拜兽和他的像，他要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启示

录 14:9,10）

兽、假先知、魔鬼被扔进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 19:20;

20:10; 21:8）

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使这一堆着起来。（以赛亚书 30:33）



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迹，没有耕种，没有出产，好像

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倾覆一样。（申命记 29:22,23）

硫磺必被撒在恶人的居所之上。（约伯记 18:15）

453.启 9:18.“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

了人的三分之一部分”表教会之人正是因这些而灭亡。“人

的三分之一部分被杀”表示教会之人因刚才所提到的这三样

事物（452 节）而灭亡；“被杀”表示属灵的被杀，也就是灵

魂的灭亡；“三分之一部分”表示所有陷入这些虚假的人，

前面频繁提到这些虚假；至于“火”、“烟”、“硫磺”以及“它

们口中出来”各表什么，可参看前文（452 节）。正是由于这

些虚假，整个基督教界没有人知道此处的“火”论及自我之

爱和尘世之爱，这爱就是魔鬼；也不知道从这火冒出来的“烟”

就是对人自己聪明的骄傲，而这种骄傲就是撒旦；正如没有

人知道，通过这骄傲而被这火所点燃的“硫磺”指的是对邪

恶与虚假的欲望，而这些欲望就是魔鬼与撒旦的团伙，地狱

便由它们构成；不知道这些事，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罪，因

为罪从它们那里获得其一切快乐和愉悦。

454.启 9:19.“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表他们在确认信时仅

凭话语得胜。“能力是在口里”表示确认教义的话语中的能

力；因为语言的整洁、优雅，佯装的热情，确认虚假的巧妙、

尤其通过圣言中的真理表象来确认，权威，认知或理解力的

关闭，以及诸如此类的，会变得重要起来，而真理和圣言则

变得不重要；因为真理仅在那些处于仁，并因此处于信的人

面前发光，圣言也不会教导其他任何。

这象征性表示：他们只凭着证实信仰的说辞来说服人。

“能力是在口里”指证实教义的表达能力；用齐整优美的语言、

佯装的热情与机智在言论上捍卫伪谬，特别是引用圣经中表面上的真

理，并以权威的氛围，总结性的理解，以及诸如此类的权宜之计，来

作用于一切事情，而真理和圣经并未起作用。因为真理只会对那些受

義驱使并因而有信者闪耀光芒，圣经也只教导这样的人。（另外一种



翻译）

455.“因它们的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表推理，因

为他们感官化，颠倒了，只是口头上谈论真理，但却通过构

成其宗教信仰之头的原则而歪曲它们，因而他们是骗人的。

这里的象征意义与先前论到的“蝗虫”类似（438,439 节）；

但在那里经上说，“它们有尾巴像蝎子”，而此处经上却说

“像蛇”，因为“蝗虫”所描述的那些人通过圣言、知识和

学问来谈论和说服；而此处这些人只是通过论据，也就是真

理与谬论表象来谈论和说服；他们巧妙利用这类论据，仿佛

很有智慧，其实都是骗人的，只是没有那么大的程度。

在圣言中，“蛇”表示感官事物，也就是人生命的最末端或

最表层，如前所述（424 节）；原因在于，所有动物都表示人

的情感；因此，在灵界，从远处看，天使和灵人的情感显为

各种动物；纯感官的情感看上去就像“蛇”，这是因为蛇紧

贴地面爬行，并舔食尘土，感官事物是认知或理解力和意愿

的最低级之物，最贴近这个世界，并以其物体和快乐为滋养，

而这些物体和快乐只影响肉体的物质感官。各种各样的毒蛇

表示依赖邪恶情感的感官事物，而邪恶情感构成那些因邪恶

的虚假而疯狂之人的心智内层；没有毒的蛇则表示依赖良善

情感的感官事物，而良善情感构成那些因良善的真理而有智

慧之人的心智内层。

在以下经文中，“蛇”表示依赖邪恶情感的感官事物：

他们舔土像蛇。（弥迦书 7:17）

尘土必作蛇的食物。（以赛亚书 65:25）

耶和华对蛇说，你必用肚子行走，尽你一生的日子吃土。（创

世记 3:14）

经上如此描述感官层，是因为它与地狱相通，地狱里的所有

人都是感官的，在属灵的事上，将天堂的智慧转变为地狱的

疯狂。

非利士啊，不要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它的果子

是火焰的飞蛇。（以赛亚书 14:29）

他们抱毒蛇蛋，吃这蛋的人必死，有人踏破这蛋，必有腹蛇



孵出。（以赛亚书 59:5）

因为以色列人渴望回埃及，所以他们被蛇咬。（民数记 21:4-9）

“回埃及”表示从成为属灵的变得感官化；正因如此，经上

说：

埃及的雇勇转身逃跑，其中的声音好像蛇行一样。（耶利米

书 46:21-22）

由于但是众支派中最远的，因而表示教会的最末端，就是服

从于内层的感官主体，所以经上论到他时如此说：

但必作道上的蛇，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向后坠落。（创世记

49:17）

“马蹄”表示认知或理解力的最末端，也就是感官层；“咬”

