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課：第17-18章

巴比倫的傾倒

2021年秋季，魏朝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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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課程日期 經文章節 主題 授課老師

1 9/5/2021 第1章1-8節 引言 馬宏彰

2 9/12/2021 第1章9-20節 所看見的事——榮耀基督的異象 魏朝暉

3 9/19/2021 第2-3章 現在的事——七個教會 馬宏彰

4 9/29/2021 第4-5章 天上的寶座和羔羊 馬宏彰

5 10/3/2021 第6章-第8章5節 七印 魏朝暉

6 10/10/2021 第8章6節-第11章 七號 魏朝暉

7 10/17/2021 第12-14章 教會與邪惡勢力的衝突 馬宏彰

8 10/24/2021 第15-16章 七碗 馬宏彰

9 10/31/2021 第17-18章 巴比倫的傾倒 魏朝暉

10 11/7/2021 第19章 羔羊的婚筵 魏朝暉

11 11/14/2021 第20章 千禧年和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 馬宏彰

12 11/21/2021 第21章-第22章5節 新耶路撒冷和生命河 魏朝暉

13 11/28/2021 第22章6-21節 結語 馬宏彰



概論：第16-19章之結構

❑ 第16章：七個碗的災

❑ 第17-19章：進一步說明第7個碗的災（16:17-21）

❑ 第17章：進一步解釋16:19b“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
來，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他”

❑ 第18章：为第17章的巴比倫的傾倒和毀滅唱挽歌
❑ 第19章：結論第17-18章的巴比倫的傾倒

“酒”和“烈怒”：

❑ 兩個詞都是形容神的憤怒；希伯來文
跟希臘文的語法用重復的兩個詞來表
達，是強調神的憤怒是完全的憤怒。



概論：印、號、碗的災之後一連串異象的目的

第6印和第7印之間：
❑ 第7章，有十四萬四千人受印，有

數不過來的人在天上敬拜神

第6號和第7號之間：
❑ 第10章小書卷
❑ 第11章兩個見證人
❑ 第12章龍跟婦人
❑ 第13章兩個獸
❑ 第14章十四萬四千人跟羔羊、三位

天使的宣告、最後的收割

7碗的災結束之後：
❑ 有第17-19章的插入的異象

目的：進一步說明這三個災所發生的這些事件的
含義——神把審判傾倒出來的含義是什麼？

1.  世上所有的神都是虛無的，沒有能力的；
2.  這些災傾倒出來的目的是呼召人悔改；

14:6 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

3.  證明神的審判是公義的：一報還一報。



概論：印、號、碗的災之後一連串異象的目的

“一報還一報”也是新約的倫理：

❑ 我們對別人所行的，實際上是行在神的身上。
因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不論是善
行或惡行，神將按我們所行的報應在我們身上。

舉例：福音書中的主耶穌的教導：

❑ 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
作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第25章）；

❑ 給你們一杯水喝的，我實在告訴你們，他不能
不得賞賜（馬可福音第9章）

“一報還一報”的律在《啟示錄》的啟示之下：
❑ 或蒙救贖，得永生
❑ 或不蒙救贖；得永死

“一報還一報”是神行在我們身上，而不是我們
用在人身上：“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不要自己
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羅馬書12:9）



大淫婦和朱紅色的獸（17:1-6）

淫婦：
❑ 在舊約聖經裏面是表明屬靈的悖道

耶和華初次與何西阿說話，對他說：“你去娶淫婦為妻，也收那從淫亂
所生的兒女；因為這地大行淫亂，離棄耶和華。”（何西阿書1:2）

❑ 在啟示錄裏，淫婦指向所有與神為敵的

大淫婦
❑ 巴比倫大城（ 17:18“看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
❑ 使徒約翰的時代：羅馬帝國

17:1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

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

17:2 地上的君王與她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亂的酒。”

眾水
❑ 背景：耶利米書51:13“住在眾水之上多有財寶的啊，你的結局到了！你貪婪之量滿了！”
❑ 兩方面的意義

1) 眾水是綜合“號”跟“碗”裏面所有的海和江河。海是邪惡的象征。所以眾水的意義是表明邪惡；

2) 使徒約翰的時代，船運是羅馬帝國的生命線，羅馬的生存供應主要都是通過海運的方式；羅馬帝國透過來船運控
制周圍附屬列國。



大淫婦和朱紅色的獸（17:1-6）

曠野
❑ 第12章的曠野是表明神對祂百姓的供應和保護
❑ 第17章的曠野是沖突所在的地方，由朱紅色的獸所統治

朱紅色
❑ 君王的顏色。第12章3節的龍是紅色的，代表龍與獸的合一。

七頭十角
❑ 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1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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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17:3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

