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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
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
就是第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
12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
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
13 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
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 权柄给那兽
14 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
有忠心的 也必得胜 」
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11

天使对我说：「你为甚么希奇呢？
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
8 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
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
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
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希奇。
9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
智 的 在此可以思想。
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10
0 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
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
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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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
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16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
使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将她烧尽。
17 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
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国给那兽，直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
18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
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
15

与狼共舞者的下场
人间历史告诉我们 ─ 与狼共舞者绝对没有好下场
 四人帮，毛泽东死了以后，
四人帮 毛泽东死了以后
被批被斗、成为阶下囚
 法老王任凭自己里面的刚硬，
法老王任凭自己里面的刚硬
结果追兵都给红海淹、长子也死了，
跟法老王在一起的 绝对没有好下场
跟法老王在一起的，绝对没有好下场
 希律王这样的人跟他在一起，
没有好下场 ─终有被推倒的一天
终有被推倒的一天

恶一定存留在世界上！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
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诗三七1-2

与撒但为伍的 ‧必然世俗化 ‧必定失败

与狼共舞者的下场
被撒但利用的，不论是
 人间的宗教、假宗教、假先知
人间的宗教 假宗教 假先知
 与邪灵打交道的异端
 政治人物，世界上的权势
政治人物 世界上的权势 ─ 七头十角
 金钱还有享乐 ─ 权、钱、色，
大淫妇所用的手段
16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

使她冷落赤身，
又要吃她的肉 用火将她烧尽
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将她烧尽。
从大淫妇的下场，帮助我们尝到
大
的下 ，帮助我 尝到 ─
与狼共舞者，必然会有凄凉的滋味！

与撒但为伍的 ‧必然世俗化 ‧必定失败

‧会被蹂躏

1. 跟撒但在一起的，会注重享受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
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手拿金杯，
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 就是她淫乱的污秽
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
污秽
污秽。
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
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作世上的淫妇和
切可憎之物的母。

十七4 5
十七4-5

被神所用，往往是跟世俗化、拜金享乐是颠倒的
 施洗约翰 ─ 穿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
 罗得进入所多玛城
拜金
拜金享乐淫乱败坏，最后被毁灭
淫 败 ，最后被
 亚伯拉罕信心看天上，不被世界所沾染，最后得胜

‧会被蹂躏

2. 心里会骄傲
她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
她怎样荣耀自己
怎样奢华
也当叫她照样痛苦悲哀，
因她心里说 我坐了皇后的位
因她心里说：我坐了皇后的位，
并不是寡妇，决不至于悲哀。

十八
十八7

老底嘉教会就是这个特征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
你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三17

物质叫人心里骄傲，因此福音听不进去；
地位越高、钱越多的人，越难谦卑、越难听福音。
上帝也是公平：有那些，却没有永恒的祝福。

与撒但为伍的 ‧必然世俗化 ‧必定失败
3. 追求权力 ─ 世界上的权力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
使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将她烧尽。

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
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
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乱的酒。
世界上的君王、帝国
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 权柄给那兽。
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

越拜兽，越可以抓世界上的权柄；
越靠近兽 越可以抓进世界上的地位
越靠近兽，越可以抓进世界上的地位。
十七15

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霸占人心里的宝座

如果跟撒但为伍 必然世俗化、当然跟上帝对立！
如果跟撒但为伍，必然
当然跟上帝对立

与撒但为伍的 ‧必然世俗化 ‧必定失败

‧会被蹂躏

十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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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撒但为伍的 ‧必然世俗化 ‧必定失败

‧会被蹂躏

‧会被蹂躏

台湾就是最好的例子
 多少人想成为王、成为领袖，
多少人想成为王 成为领袖
选举的时候一堆人…
背后很多钱 钱背后很多享受
背后很多钱、钱背后很多享受
 政治人物有地位以后 ─ 有钱，
然后跟女人 媒体 败坏 被偷拍 针眼
然后跟女人、媒体、败坏、被偷拍、针眼…
是发生在一起的。
Power 、Money
Money 、Sex
Sex 背后，其实撒但在控制人心！
背后 其实撒但在控制人心！
迷茫到一个地步 ─
 去拜西藏、印度、泰国的信仰
 为了一颗会腐拦的人间牙齿，
全国上上下下来膜拜

七印七号七碗快结束了，进入十九章，
 撒但、兽、巴比伦通通会倾倒、会消失
撒但 兽 巴比伦通通会倾倒 会消失
 十七、十八章是短暂的，而且必定会失败
以西结书二十三章
让以色列人堕落败坏、
被掳的拜金主义

