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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
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2 我所看见的兽，
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
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牠。
3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那兽，
4 又拜那龙─因为牠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
「谁能比这兽，谁能与牠交战呢？」
5 又赐给牠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牠，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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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十三1-10

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7 又任凭牠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牠，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8 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
凡住在地上 名字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牠。
9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10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
用刀杀人的 必被刀杀
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启十二

6

12

古龙、古蛇、魔鬼、撒旦、迷惑人的红龙，
被基督 被米迦勒从天上推下来以后
被基督、被米迦勒从天上推下来以后…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忿忿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敌基督从天上被基督打下来以后变成两个形貌
 十三章第一节的
十三章第 节的海兽
 十三章十一节的地兽

敌基督在天上失败以后，
在地上在海中来迷惑地上人间的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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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基督的荣美 ‧窃取基督荣耀‧信徒的原则
叫人家看到撒旦有能力，样子就好像基督一样，
来混淆，让人
来混淆，让人以为是真的、其实是假的，
是真的 其实是假的，
叫人不敬拜基督，却敬拜像基督、其实完全相反的撒旦。

敌基督 ─
古龙、古蛇、大龙、魔鬼，
被推下来变成海兽、地兽，

基督的荣美(第五章)

在模仿「三位一体」，
撒旦打迷糊仗、混淆人。

撒但的模仿(第十三章)

6宝座上的是曾经被杀、

牠的目标一点都不迷糊
点都不迷糊
 模仿基督的荣美
 窃取基督荣耀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这个海兽，

3头有
头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个似乎受了死伤，

后来从死里复活的羔羊

那死伤却医好了，
叫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那兽

似乎像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模仿能力

来揭开撒旦的面貌！

‧模仿基督的荣美 ‧窃取基督荣耀‧信徒的原则
基督的荣美(第五章)

撒但的模仿(第十三章)

宝座前羔羊领受了
2 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
龙将自己的能力 座位
和大权柄都给了海兽
神所赐下的书卷以后，
就得到权柄 智慧 丰富
就得到权柄、智慧、丰富、
人间所羡慕的…
能力、尊贵、荣耀、颂赞
是敌基督手中迷惑人的幌子
 马太福音 ─ 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说：
「地上的荣华尊贵通通给我了」
 启示录 ─ 尊贵能力恩典颂赞
通通是给羔羊的

撒但欺骗人，要夺取人对牠的敬拜
要夺取人对牠的敬拜

‧模仿基督的荣美 ‧窃取基督荣耀‧信徒的原则
基督的荣美(第五章)

撒但的模仿(第十三章)

9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
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各民、
各国中买了人来
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3 那死伤却医好了。
那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那兽，
7 海兽

制伏

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基督得到所有人的敬拜爱戴感恩
撒旦借着海兽的样式，
来迷惑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的人
任何人都可能变成撒旦迷惑的对象，
荣耀尊贵应当归给基督的，
现在却是归给

窃取基督荣耀的敌基督撒旦

‧模仿基督的荣美 ‧窃取基督荣耀‧信徒的原则
基督的荣美 (第五章)
4-5

谁可以得到神手中的书卷
谁可以得到权柄？

撒但的模仿 (第十三章)
─ 因为
牠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
也拜兽 说
也拜兽，说：
4撒但又拜那龙

‧模仿基督的荣美 ‧窃取基督荣耀‧信徒的原则
所有民间的宗教都会模仿教会敬拜的方式，
诗
讲
聚
形 ，
有
教会诗班、讲道、仪式、聚会的形式，民间宗教通通会有。

「谁能比这兽，
谁能与牠交战呢？」
 基督得国降临
督得国降临
 基督死里埋葬
 基督如何复活
 各族各国各方
都因着耶稣被高举，
万民来跟从他

撒
撒旦也从天上降到人间
从天 降到人间
 也一样死伤
 牠也复活、医好了
 各族各国各方的通通要来

跟从敌基督、接受敬拜

‧模仿基督的荣美
‧模仿基督的荣美 ‧窃取基督荣耀
‧窃取基督荣耀‧信徒的原则
‧信徒的原则
十三章完全是象征的方式来描绘 ─
，
从天上被推下来、用人间政权、迷惑人，敌基督的手法
罗马

兽，有十角七头，
有十角七头
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

2我所看见的

希腊

玛代波斯

基督徒要在这方面特别儆醒
 所有的东西都可能被模仿
 目标 ─ 让人不敬拜真神儿子耶稣，
让人不敬拜真神儿子耶稣
却来敬拜敌基督，本质就是古龙、就是撒旦
牠模仿基督的荣美，牠真是迷惑人！

‧模仿基督的荣美 ‧窃取基督荣耀 ‧信徒的原则

基督的荣耀

敌基督的特征

三位 体
三位一体

 十二章大龙

圣父、圣子、圣灵
启示录的术语
上帝、羔羊、七灵

 十三章第一节海兽
 十三章十一节地兽
十三章十 节地兽

三只，来迷惑人

巴比伦

撒旦不只是哪一个帝国、哪一个个人，
牠是借着人间各样的帝国、各样的人，
背后灵界来控制人 ─ 灵里面的一个大集团。
督 荣
属神
，
任何时代的人窃取基督的荣耀、逼迫属神的百姓，
都是撒旦的傀儡、它的工具。