紅色的獸上；那獸有七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

遍體有褻瀆的名號

❑ 又賜給它說誇大褻瀆話的口，又有權柄賜給它，可以
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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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 朱紅色的獸綜合龍跟獸的權勢，也就是撒旦的權勢。
❑ 獸的遍體有褻瀆的名，這表明是與神為敵。

❑ 使徒約翰的時代背景：凱撒帝王崇拜，羅馬皇帝凱
撒把自己與神列為同等，這就是終極的褻瀆。



大淫婦和朱紅色的獸（17:1-6）

那女人的妝扮
❑ 以金子、寶石、珍珠為裝飾，衣服裝扮是極度的奢華
❑ 和從大患難中出來的聖徒的潔白純凈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手拿金杯，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亂的汙穢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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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她淫亂的汙穢。

17:5 在她額上有名寫著說：“奧秘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

可憎之物的母。”

17:6 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我看見

她，就大大地希奇。

大巴比倫
❑ 世上淫婦之母
❑ 世上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之母：希伯來文/閃族文的一種表達法，表示以此為
基礎、為核心、為中心，即同樣的本性、特質。

❑ 可憎之物：舊約的比喻，是但以理書第9章和第11章所提到"那行毀壞可憎的"，被馬太福音第24章、馬可福音第13

章所引用;是指悖逆神、道德的敗壞和墮落。

那女人的基本特質：與神為敵，完全的邪惡、敗壞跟不潔。
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

❑ 又任憑它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也把權柄賜給它，制伏各
族、各民、各方、各國（13:7）

❑ 他們曾流聖徒與先知的血，現在你給他們血喝，這是他們所
該受的（16:6）



大淫婦和朱紅色的獸（17:1-6）

為什麼約翰看見那女人就大大的希奇？
❑ 約翰期待看到審判臨到邪惡，但看到的那女人是奢華、榮耀的光景。
❑ 啟示文學普遍的描寫方式：

❑ 以榮耀的方式描寫邪惡，目的是要凸顯邪惡是何等的邪惡、是何
等的敗壞。

❑ 約翰的反應在啟示文學裏普遍：期待看到審判臨到邪惡，但是結
果反而是看見邪惡的榮耀。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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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她淫亂的汙穢。

17:5 在她額上有名寫著說：“奧秘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

可憎之物的母。”

17:6 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我看見

她，就大大地希奇。

要點：

❑ 在這一切之後，神仍然在掌權。這個女人跟獸的榮耀其實是暫時的，這只是一個幻象；
邪惡好像暫時得勝， 它的毀滅就在眼前，因為神在後面掌管一切。



天使的解釋（17:7-18）

1. 解明獸的奧祕（ 17:7-14 ）
2. 對第17章的一切予以解釋（ 17:15-18 ）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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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角獸的奧秘告訴你。



獸的奧祕（17:7-14）

第八位：敵基督，他的帝國是前面7個帝國之一，或者最後一個帝國。
十角：十個王，象征性的解釋所有地上列國的權勢。他們跟獸共同參與最末了的戰爭。

17:8 你所看見的獸，先前有、如今沒有，將要從無底坑裏上來，又要歸

於沈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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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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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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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於沈淪。

[NIV] The beast who once was, and now is not, is an eighth king. He 

belongs to the seven and is going to his destruction.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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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 他們同心合意將自己的能力權柄給那獸。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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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獸的奧祕（17:7-14）

米吉多頓之戰：第16章的第6個碗：
16:12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發拉底大河上，河水就

乾了，要給那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眾王預備道路。
16:13   我又看見三個汙穢的靈，好像青蛙，從龍口、

獸口並假先知的口中出來。
16:14   他們本是鬼魔的靈，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

眾王那裏，叫他們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爭戰。
16:15   （看哪！我來像賊一樣。那警醒、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
16:16   那三個鬼魔便叫眾王聚集在一處，希伯來話叫

作哈米吉多頓。

1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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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局：米吉多頓之戰