表示附着于它们；“骑马的”表示由这些败坏真理的感官事

物所产生的无知；因此，经上说“骑马的向后坠落”。由于

感官人像狐狸一样狡猾奸诈，故主说：

你们要灵巧像蛇。（马太福音 10:16）

因为感官人通过表象和谬论进行谈论和推理；他若具有辩论

的才能，就知道如何巧妙地确认每一个虚假，包括唯信这一

异端邪说，而在明白真理的能力上却如此愚钝，以至于几乎

不可能更愚钝了。

456.启 9:20.“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表新教教会中

那些没有像前者那样在灵性上因幻想的推理、自我之爱、对

自己聪明的骄傲，以及由此而来的欲望而死亡，然而还是使

唯信成为其宗教信仰之首的人。“其余的人”是指那些虽不

像前者，然而仍使唯信成为其宗教信条之首的人；“未曾被

杀的人”表示那些没有在灵性上如此死亡的人；他们所陷入

的“这些灾”是指自我之爱，对自己聪明的骄傲，以及由这

二者而来的对邪恶与虚假的欲望；这三者以“火”、“烟”和

“硫磺”来表示，如前所述（452,453 节）。从下文可以看出，

这就是“灾”的含义。

不过，有必要先说说这类人：我蒙恩得以看到他们，并与其

交谈。他们住在朝西的北部区域，其中有些人所住的小屋有

屋顶，有些人则连屋顶也没有。他们的床是用芦苇编的，衣

服是山羊毛的。在从天堂所流入的光中，他们的脸显得很苍



白，也很愚钝。原因在于，对于宗教，除了有一位神，有三

个位格，基督为他们在十字架上受难，他们凭唯信而得救、

在殿里敬拜、定期祷告之外，他们再也不知道别的了。至于

其它与宗教及其教义有关的事，他们则一概不予理睬；因为

世俗和肉体的事务塞满并窒息了他们的头脑，使他们对其它

事充耳不闻。他们当中有很多是长老，我问他们：“当你们

在圣言中读到关于行为、爱与仁、果子、生活的戒律、悔改，

简言之，就是要行出来的事时，你们是怎么想的？”他们回

答说，他们的确读到这些内容，因而看过它们，但也没有看

见，因为他们的心思都在唯信上，因而以为所有这些都是信，

没有想到它们是信的效果。这种无知和愚蠢就盛行在那些信

奉唯信，使它成为其宗教信仰的全部之人当中，这一事实几

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我蒙恩通过大量经历得知这一点。

“灾”（plague，或译为伤痕、瘟疫、灾殃、祸等）是指属

灵的灾，人的灵或灵魂便因这属灵的灾而死亡。这一点从以

下经文明显看出来：

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深重；我必使你痊愈，医

好你的伤痕。（耶利米书 30:12, 14, 17）

凡经过巴比伦的都因她的灾殃嗤笑。（耶利米书 50:13）

在一天之内，灾殃，就是死亡、悲哀、饥荒都要临到巴比伦。

（启示录 18:8）

我又看见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

中发尽了。（启示录 15:1,6）

祸哉，犯罪的民族，罪孽沉重的百姓；从脚掌到头顶，没有

一处完全的，尽是创伤、鞭痕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

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以赛亚书 1:4, 6）

当耶和华缠裹祂百姓的损处，医治他们伤痕的日子。（以赛

亚书 30:26）

此外还有其它地方（如申命记 28:59;耶利米书 49:17;撒迦

利亚书 14:12, 15;路加福音 7:21;启示录 11:6; 16:21）。

457.“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表他们也不避开自己的事

物，也就是各种如罪的邪恶。“人手所做的”表示人自己的

事物，也就是邪恶和由此而来的虚假，因为“手”表示从人



所发出的作为总体的这些事物；事实上，心智、因而其身体

的能力都指向手，并终止于手；因此，在圣言中，“手”表

示能力；所以，“人手所做的”表示人自己的事物，就是各

种邪恶与虚假；在其意愿中的自己的事物就是邪恶，在其认

知或理解力中的自己的事物则由此而来的虚假。论到此处所

论述的这些人，可以说他们不悔改；原因在于，凡使唯信成

为宗教信仰的全部之人都会在心里说：“既然凭唯信罪就得

赦免，我们也能得救，那么还有悔改的必要吗？在这种事上，

我们自己的行为又有什么用呢？我知道自己生在罪中，是个

罪人；只要我承认这一点，祈求我的过错不要归给我，悔改

的行为不就算完成了吗？还有必要再做什么吗？”于是，他

根本不思想关于罪的事，最终不知道还有罪这回事；因此，

他不断因罪所流出的快乐和愉悦而在罪里面悠哉悠哉，沉溺

于其中，就像船只被风和潮水推向礁石，而船长和船员却都

睡着了。

就圣言的属世之义而言，“人手所做的”是指雕像、铸像和

偶像；但就属灵之义而言，则表示各种邪恶与虚假，也就是

人自己的事物；如以下经文：

不可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你们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

自招祸患。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

（耶利米书 25:6-7, 14）

以色列人尽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耶利米书 32:30; 44:8）

至于他们的一切恶，就是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向他们宣

读判决。（耶利米书 1:16）

当那日，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必不仰望祭坛，就是他们

手所筑的，也不重看他们指头所造的。（以赛亚书 17:7-8;

