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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七 7-18

7 天使對我說：「你為甚麼希奇呢？

我要將這女人和馱著她的那七頭十角獸的奧祕告訴你。

8 你所看見的獸，先前有，如今沒有，

將要從無底坑裡上來，又要歸於沉淪。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

見先前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的獸，就必希奇。

9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

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10 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經傾倒了，

一位還在，一位還沒有來到；

他來的時候，必須暫時存留。

第三十課第三十課 與狼共舞者的下場與狼共舞者的下場

啟十七 7-18

11 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獸，就是第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並且歸於沉淪。

12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們還沒有得國，

但他們一時之間要和獸同得權柄，與王一樣。

13 他們同心合意將自己的能力、權柄給那獸。

14 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

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

有忠心的，也必得勝。」

第三十課第三十課 與狼共舞者的下場與狼共舞者的下場
啟十七 7-18

15 天使又對我說，「你所看見那淫婦坐的眾水，

就是多民、多人、多國、多方。

16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與獸必恨這淫婦，

使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將她燒盡。

17 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國給那獸，直等到神的話都應驗了。

18 你所看見的那女人

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

第三十課第三十課 與狼共舞者的下場與狼共舞者的下場



與狼共舞者的下場與狼共舞者的下場

人間歷史告訴我們 ─ 與狼共舞者絕對沒有好下場

四人幫，毛澤東死了以後，

被批被鬥、成為階下囚

法老王任憑自己裡面的剛硬，

結果追兵都給紅海淹、長子也死了，

跟法老王在一起的，絕對沒有好下場

希律王這樣的人跟他在一起，

沒有好下場 ─ 終有被推倒的一天

惡一定存留在世界上！

詩三七1-2 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義的生出嫉妒。

因為他們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乾。

與狼共舞者的下場與狼共舞者的下場

被撒但利用的，不論是

人間的宗教、假宗教、假先知

與邪靈打交道的異端

政治人物，世界上的權勢 ─ 七頭十角

金錢還有享樂 ─ 權、錢、色，

大淫婦所用的手段

16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與獸必恨這淫婦，

使她冷落赤身，

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將她燒盡。

從大淫婦的下場，幫助我們嚐到 ─

與狼共舞者，必然會有淒涼的滋味！

與撒但為伍的 ‧必然世俗化‧必定失敗 ‧會被蹂躪

1. 跟撒但在一起的，會注重享受

被神所用，往往是跟世俗化、拜金享樂是顛倒的

施洗約翰 ─ 穿駱駝毛的衣服、

腰束皮帶、吃蝗蟲野蜜

羅得進入所多瑪城

拜金享樂淫亂敗壞，最後被毀滅

亞伯拉罕信心看天上，不被世界所沾染，最後得勝

十七4-5 那女人穿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

用金子、寶石、珍珠為妝飾；手拿金杯，

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亂的污穢。污穢。

在她額上有名寫著說：奧祕哉！大巴比倫，

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與撒但為伍的 ‧必然世俗化‧必定失敗 ‧會被蹂躪

2. 心裡會驕傲

十八7 她怎樣榮耀自己，怎樣奢華，

也當叫她照樣痛苦悲哀，

因她心裡說：我坐了皇后的位，

並不是寡婦，決不至於悲哀。

老底嘉教會就是這個特徵

物質叫人心裡驕傲，因此福音聽不進去；

地位越高、錢越多的人，越難謙卑、越難聽福音。

上帝也是公平：有那些，卻沒有永恆的祝福。

三17 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

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



與撒但為伍的 ‧必然世俗化‧必定失敗 ‧會被蹂躪

3. 追求權力 ─ 世界上的權力

十七2 地上的君王與她行淫，

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亂的酒。

十七13 他們同心合意將自己的能力、權柄給那獸。

世界上的君王、帝國

越拜獸，越可以抓世界上的權柄；

越靠近獸，越可以抓進世界上的地位。

