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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一课 美丽坏女人的哀歌

启十八1 - 13

她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她，
按她所行的加倍的报应她；
按她所行的加倍的报应她
用她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她喝。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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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的位 并 是寡妇 决
『我坐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决不至于悲哀。』
悲哀 』
8 所以在一天之内，她的灾殃要一齐来到，
就是死亡、悲哀、饥荒。
她又要被火烧尽了，
因为审判她的主神大有能力。
9 地上的君王，素来与她行淫、一同奢华的，
看见烧她的烟，就必为她哭泣哀号。
6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2 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
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
3 因为列国都被她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
因为列 都被她邪淫大怒的酒倾倒
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
地上的客商因她奢华太过就发了财。」
4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灾殃；
5 因她的罪恶滔天；她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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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怕她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
因怕她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
『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
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11 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
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
12 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
绸子 朱红色料 各样香木 各样象牙的器皿
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
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
13 并肉桂、荳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
并肉桂 荳蔻 香料 香膏 乳香 酒 油 细面
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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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坏女人的哀歌
十七章 ─ 大淫妇垮了
十八章 ─ 巴比伦垮了，是一个城市，希伯来文是阴性
巴比伦垮了 是 个城市 希伯来文是阴性
大淫妇、巴比伦都是阴性、女性，
回应第二章 ─ 耶洗别垮了。
十八章其实是哀歌。

耶洗别在北国，是引致全国败坏的关键人物，
 亚哈王朝中亚哈的太太，跟亚哈让北国拜巴力
 所生的女儿嫁到南国给约沙法的儿子，
把约沙法的敬虔、子孙、工作，通通毁掉
因此南北国通通败坏，进入淫乱、拜巴力，
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去。

巴比伦‧引诱是本性 ‧邪恶是本质 ‧毁灭是结局
 创世记，用蛇迷惑人、离开神，怀疑、挑战神的话
 第六号、第六碗都提到伯拉大河，
从伊甸园流出来的、经过巴比伦，
巴比伦吸引犯罪的人堕落继续下去
 挪亚出了方舟以后，人类继续受引诱，
最后是进入巴别塔、巴比伦
 以色列被掳，第一批就是被掳到巴比伦，
尼布甲尼撒王 ─ 人间骄傲、拜偶像帝国的代表；
人间骄傲 拜偶像帝国的代表；
所梦到的金像 ─ 头、胸、肚、腰，
在讲巴比伦 波斯 希腊 罗马
在讲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
人的帝国要抵挡人子基督的国！
恶者在人间帝国背后，吸引人离开人子基督、叫人来拜撒但。

美丽坏女人的哀歌
耶洗别拒绝上帝的话
 试图杀害先知以利亚、唆使杀害义人拿伯
试图杀害先知以利亚 唆使杀害义人拿伯
 因着联婚的缘故，拖垮南国约沙法的家室
耶户到了耶斯列，
耶户到了耶斯列
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
他们就把她扔下来，耶洗别的血就溅在墙上跟马上，于是把她
践踏了，他们就去埋葬她，只寻得她的头骨跟脚并手掌。
这正应验耶和华借着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
「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 耶洗别的尸首
「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
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
王下九30-37

 创世记人间堕落的高峰是巴别塔
 十八章是七碗的第七碗最后巴别塔

巴比伦、巴别、Babel，相同的原文

巴比伦‧引诱是本性 ‧邪恶是本质 ‧毁灭是结局
由中国的武则天，来了解「引诱是撒但的本性」
她原来是唐太宗的妾，唐太宗死后，
她原来是唐太宗的妾
唐太宗死后
太宗的儿子高宗就把武则天带进宫，
皇后被武则天买通她的心，也喜欢武则天。
皇后到武则天家，玩了武则天的小孩一段时间，走了。
武则天回到家 「哦！皇后来过」
武则天回到家，「哦！皇后来过」，
灵机一动，进去卧室，把自己的孩子掐死。
高宗进来 一到卧室把毯子一打开
高宗进来，
到卧室把毯子 打开 ─
大吃一惊，「谁掐死这个孩子！」
武则天马上问「刚刚谁来过」 「皇后来过」
武则天马上问「刚刚谁来过」、「皇后来过」，
武则天就大哭 ─ 「皇后杀了我的儿子！」
高宗就相信这话 从此对皇后不满 准备把她废掉
高宗就相信这话，从此对皇后不满、准备把她废掉。
宁可杀自己的儿子，好得皇后地位，好得高宗的喜欢。

