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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三1-10第二十二課第二十二課 揭開撒旦猙獰面貌揭開撒旦猙獰面貌

1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

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

2 我所看見的獸，

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

那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牠。

3 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

那死傷卻醫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從那獸，

4 又拜那龍─因為牠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拜獸，說：

「誰能比這獸，誰能與牠交戰呢？」

5 又賜給牠說誇大褻瀆話的口，又有權柄賜給牠，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啟十三1-10

6 獸就開口向神說褻瀆的話，

褻瀆神的名並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7 又任憑牠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

也把權柄賜給牠，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8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

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牠。

9 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10 擄掠人的，必被擄掠；

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

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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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二 古龍、古蛇、魔鬼、撒旦、迷惑人的紅龍，

被基督、被米迦勒從天上推下來以後 …

12 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快樂吧！

只是地與海有禍了！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

就氣忿忿的下到你們那裡去了。

敵基督從天上被基督打下來以後變成兩個形貌

十三章第一節的海獸
十三章十一節的地獸

敵基督在天上失敗以後，

在地上在海中來迷惑地上人間的敵基督。



第二十二課第二十二課 揭開撒旦猙獰面貌揭開撒旦猙獰面貌

敵基督─

古龍、古蛇、大龍、魔鬼，

被推下來變成海獸、地獸，

在模仿「三位一體」，

撒旦打迷糊仗、混淆人。

牠的目標一點都不迷糊

模仿基督的榮美

竊取基督榮耀

從這兩個角度來看這個海獸，

來揭開撒旦的面貌！

叫人家看到撒旦有能力，樣子就好像基督一樣，

來混淆，讓人以為是真的、其實是假的，

叫人不敬拜基督，卻敬拜像基督、其實完全相反的撒旦。

‧模仿基督的榮美‧竊取基督榮耀 ‧信徒的原則

基督的榮美 (第五章) 撒但的模仿 (第十三章)

6 寶座上的是曾經被殺、

後來從死裡復活的羔羊

3 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

那死傷卻醫好了，

叫全地的人都希奇跟從那獸

似乎像基督

從死裡復活的模仿能力

‧模仿基督的榮美‧竊取基督榮耀 ‧信徒的原則

基督的榮美 (第五章) 撒但的模仿 (第十三章)

寶座前羔羊領受了

神所賜下的書卷以後，

就得到權柄、智慧、豐富、

能力、尊貴、榮耀、頌讚

2 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

和大權柄都給了海獸

人間所羨慕的…
是敵基督手中迷惑人的幌子

馬太福音 ─ 耶穌受試探的時候說：

「地上的榮華尊貴通通給我了」

啟示錄 ─ 尊貴能力恩典頌讚

通通是給羔羊的

撒但欺騙人，要奪取人對牠的敬拜

‧模仿基督的榮美‧竊取基督榮耀 ‧信徒的原則

基督的榮美 (第五章) 撒但的模仿 (第十三章)

9 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

從各族、各方、各民、

各國中買了人來，

叫他們歸於神。

3 那死傷卻醫好了。

全地的人都希奇跟從那獸，

7 海獸制伏
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基督得到所有人的敬拜愛戴感恩
撒旦藉著海獸的樣式，
來迷惑各族、各民、各方、各國的人

任何人都可能變成撒旦迷惑的對象，

榮耀尊貴應當歸給基督的，

現在卻是歸給

竊取基督榮耀的敵基督撒旦



‧模仿基督的榮美‧竊取基督榮耀 ‧信徒的原則

基督的榮美 (第五章) 撒但的模仿 (第十三章)