31:7; 37:19;耶利米书 10:9）。

“人手所做的”是指他的统我，邪恶和由此而来的虚假。这

一点从以下事实很明显地看出来：由于这个原因，以色列人

被禁止用凿过的石头建祭坛和圣殿，不可在这些石头上使用

铁器；因为这表示“人手所做的”。

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过的来建筑；因你在上头一

动刀凿，就把坛污秽了。（出埃及记 20:25）



约书亚筑一座石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石头筑的。（约书

亚心 8:30,31）

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用整块石头建的，建殿的时候，锤子、斧

子和任何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列王纪上 6:7）

主所做的一切事物也被称为“祂手所做的”（或“祂手所行

的”，“祂手的工作”），这些事物都是祂自己的，本身是良善

与真理；如以下经文：

耶和华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诗篇 111:7）

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作的。

（诗篇 138:8）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关于我的

众子，你们可以来问我将来的事，关于我手所作的，你们可

以吩咐我。（以赛亚书 45:11）

你的人民都必成为义人，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以

赛亚书 60:21）

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我们的窑

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以赛亚书 64:8）

458.“还是去拜鬼魔”表因此他们陷入其欲望的邪恶，并与

地狱里的同类合而为一。“鬼魔”或“魔鬼”表示源自尘世

之爱的邪恶欲望；原因在于，在地狱中，陷入这些欲望的人

被称作“魔鬼”；陷入这些欲望的世人死后也会变成魔鬼。

魔鬼与这些世人也有一个结合；因为就其情感而言，每个世

人都与灵人结合，以致他们合而为一；由此明显可知，“拜

鬼魔”是指由于对它们的爱而满足这些欲望。因此，人若将

“唯信”奉为宗教信仰之首，或奉为他的偶像，就会留在恶

中，因为他没有在自己身上查出任何他称之为罪的恶，因而

并不渴望通过悔改除去它；由于每种恶都由欲望构成，无非

是成捆的欲望，故可知，凡不查找自己身上的任何恶，并避

之如反对神的罪（这只能通过悔改才能实现）的人，死后都

会变成魔鬼。

在以下经文，“鬼魔”（或魔鬼、鬼怪）无非表示这类欲望：

他们献祭给鬼魔、并不是真神。（申命记 32:17）

以色列人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利未记



17:7;诗篇 106:37）

旷野的走兽（Ziim）要和豺狼（Ijim）相遇，林中的鬼怪（demon

of the woods）要与伴偶互应。（以赛亚书 34:14）

野兽（Ziim）要躺卧在那里，咆哮的兽（Ochim）满了房屋，

猫头鹰的女儿（daughters of the owl）住在那里，林中的

鬼怪（demon of the woods）在那里跳舞。（以赛亚书 13:21）

走兽（Ziim）、豺狼（Ijim）、咆哮的兽（Ochim）、“猫头鹰

的女儿”表示各种欲望；“林中的鬼怪”（demon of the woods）

表示诸如属于普里阿普斯（priapuses）和萨梯（satyrs）

的那类欲望：

巴比伦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牢狱。（启示录

18:2）

主从所赶出去的魔鬼就是他们在世时的这类欲望（对此，可

参看马太福音 8:16, 28; 9:32, 33; 10:8; 12:22; 15:22;

马可福音 1:32, 34;路加福音 4:33-37, 41; 8:2, 26-40; 9:1,

37-42, 49; 13:32）。

注：普里阿普斯（priapuses）：希腊神话中著名的“阳具之

神”；萨梯（satyrs）：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半羊半人的

好色徒。二者都是好色、淫欲的代表。

459.“和那些金、银、铜、石、木的偶像”表因此他们的敬

拜出于纯粹的虚假。在圣言中，“偶像”表示敬拜的虚假，

因此“拜偶像”就表示出于虚假的敬拜；而拜“金、银、铜、

木、石的偶像”则表示出于各种虚假的敬拜，总起来说，表

示出于纯粹虚假的敬拜。此外，在古人当中，造偶像的物质

材料，它们的样式、衣着都代表着宗教信仰的虚假，他们的

敬拜便出于这些虚假，其中：“金偶像”表示涉及神性事物

的虚假；“银偶像”表示涉及属灵事物的虚假；“铜偶像”