巴比伦‧引诱是本性 ‧邪恶是本质 ‧毁灭是结局
牠叫我们被吸引、被引诱，用各式各样方式叫我们离开真神。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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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
，
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
因为列国都被她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
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
地上的客商因她奢华太过就发了财。」

拜撒但，撒但会让你富有、让你世界上有地位。
耶稣受试探时 恶者告诉耶稣：
耶稣受试探时，恶者告诉耶稣：
「你拜我，我就把世上的荣华富贵通通给你」
背后是引诱的本质 一钩上就不敬拜真神
背后是引诱的本质，
钩上就不敬拜真神，
越喜欢地位、越喜欢地位背后的撒但。

巴比伦‧引诱是本性 ‧邪恶是本质 ‧毁灭是结局
三个魔鬼被差派到人间 ─ 使世界上的人犯罪！
1 上帝不存在，放纵自己、享受自己
1.
上帝不存在 放纵自己 享受自己
日光之上不要关心他，
放纵自己 先享受再说
放纵自己、先享受再说
2. 地狱不存在，尽情犯罪、享受人生
会离开神的关键 ─ 没有永恒观，
不认为上帝存在 不想有末世论
不认为上帝存在、不想有末世论、
不认为有末世的审判、不认为有地狱
3 来日方长，先享受人生，其余以后再说
3.
来日方长 先享受人生 其余以后再说
把创造的神、把末世切掉，眼光就那么短浅！
非常邪恶，让人离开真神。

巴比伦‧引诱是本性 ‧邪恶是本质 ‧毁灭是结局

武则天打破「男人才是世界主宰」的观念，
从小侍女做到皇帝，
侍
到 帝，
没有发迹之前，里面已经有邪恶的本质。
唐太宗有 匹烈马，大家都束手无策，武则天说：
唐太宗有一匹烈马，大家都束手无策，武则天说：
 我可以先用鞭子抽马
 假使马不驯服，我就用锤子敲牠的脑袋
 假如还不驯服，我就用刀子割牠的喉
其实她掌权的手法就是用这些，
她杀了自己的姊姊、哥哥、女儿，
她毒死了皇后 残害忠良 把那个婴儿掐死！
她毒死了皇后、残害忠良，把那个婴儿掐死！

撒但就是这种情况 ─ 邪恶是牠的本质、里面是败坏，
鬼魔、污秽邪灵的住处，败坏人心、叫人不敬拜真神。

巴比伦‧引诱是本性 ‧邪恶是本质 ‧毁灭是结局
神给我们一个灵 ─ 可以认识他的永恒观
人是万物之灵，
人是万物之灵
 会想到创造的主、想找神、找源头、
找第一因
找第
因、找末世会是怎么样
找末世会是怎么样
 邪恶的撒但基本上让我们离开那个
但以理拒绝尼布甲尼撒王的荣华富贵，
给他最好吃的、给他王位、给他管理，
但洗不掉但以理的灵性！
历世历代敬畏神的人，必然会有这样的试探 ─
邪恶的撒但会吸引你。
启示录帮助我们了解 ─撒但牠邪恶的本质。

巴比伦‧引诱是本性 ‧邪恶是本质 ‧毁灭是结局
约翰每提到巴比伦，都会跟「毁坏」划等号
 十四8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
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
 十六19 那大城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
那大城裂为三段 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
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
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
 十八8-10 巴比伦大城会毁灭
 十九、二十
十九 二十 他们最后会到硫磺火湖里面
不要给美丽坏女人所用的权势、金钱、享乐来吸引，
反而要离开、要分别为圣，

要做
要做一个完完全全、跟世界上不一样、有
跟 界
样 有光，
让黑暗、喜欢罪恶败坏、享受金银名利的这些人，做分别。

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 ─
了解美丽坏女人的下场，
邪恶的本质 引诱的本质
邪恶的本质、引诱的本质，
更多了解他的毁坏的结局，
做一个分别为圣、与你联合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美丽坏女人的哀歌
帮助我们了解 ─
怎么样做一个在末世
怎么样做
个在末世，做
做一个有盼望
个有盼望、分别为圣的人呢？
分别为圣的人呢？

彼得后书三10-12

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
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烧尽了。
。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
神的 子来到。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化了，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化。

我们要盼望新天新地，要做一个洁净的人、仰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