4-5 誰可以得到神手中的書卷

誰可以得到權柄？

4 撒但又拜那龍 ─ 因為

牠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

也拜獸，說：

「誰能比這獸，

誰能與牠交戰呢？」

基督得國降臨

基督死裡埋葬

基督如何復活

各族各國各方

都因著耶穌被高舉，

萬民來跟從他

撒旦也從天上降到人間

也一樣死傷

牠也復活、醫好了

各族各國各方的通通要來

跟從敵基督、接受敬拜

‧模仿基督的榮美‧竊取基督榮耀 ‧信徒的原則

所有民間的宗教都會模仿教會敬拜的方式，

教會詩班、講道、儀式、聚會的形式，民間宗教通通會有。

牠模仿基督的榮美，牠真是迷惑人！

基督徒要在這方面特別儆醒

所有的東西都可能被模仿

目標 ─ 讓人不敬拜真神兒子耶穌，

卻來敬拜敵基督，本質就是古龍、就是撒旦

‧模仿基督的榮美‧竊取基督榮耀 ‧信徒的原則

十三章完全是象徵的方式來描繪 ─

從天上被推下來、用人間政權、迷惑人，敵基督的手法

撒旦不只是哪一個帝國、哪一個個人，

牠是藉著人間各樣的帝國、各樣的人，

背後靈界來控制人 ─ 靈裡面的一個大集團。

任何時代的人竊取基督的榮耀、逼迫屬神的百姓，

都是撒旦的傀儡、牠的工具。

2 我所看見的獸，有十角七頭，

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

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臘

羅馬

‧模仿基督的榮美‧竊取基督榮耀‧信徒的原則 ‧模仿基督的榮美‧竊取基督榮耀‧信徒的原則

基督的榮耀 敵基督的特徵

三位一體
聖父、聖子、聖靈

啟示錄的術語

上帝、羔羊、七靈

十二章 大龍

十三章第一節 海獸

十三章十一節 地獸

三隻，來迷惑人

五6 有羔羊站立，

有七角七眼

海獸是七頭十角

非常接近、迷惑人



‧模仿基督的榮美‧竊取基督榮耀‧信徒的原則

基督的榮耀 敵基督的特徵

撒旦模仿基督有冠冕

羔羊頭戴冠冕

太二八太二八1919 天上地下

所有所有權柄都賜給我了

海獸頭上戴的是

十個冠冕十個榮耀，

說話好像龍、也有權柄

用天上的國度來模糊焦點，

讓人陷進去人間極強大的國度。

十一15 第七位天使吹號：

世上的國成了

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把各國各族各方人吸進來，

牠有強大的國度，

要來跟基督的國度做對比。

‧模仿基督的榮美‧竊取基督榮耀‧信徒的原則

基督的榮耀 敵基督的特徵

8 凡住在地上、

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

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

都要拜牠。

撒旦在吸引
人家的敬拜

敵基督的獸的數目是六六六

撒旦非常厲害，用個人、政權、帝國、宗教、錢來迷惑人，

目的很簡單 ─ 打迷糊仗

三位一體、牠也三隻；基督有國度、牠也有國度，

基督有權柄、牠也有權柄；基督有榮耀、牠也榮耀

基督死裡埋葬復活、牠也死傷復活

目標不迷糊 ─ 叫人心離開基督

羔羊羔羊是是萬膝跪拜萬膝跪拜的焦點的焦點

羔羊神羔羊神的完全數目是的完全數目是七

‧模仿基督的榮美‧竊取基督榮耀‧信徒的原則

許多的犯罪事件都可以看到撒旦猙獰的面目

撒旦用政治、特別用宗教，

用假先知，藉著模仿、欺騙，混到教會裡，

甚至用教會的方式、模仿教會，卻污辱教會。

整個基督教所有的形式，在其他宗教很明顯呈現的時候，

就不要覺得奇怪，這是撒旦一貫的手法，目的要褻瀆神。

6 褻瀆神的名並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模仿基督的榮美 ‧竊取基督榮耀‧信徒的原則

1. 撒旦跟信徒之間的爭戰是不能避免的

馬丁路德所寫「真神是我們堅固保障」

7 又任憑牠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

也把權柄賜給牠…

歷代仇敵撒旦，仍欲興波作浪；

牠奸狡又肆強，慘忍毒辣非常。

屬神的百姓是一定走進去一場不能避免的戰爭，

你跟敵基督是對立的

你是屬神屬羔羊的，跟三位一體的神有生命連結

如果不是神允許、權柄不會賜給牠，

一場不能避免的戰爭，有神在保護。



‧模仿基督的榮美 ‧竊取基督榮耀‧信徒的原則

2. 忠於真理需要付代價

敵基督、海獸、地獸，仿照人間政權的樣式，

出現控制人間的政權，變成撒旦的用具來迷惑人。

但以理、保羅、彼得付代價

耶穌付代價，被送上十字架替我們死

很多宣教士到一些蠻荒的地方被殺，

他流的血就成為滋潤他們靈魂的溫床，

子孫繼續傳福音下去、就有多少人信主

‧模仿基督的榮美 ‧竊取基督榮耀‧信徒的原則

3. 忍耐到底的終必得救

啟示錄十二章開始記載撒旦的敗落史

十二9
二十1-2

二十9-10

從天上被打下來

牠從地上被打入無底坑

從無底坑被扔到硫磺火湖裡面

天上 地上 無底坑 火湖

我們忍耐、受難的時間有限，

靠主的恩典可以渡過在世上的苦難！

但以理經過獅子坑、三個朋友渡過火窯窯

幫助我們了解 ─

屬神的百姓關心神的事、信靠祂，上帝也關心你

沒有再大的難處，會難過十字架復活的能力

揭開撒旦猙獰面貌揭開撒旦猙獰面貌
納粹時期一個感人的見證，

提供給我們了解 ─

揭開牠的面目的時候，面對那個爭戰忠心到底。

這句話支撐穿這個衣服的前面那個人，走完他的一生；

盼望成為你的盼望、你的信念。

禱告禱告
天父，

幫助我們了解撒旦的面目很可怕，

模仿基督的榮美、竊取基督的榮耀。

讓我們屬神的人更多依靠你，

知道這是不可避免的戰爭，

卻願意忠心到底，

知道忍耐到底終必得救！

把我們的心交在你面前，

堅固我們的信念來依靠你。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