表示涉及仁的虚假；“石偶像”表示涉及信的虚假；“木偶

像”表示涉及好行为的虚假。所有这些虚假就存在于那些不

实践悔改行为，也就是避恶如反对神的罪之人身上。

在以下经文中，偶像，也就是雕像和铸像，在属灵之义上就

表示这些事物：

各人都因知识变得愚蠢，各建立者（every founder ）都因



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

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作品。到追讨的时候，它们必

灭亡。（耶利米书 10:14-15; 51:17-18）

偶像不过是匠人的手工；它们不能说话；他们全是顽梗愚昧；

虚妄的教导不过是木头；它们都是巧匠的作品。（耶利米书

10:3-5, 8-10）

雕刻的偶像，虚谎的师傅和制造者将它刻出来，虚谎的制造

者倚靠它，有什么益处呢？其中毫无气息。（哈巴谷书

2:18-19）

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

（以赛亚书 2:18,20）

他们为自己铸造银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所造的偶像，都

是匠人的工作。（何西阿书 13:2）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使你们脱离一切

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以西结书 36:25）

“清水”是指真理，“偶像”是指敬拜的虚假：

你要判定你雕刻银偶像所包的污秽之物和铸造金偶像所包

的衣服；你要抛散它，如同称为粪土的月经布。（以赛亚书

30:22）

巴比伦王伯沙撒和大臣、皇后、妃嫔用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

的金银器皿饮酒时，所赞美（或敬拜）的金、银、铜、铁、

木、石所造的神无非表示宗教信仰、因而敬拜的虚假；王因

此被赶出离开世人，变得如同兽类（但以理书 5:1-5 等）；

此 外 还 有 其 它 地 方 （ 如 以 赛 亚 书

10:10,11;21:9;31:7;40:19,20;41:29; 42:17; 48:5;耶利

米 书 8:19;50:38,39; 以 西 结 书 6:4,5;14:3-6; 弥 迦 书

1:7;5:13;诗篇 115:4,5;135:15,16;利未记 36:30）。确切地

说，“偶像”表示出于人自己聪明的敬拜的虚假。以赛亚书

(44:9-20)充分描述了一个人如何塑造它们，然后又如何调

整它们，以至于使其看似真理。

460.“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的”表它们里头没有丝毫属

灵和真正理性的生命。经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偶像崇拜

者以为他们的偶像能看也能听，因他们将这些偶像奉为神明；



然而，这还不是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敬拜的

虚假里面没有丝毫属灵和真正理性的生命，因为“看”与“听”

表示理解与领悟（7,25,87 节）；“走”表示活出来（167

节）；因此，这三样事物表示属灵和真正理性的生命；之所

以表示这一切，是因为“偶像”表示敬拜的虚假，这些虚假

里面没有丝毫属灵和理性的生命。偶像不能看、不能听、不

能走，这事太过明显，不值得在此一提，所以其中必有某种

内在含义。在圣言的其它部分，也是这样论及“偶像”，如

以下经文：

他们不知道、也不明白，他们的眼不能看见，他们的心不能

明白，他们没有知识，也没有聪明。（以赛亚书 44:9,18,19）

他们不能说话，也不能行走。（耶利米书 10:3-10）

他们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诗篇115:5; 135:15-16）

这些话之所以表示类似事物，是因为“偶像”表示敬拜的虚

假，这些敬拜的虚假里面没有丝毫系真生命的生命之物。

461.启 9:21.“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

的事”表唯信这一异端邪说只会在他们心里引发愚蠢、悖逆

和刚硬，以致他们不去思想十诫，事实上也不去思想因站在

魔鬼一边并反对神而当逃避的任何罪。至“凶杀”、“奸淫”