启示录十七、十八章
把人堕落掳走、
归向撒但，拜金享乐

从历史学到教训：
学到教训
地上的人沈沦在大淫妇所代表、象征 ─
亵渎与邪恶、引领人间享乐、政教挂勾的撒但！

与撒但为伍的 ‧必然世俗化 ‧必定失败

‧会被蹂躏

了解权势、金钱、享乐，让人失去理性，就会发觉
发觉 ─
 与撒但为伍、会迷失了方向，
与撒但为伍 会迷失了方向
然后会被历史所掩埋！
 跟牠为伍的，短暂的，
跟牠为伍的 短暂的
可以得到短暂的权势、金钱、享乐
 却得到十九章之后
当被放在硫磺火湖里是永远的痛苦
与撒但为伍的必定失败，失败的关键 ─ 羔羊！
14 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
羔羊
羔羊

与撒但为伍的 必被基督所打败！
与撒但为伍的，必被

与撒但为伍的 ‧必然世俗化 ‧必定失败 ‧会被蹂躏
与撒但为伍的，不只被基督打败，
最后是给撒但所丢弃，
你以为它是你的最好的朋友，没有想到…
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那淫妇坐的众水
就是多民 多人 多国 多方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
使她冷落赤身 又要吃她的肉 用火将她烧尽
使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将她烧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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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恶者，迷惑人心，
最后把世界上的多人多民多国多方通通毁掉；
与撒但共舞者，最后是被恶者所灭掉。
敌基督所使用的大淫妇，不过是工具而已，
当他发觉大淫妇不再有任何利用价值，
跟从撒但的人就给撒但所厌弃！

与撒但为伍的 ‧必然世俗化 ‧必定失败 ‧会被蹂躏
撒但把大淫妇灭了以后、巴比伦城垮了，
上帝也审判 ─
跟撒但、跟兽、大淫妇有关系的人。

没有上帝眼光的世人，
没有
帝眼光的世人，
 所追求的权力、地位、享受，
在永生神眼光是何等渺小、短视、荒凉
 掌握这些权力跟享乐背后，
是冷酷无情、仅会过河拆桥的撒但
 世人所事奉的撒但，最后也会归于沈沦
与狼 舞者
与狼共舞者就会世俗化、必定失败、最后被蹂躏。
俗化
失败
被蹂躏

与撒但为伍的 ‧必然世俗化 ‧必定失败 ‧会被蹂躏
 原来所拜的撒但，其实是恨你的
 原来所追求的，是恨不得把你吃了
 要使用你要操作你，让你越痛苦越捆绑

世人很无知也很可怜
 恨他的、要杀他的撒但 ─ 特别爱牠
 爱他、要救他的羔羊 ─
却不懂得爱、恨羔羊、拒绝羔羊
所以在一天之内，她的灾殃要一齐来到，
所以在
天之内 她的灾殃要 齐来到
就是死亡、悲哀、饥荒。
她又要被火烧尽了，
她又要被火烧尽了
因为审判她的主神大有能力。

十八8

审判的时候是非常快、迅速，而且完全、又是公义。

与狼共舞者的下场
1. 权、钱、享受，世人所追求的，属神的人看为轻淡
享受是短暂的 之后是永远的痛苦
享受是短暂的，之后是永远的痛苦；
要带着一个永恒眼光来看。
清朝的乾隆皇帝简装游江南，
坐在长江的船上、问船夫：
「你看过多少艘船在这江上？」
船夫毫不犹疑回答说：
「只有两艘，

名跟利、Money
Money and Sex」
正是摩西所看轻的。
你要学习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轻世界上的金银财宝。

与狼共舞者的下场
2. 更要看轻世界上的地位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
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12-14

与狼共舞者的下场
世界上王的地位是短暂的，不值得我们这样去追求。
圣经绝对使用人间的王：摩西、但以理、尼希米，
经绝对使用人间的
摩西、但以理、尼希米，
王背后如果不是跟神有关系，就容易跟撒但联合。
因此更要学习 ─ 怎么样从永恒的眼光来看。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
就当防备 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
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
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 ─
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愿荣耀归给他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彼后三17-18

中国的知识份子所追求的，不
中国的知识份子所追求的
不一定是享受
定是享受，而是地位。
而是地位
秦始皇，把春秋战国统一以后出巡，
所有的人下拜 两个人不服气
所有的人下拜，两个人不服气，
 刘邦 ─ 大丈夫当如此也
 项羽 ─ 彼可取而代之也
继续逐鹿，才结束几百年的战争，
又马上另外 个楚汉之争。
又马上另外一个

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了解末世的本质、恶者的本质、
与狼共舞者的本质，
因此更儆醒我们 ─
每一天让你的圣灵光照我们、
你的话光照我们，
免得我们像大淫妇一样，
竟然是撒但把她灭掉。
求主光照我们的心，眼光抬的高，
看永恒超过短暂！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如果上帝高举你，成为世界上的王，好好为主作见证，
求主在你每一个脚步中 ─ 靠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