五6

有羔羊站立，
有羔羊站立
有七角七眼

海兽是七头十角

非常接近、迷惑人

‧模仿基督的荣美 ‧窃取基督荣耀 ‧信徒的原则

基督的荣耀
羔羊头戴冠冕
天上地下
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有

太二八19
太二八
19

第七位天使吹号：
世上的国成了
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十一15

敌基督的特征
海兽头上戴的是
十个冠冕十个荣耀，
说话好像龙 也有权柄
说话好像龙、也有权柄
撒旦模仿基督有冠冕
把各国各族各方人吸进来，
牠有强大的国度
牠有强大的国度，
要来跟基督的国度做对比。

用天 的 度来模糊焦点，
用天上的国度来模糊焦点，
让人陷进去人间极强大的国度。

‧模仿基督的荣美 ‧窃取基督荣耀 ‧信徒的原则

许多的犯罪事件都可以看到撒旦狰狞的面目

‧模仿基督的荣美 ‧窃取基督荣耀 ‧信徒的原则

基督的荣耀

敌基督的特征

羔羊是
羔羊
是万膝跪拜
万膝跪拜的焦点
的焦点

8凡住在地上、
凡住在地上

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
撒旦在吸引
在
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
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
人家的敬拜
都要拜牠。
羔羊神
羔羊
神的完全数目是
的完全数 是七

敌基督的兽的数目是六六六

撒旦非常厉害，用个人、政权、帝国、宗教、钱来迷惑人，
 目的很简单 ─打迷糊仗
 三位
三位一体、它也三只；基督有国度、它也有国度，
体、它也三只；基督有国度、它也有国度，
 基督有权柄、它也有权柄；基督有荣耀、它也荣耀
 基督死里埋葬复活、它也死伤复活
基督死里埋葬复活 它也死伤复活
 目标不迷糊 ─ 叫人心离开基督

‧模仿基督的荣美 ‧窃取基督荣耀‧信徒的原则

1. 撒旦跟信徒之间的争战是不能避免的
马 路 所写 真 是 们 固保障」
马丁路德所写「真神是我们坚固保障」
历代仇敌撒旦，仍欲兴波作浪；
它奸狡又肆强 惨忍毒辣非常
它奸狡又肆强，惨忍毒辣非常。

撒旦用政治、特别用宗教，
用假先知 借着模仿 欺骗 混到教会里
用假先知，借着模仿、欺骗，混到教会里，
甚至用教会的方式、模仿教会，却污辱教会。
整个基督教所有的形式 在其他宗教很明显呈现的时候
整个基督教所有的形式，在其他宗教很明显呈现的时候，
就不要觉得奇怪，这是撒旦一贯的手法，目的要亵渎神。
6 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属神的百姓是一定走进去一场不能避免的战争，
 你跟敌基督是对立的
 你是属神属羔羊的，跟三位一体的神有生命连结
7又任凭它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牠…
也把权柄赐给牠
如果不是神允许、权柄不会赐给牠，
一场不能避免的战争，有神在保护。

‧模仿基督的荣美 ‧窃取基督荣耀‧信徒的原则

2. 忠于真理需要付代价
敌基督、海兽、地兽，仿照人间政权的样式，
出现控制人间的政权，变成撒旦的用具来迷惑人。
 但以理、保罗、彼得付代价
但以理 保罗 彼得付代价
 耶稣付代价，被送上十字架替我们死
 很多宣教士到一些蛮荒的地方被杀，
很多宣教士到 些蛮荒的地方被杀
他流的血就成为滋润他们灵魂的温床，
子孙继续传福音下去 就有多少人信主
子孙继续传福音下去、就有多少人信主

‧模仿基督的荣美 ‧窃取基督荣耀‧信徒的原则

3. 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
但
但以理经过狮子坑、三个朋友渡过火窑
经过狮
个
渡过火窑
窑
帮助我们了解 ─
属神的百姓关心神的事、信靠他，上帝也关心你
神的事、信靠他， 帝 关 你
 属神的百姓关
 没有再大的难处，会难过十字架复活的能力
启示录十二章开始记载撒旦的败落史
十二9 从天上被打下来
二十1 2 牠从地上被打入无底坑
二十1-2
二十9-10 从无底坑被扔到硫磺火湖里面
天上

地上

无底坑

火湖

我们忍耐、受难的时间有限，
我们忍耐
受难的时间有限
靠主的恩典可以渡过在世上的苦难！

揭开撒旦狰狞面貌
纳粹时期一个感人的见证，
提供给我们了解
提供给我
解─
揭开它的面目的时候，面对那个争战忠心到底。

祷告
天父，
帮助我们了解撒旦的面目很可怕，
模仿基督的荣美、窃取基督的荣耀。
让我们属神的人更多依靠你，
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战争，
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战争
却愿意忠心到底，
知道忍耐到底终必得救！
把我们的心交在你面前，
坚固我们的信念来依靠你。

这句话支撑穿这个衣服的前面那个人，走完他的一生；
盼望成为你的盼望、你的信念。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