和“偷窃”在各层意义上分别表示什么，可参看《新耶路撒

冷教义之十诫篇》，那里已经说明，故在此无需重复解释；

不过，下一节将解释“邪术”（或译法术、巫术等）

（enchantments）表示什么。“唯信”在那些身处新教教会

之人心里之所以会引发愚蠢、悖逆和刚硬，是因为在唯信盛

行之处，生活的良善没有成为宗教信仰；若生活的良善没有

成为宗教信仰，那么十诫的第二块石版，也就是悔改的石版，

就如同一块无字的空石版。十诫的第二块石版是一块悔改的

石版，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块石版没有提到当做的善行，

而是提到不可做的恶行，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

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邻舍一切所有的”；

若这些事不构成宗教信仰，结果就如此处所说的：“不悔改

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下文将清楚说明，

在唯信盛行之处，生活的良善没有成为宗教信仰。



462.如今人们不知道何谓“邪术”（或译法术、巫术等），故

有必要予以简要解释。前面的经文提到了“邪术”（或译法

术、巫术等），以取代第八诫，即“不可作假见证”，因为那

里提到了“杀人”、“奸淫”和“偷窃”这三样恶。就属世之

义而言，“作假见证”表示扮演假证人的角色、说谎和诽谤；

就属灵之义而言，“作假见证”表示确认并说服，虚假就是

真理，邪恶就是良善；由此明显可知，行“邪术”（或译法

术、巫术等）就表示说服人相信虚假，从而摧毁真理。

“邪术”（或译法术、巫术等）曾在古人当中使用，施法的

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他们让另一人的听觉、因而心智不断专注于他的话

语和说法中，决不放过丝毫；同时，通过呼吸，将与情感结

合的思想注入并激发到他们说话的声音中，结果听者无法通

过自己思考任何东西；弄虚作假者就这样用暴力将他们的虚

假倾泻进去。

第二种，他们通过阻止心智思想相反的一切，使注意力只专

注于他们所说之事的观念中而注入一种说服性的气场。因此，

其心智的属灵气场便驱散并窒息对方的属灵气场。这是古代

的巫师或术士所使用的一种属灵巫术，被称为对认知或理解

力的捆绑和绑定。这种邪术或法术只属于灵或思维，而前一

种还属于口唇或言语。

第三种，听者将心智固定在自己的观点中，以致他几乎闭上

双耳，听不到说话者的任何声音。这事是通过屏住呼吸，有

时通过无声的喃喃自语，因而通过不断否认对手观点而实现

的。去听别人说话的人会施行这种邪术或法术，而向别人说

话的人则施行前两种。

这三种邪术或法术在古代十分盛行，并且依旧在地狱灵当中

盛行；但世人只存留第三种，那些出于对自己聪明的骄傲而

确认宗教信仰的虚假之人就具有这第三种法术；对这些人来

说，他们一听到相反的事，就不允许它们深入他们的思维，

只是接触一下；然后，他们还会从其心智的内在隐秘处仿佛

发出一团火，将它们尽都烧灭；如果施法者凭掩饰将这团火

抑制住，也就是说，将其骄傲的怒火控制住，那么对方除非



通过回答时面部表情和声调所露出的迹象，否则，对此一无

所知；

如今，这种法术的操作是为了防止真理被接受，并且对许多

人来说，是为了防止真理被理解。

古时有许多法术，在他们当中，“邪术”（或译法术、巫术等）

明显可见于摩西五经：

你到了那地的时候，那些民族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