十七15 那淫婦坐的眾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國、多方。

霸佔人心裡的寶座

如果跟撒但為伍，必然世俗化、當然跟上帝對立！

與撒但為伍的 ‧必然世俗化‧必定失敗 ‧會被蹂躪

十七16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與獸必恨這淫婦，

使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將她燒盡。

七印七號七碗快結束了，進入十九章，

撒但、獸、巴比倫通通會傾倒、會消失

十七、十八章是短暫的，而且必定會失敗

以西結書二十三章

讓以色列人墮落敗壞、

被擄的拜金主義

啟示錄十七、十八章

把人墮落擄走、

歸向撒但，拜金享樂

從歷史學到教訓：

地上的人沈淪在大淫婦所代表、象徵 ─

褻瀆與邪惡、引領人間享樂、政教掛勾的撒但！

與撒但為伍的 ‧必然世俗化‧必定失敗 ‧會被蹂躪

台灣就是最好的例子

多少人想成為王、成為領袖，

選舉的時候一堆人…
背後很多錢、錢背後很多享受

政治人物有地位以後 ─ 有錢，

然後跟女人、媒體、敗壞、被偷拍、針眼…
是發生在一起的。

Power 、 Money 、 Sex 背後，其實撒但在控制人心！

迷茫到一個地步 ─

去拜西藏、印度、泰國的信仰

為了一顆會腐攔的人間牙齒，

全國上上下下來膜拜

與撒但為伍的 ‧必然世俗化‧必定失敗 ‧會被蹂躪

14 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

與撒但為伍的，必被基督所打敗！

瞭解權勢、金錢、享樂，讓人失去理性，就會發覺發覺 ──

與撒但為伍、會迷失了方向，

然後會被歷史所掩埋！

跟牠為伍的，短暫的，

可以得到短暫的權勢、金錢、享樂

卻得到十九章之後

當被放在硫磺火湖裡是永遠的痛苦

與撒但為伍的必定失敗，失敗的關鍵 ─羔羊！



與撒但為伍的 ‧必然世俗化 ‧必定失敗 ‧會被蹂躪

15-16 那淫婦坐的眾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國、多方。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與獸必恨這淫婦，

使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將她燒盡。

與撒但為伍的，不只被基督打敗，

最後是給撒但所丟棄，

你以為牠是你的最好的朋友，沒有想到…

獸、惡者，迷惑人心，

最後把世界上的多人多民多國多方通通毀掉；

與撒但共舞者，最後是被惡者所滅掉。

敵基督所使用的大淫婦，不過是工具而已，

當他發覺大淫婦不再有任何利用價值，

跟從撒但的人就給撒但所厭棄！

與撒但為伍的 ‧必然世俗化 ‧必定失敗 ‧會被蹂躪

十八8 所以在一天之內，她的災殃要一齊來到，

就是死亡、悲哀、饑荒。

她又要被火燒盡了，

因為審判她的主神大有能力。

審判的時候是非常快、迅速，而且完全、又是公義。

原來所拜的撒但，其實是恨你的

原來所追求的，是恨不得把你吃了

要使用你要操作你，讓你越痛苦越捆綁

世人很無知也很可憐

恨他的、要殺他的撒但 ─特別愛牠
愛他、要救他的羔羊 ─

卻不懂得愛、恨羔羊、拒絕羔羊

與撒但為伍的 ‧必然世俗化 ‧必定失敗 ‧會被蹂躪

撒但把大淫婦滅了以後、巴比倫城垮了，

上帝也審判 ─

跟撒但、跟獸、大淫婦有關係的人。

與狼共舞者就會世俗化、必定失敗、最後被蹂躪。

沒有上帝眼光的世人，

所追求的權力、地位、享受，

在永生神眼光是何等渺小、短視、荒涼

掌握這些權力跟享樂背後，

是冷酷無情、僅會過河拆橋的撒但

世人所事奉的撒但，最後也會歸於沈淪

與狼共舞者的下場與狼共舞者的下場

1. 權、錢、享受，世人所追求的，屬神的人看為輕淡

享受是短暫的，之後是永遠的痛苦；

要帶著一個永恆眼光來看。

你要學習一個永恆的眼光，來看輕世界上的金銀財寶。

清朝的乾隆皇帝簡裝遊江南，

坐在長江的船上、問船夫：

「你看過多少艘船在這江上？」

船夫毫不猶疑回答說：

「只有兩艘，

名跟利、Money and Sex」
正是摩西所看輕的。



與狼共舞者的下場與狼共舞者的下場

2. 更要看輕世界上的地位

12-14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就是十王；

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

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中國的知識份子所追求的，不一定是享受，而是地位。

秦始皇，把春秋戰國統一以後出巡，

所有的人下拜，兩個人不服氣，

劉邦 ─ 大丈夫當如此也

項羽 ─ 彼可取而代之也

繼續逐鹿，才結束幾百年的戰爭，

又馬上另外一個楚漢之爭。

與狼共舞者的下場與狼共舞者的下場
世界上王的地位是短暫的，不值得我們這樣去追求。

聖經絕對使用人間的王：摩西、但以理、尼希米，

王背後如果不是跟神有關係，就容易跟撒但聯合。

因此更要學習 ─ 怎麼樣從永恆的眼光來看。

如果上帝高舉你，成為世界上的王，好好為主作見證，

求主在你每一個腳步中 ─靠主。

彼後三17-18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然預先知道這事，

就當防備，恐怕被惡人的錯謬誘惑，

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 ─

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願榮耀歸給他，從今直到永遠。阿們！

禱告禱告
求主幫助我們

瞭解末世的本質、惡者的本質、

與狼共舞者的本質，

因此更儆醒我們 ─

每一天讓你的聖靈光照我們、

你的話光照我們，

免得我們像大淫婦一樣，

竟然是撒但把她滅掉。

求主光照我們的心，眼光抬的高，

看永恆超過短暫！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