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也不可有占卜的、用法

术的、算命的、行巫术的、行邪术的，施符咒的、观兆头的

和求问死人的；所有这些，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申命记

18:9-11）

在以下经文中，“邪术”（或译法术、巫术等）表示说服人相

信虚假，从而摧毁真理：

你的智慧你的知识把你引入了歧途；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

继续使用你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吧。（以赛亚书 47:10-12）

万族被巴比伦的邪术迷惑了。（启示灵 18:23）

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启示录 22:15）

约兰对耶户说，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和邪

术这样多，还有平安吗？（列王纪下 9:22）

“淫行”表示（对真理的）歪曲，“邪术”表示通过说服人

相信虚假而对真理的摧毁。

另一方面，“邪术”（或译法术、巫术等）表示凭真理弃绝虚

假，这也是通过出于对真理的热情而反对虚假的默想和默语

实现的；这一点从以下经文明显看出来：

耶和华从锡安除掉勇士和战士、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

法术的。（以赛亚书 3:1-3）

他们的毒气好像耳聋虺蛇的毒气；她把耳朵塞住，不听念咒

语者的声音，不听巧行迷术者的术语。（诗篇 58:4-5）

看哪！我要打发毒蛇反对你们，是没有法术能制伏的。（耶

利米书 8:17）

他们在急难中寻求你，他们低声呼喊。（以赛亚书 26:16）

463.对于这些事，我补充以下记事：

在灵界，我眺望海岸，看到一个壮观的港口。我过去一瞧，



只见里面有大大小小的船只，载有各种货物。一些小男孩和

小女孩正坐在船甲板上，将货物分发给想要的人。他们说：

“我们正在等那些可爱的海龟。它们很快就会从海中浮上

来。” 瞧，我看见大大小小的海龟，它们的背壳和鳞甲上还

驼着幼龟，全都朝周边岛屿望去。父海龟有两个头，大的被

壳覆盖，这壳如同其身体的外壳，这使它们看上去略带红色；

而另一个小头是这类海龟通常有的那种，能缩进身体前部，

它们还能将小头以看不见的方式插进大头。不过，我一直盯

着那个大红头，发现这头长有一张仿佛人的脸。它们正和坐

在甲板上的男孩女孩们聊天，还舔他们的手。而这些男孩女

孩们则抚摸它们，给它们美味佳肴吃，以及贵重物品，如做

衣服的丝绸、做桌子的柏木，装饰用的紫料，上色用的朱红

染料等。

看到这些事物，我很想知道它们代表什么，因为我知道，出

现在灵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对应，代表从天堂所流出的某种

属灵事物。于是，天使从天上与我对话，说：“你自己清楚

港口和船只，以及甲板上的男孩和女孩分别代表什么；只是

你不知道这些海龟代表什么。”他们接着说：“海龟代表那里

的神职人员，他们将信与仁及其善行完全分离，断言它们显

然没有结合；但圣灵会为了圣子的功德、通过对父神的信而

进入人里面，净化他的内层，直到他自己的意愿；他们将这

意愿想象成一个椭圆形的平面。当圣灵的运作靠近这个平面

时，它会沿着左边绕行它，根本就不触碰它。因此，人本性

的内层或更高部分是为了神，外层或更低部分是为了人。所

以，凡人所行的，无论善恶，都不会显现在神面前。善事不

会显现，因为它是邀功的；恶事不会显现，因为它是邪恶的。

若这些显现在神前面，此人就会因这二者而灭亡。既然如此，

只要在世人面前小心谨慎，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意愿、思想、

谈论和行出任何事了。”

我询问他们是否还宣称人可以认为神并非全在和全知。天使

从天上说：“他们在这方面也是自由的，因为对已经洁净，

从而称义的人来说，神丝毫不看他的思想和意愿，他仍在心

智的内在隐密处，或高层区域保留他在信的活动中所获得的



信；并且若有必要，这信的活动能在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回

来。这些就是小头所代表的事，当与平信徒交谈时，他们就

将小头缩进身体前部，插进大头。因为他们和平信徒说话时

不用小头，而是用大头，大头前面带有一张仿佛人的脸。他

们出于圣言与其谈论爱、仁、善行、十诫、悔改；从圣言引

用论及这些主题的几乎所有经文。但与此同时，他们将小头

插进大头中，他们由此从内心认为这些事都不是为了神、天

堂和得救而做的，仅仅为了或公或私的利益。然而，由于他

们出于圣言温文尔雅地谈论这些事，尤其谈论福音、圣灵作

工、得救，所以他们在听众面前显得很英俊，智慧胜过全世

界其他人。这就是为何你会看到坐在甲板上的男孩女孩将美

食和贵重物品送给他们。

“因此，这些人就是你所看到的海龟所代表的人。在你们的

世界，他们很难与其他人区分开来，除非凭以下事实：他们

自认智慧超群并嘲笑他人，尤其嘲笑自己的同事，声称这些

人不像他们那样有智慧，并蔑视他们。包括那些在信方面持

类似观点，却不知道他们秘密的人。他们的衣服上带有一个

小徽章，以此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与我交谈的天使说：“我不会告诉你他们在信的其它问题上

所持的观点，如上帝的选民、自由意志、洗礼、圣餐等。因

为这些都是他们不会公开的观点，但我们在天上知道。但由

于他们在世时就是这种人，并且死后任何人都不许心口不一，

所以他们只能出于其疯狂的思维说话，因而被视为疯子，于

是便被逐出社群，最终被扔进无底坑，并变成肉体灵，看上

去就像木乃伊。他们因在世时所设的障碍，已将一层硬皮置

于其心智的内层之上。他们的地狱社群与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的地狱社群接壤，并且他们每当喜欢彼此并互称同仁时，就

会互相造访。但他们对行为上的信具有某种宗教情感，而马

基雅维利主义者则没有，由此产生的不和谐使得他们离开。”

目睹他们从社群被逐出，聚在一起准备被扔下去后，只见一

艘七帆船在空中航行，船上的船长和水手身穿紫袍，帽子上

饰有华丽的桂冠。他们大声叫喊：“看哪，我们在天上；我

们是紫衣博士，最重要的是桂冠加身，因为我们是欧洲所有



神职人员中最有智慧的人。”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被告知，

它们是骄傲和被称为幻想的假想的形像，这幻想就源自那些

之前看似海龟的人；他们因发疯而被逐出社群，故现在聚成

一组站在同一个地方。这时，我想和他们谈谈，于是就靠近

他们所站的那个地方。和他们打过招呼后，我说：“你们就

是那些将人的内在与外在分开，还将圣灵在信之内的作工和

圣灵与人在信之外的合作分开，从而将神与人分开之人吗？

你们这样做，岂不是将仁本身及其行为从信那里除去了？就

像很多其他神职博士所行的那样，并且还拿走信，以至于这

信无法通过人在神面前显现。然而，请问你们是愿意通过理

性与我谈论这个问题呢，还是愿意通过圣经来谈论？”他们

说：“先通过理性谈谈吧。”

于是，我发言说：“人的内在与外在怎能分离呢？凭普遍感

知，谁看不出，或不能看出，人内层的一切发出并延伸其外

层，甚至直达最外层，以便它们能产生其结果，做出其行为？

内在事物不是为外在事物的缘故而存在吗？以便内在事物

能终止于外在事物，并继续存在于它们里面，从而拥有存在，

如同柱子立于其基座之上。你们能明白，若不是有一个延伸，

因而有一个结合，最外层的事物必像空中的肥皂泡那样崩塌

和破裂。谁能否认，神在人里面的内在运作有无数，而人对

此一无所知？知道它们又有何帮助呢？只要人知道最外层

的事物，他以自己的思维和意愿而在这些事物中与神同在。

“我举例说明这一点：人知道他说话时的内在运作吗？如肺

如何吸气，并将其充入肺泡、支气管和肺叶；他如何将气排

到气管，在那里将它转变为声音；声音如何在喉咙的帮助下

在声门中调节；然后舌头如何将它清晰地表达出来，嘴唇如

何完成发音，从而使它变成言语。所有这些内在运作，人全

然不知，它们岂不是为了最外层，也就是使人能说话而存在

吗？若将这些内在运作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拿走或分离出去，

以致它不再与最外层相连续，此人岂不像一块木头那样无法

说话了吗？

“再举一例：两只手形成人体末端。难道没有内层事物延伸

到那里吗？它们从头经过脖子、然后到胸腔、肩胛骨、手臂



和前臂；还有无数肌肉组织，无数运动纤维，无数神经和血

管，众多骨关节及其韧带和隔膜。人对这些事物又了解多少

呢？然而，他的手却靠它们的全部才能活动。假如这些内在

部位在手腕这个区域偏向左边，而没有进入手，这手岂不会

从前臂被切断，像被撕下来并失去生命的某种东西那样烂掉

吗？事实上，你们愿意这样想也可以，这就像是此人被斩首

后身体的情形。如果神性运作在抵达人的意愿和思维之前就

停下来，而不是流入它们，那么人的意愿和思维的情形也完

全一样。这些事都合乎理性。

“如果你们还愿意听，这些事同样与圣经相符。主岂不是说：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

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约翰福音 15:4,5）

果子岂不是主藉着人所做，并且人貌似凭自己所做的好行为

吗？主还说：

祂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开门的，祂要进到他那里去，主与他，

他与主，一同坐席。（启示录 3:20）

主不是赐金钱和才干给人，让他用来做买卖赚钱吗？祂岂不

是照他的赢利赐给他永生吗（马太福音 25:14-34；路加福音

19:12-26）？还有：

祂不是照各人在祂的葡萄园里所做的工给各人工钱吗？（马

太福音 20:1-16）

这些只是几个例子而已。人当像树那样结果子，当照诫命而

行，当爱神爱邻等等，圣言中与此相关的经文能填满好多页

纸。不过，我知道，你们自己的聪明本质上与来自圣言的这

些事物毫无共同之处。尽管你们引用它们，但你们的观念却

败坏了它们。你们不得不如此，因为你们将关系到交流、因

而结合的神的一切事物从人那里除去了。那么除了敬拜的一

切事物外，还剩下什么呢？”



后来，我在天堂之光中看见他们，这光使每个人的真面目暴

露无遗。这时，他们不再像之前那样看似乘船在空中航行，

仿佛在天堂，也不再身穿紫袍、头戴桂冠，而是站在沙地上，

衣衫褴褛，仿佛以渔网束腰；而他们的赤身则从网眼露出来。

然后，他们被遣送到上述毗邻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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