❑羔羊必得勝

❑羔羊與聖徒一同征戰

❑他們是蒙召的；

❑他們是被揀選的；

❑他們是有忠心的。
米吉多頓之戰：第19章11-21節最後彌賽亞他要騎著白馬出來跟他們征戰：
19:11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19:12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
19:13 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 神之道。
19:14 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
19:15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
19:16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19:17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日頭中，向天空所飛的鳥大聲喊著說:“你們聚集來赴神的大筵席！
19:18可以吃君王與將軍的肉,壯士與馬和騎馬者的肉,並一切自主的,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19:19 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們的眾軍都聚集，要與騎白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
19:20 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

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地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



對於第17章的一切予以解釋（17:15-18）

眾水：大淫婦所統治的地上的百姓

十角與獸必恨這淫婦
❑ 十角和獸就是邪惡的勢力、魔鬼撒旦的勢力；

❑ 淫婦是地上的政權以及他們所統治的百姓，就是地上的居民，他們拜獸和
獸的像，他們額上有獸的印記；他們是十角和獸的跟隨者。

❑ 魔鬼撒旦和他們邪惡的勢力恨惡追隨崇拜他們的人，就是地上的政權、地
上的居民，這些額上有獸的印記的人

撒旦、邪靈怎樣來對待他們的跟隨者：
❑ 使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將她燒盡
❑ 冷落赤身：背景：以西結書第23章。赤裸是跟羞恥連在一起。完全的赤身

裸體是完全的羞恥。所以魔鬼撒旦要讓這個淫婦完全的被羞辱，受恥辱。

那女人：大淫婦，巴比倫大城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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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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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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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

神絕對的主權
❑ 是神把權柄給獸，好叫神的話

都能夠應驗；
❑ 神使用魔鬼撒旦的邪惡，來加

在他們自己的身上：以一報還
一報的原則，以魔鬼撒旦的惡
回報在這些它們的跟隨者身上
——所以是以惡加在這些做惡
的人身上。



第18章：挽歌哀悼巴比倫的毀滅

段落結構：

1. 引言：天使報信（18:1-8）

2. 節就是這三首挽歌（18:9-19）

3. 轉折：向天上呼召歡慶（18:20）

4. 巴比倫完全的消滅（18:21-24）

三首挽歌是從三個角度：

1. 第一組是君王

2. 第二組是客商

3. 第三組是船主

三首挽歌的背景：

❑ 基於羅馬帝國在喪禮上唱的挽歌

❑ 根據舊約先知書裏面先知為神的審判

臨到列邦所唱的毀滅的詩歌

挽歌的內容：為巴比倫成的傾倒，哀

痛羅馬將要變成荒蕪之地，曠野之地。

挽歌的重點：強調神的審判。



天使的報信（18:1-8）

18:1 此後,我看見另有一位有大權柄的天

使從天降下，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

18:2 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

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

樣汙穢之靈的巢穴（或作牢獄），

並各樣汙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

18:3 因為列國都被她邪淫大怒的酒傾倒

了。地上的君王與她行淫，地上的

客商因她奢華太過就發了財。”

背景

❑以賽亞書13:20-22

巴比倫受審判的原因（18:3）

❑巴比倫的淫亂

❑巴比倫的財富

18:4 我又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我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出來，免得與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災殃；

18:5 因她的罪惡滔天，她的不義，神已經想起來了。

對神百姓的警告（18:4）

❑ 背景：耶穌在橄欖山上的講論

巴比倫受審判的時候到了（18:5）

❑神回應第6章的第5印中的殉道者的呼求，殉道者呼求神伸冤的時候，神要

他們忍耐等候。那麼現在時候到了，罪已經達到盈滿的程度



天使的報信（18:1-8）

18:6 她怎樣待人，也要怎樣待她，按她

所行的加倍地報應她，用她調酒的

杯加倍地調給她喝。

18:7 她怎樣榮耀自己，怎樣奢華，也當

叫她照樣痛苦悲哀，因她心裏說：

‘我坐了皇後的位，並不是寡婦，

決不至於悲哀。’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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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報還一報”的律（18:6-7a）

❑照她所行的，她怎樣待人，也要怎樣待她；並且要

加倍的報應她；

❑為什麼說按照她的榮耀跟奢華，照樣把痛苦跟悲哀

加給她？奢華和榮耀是以別人的痛苦和悲哀為代價

結論（18:7b-8）

❑巴比倫的驕傲與結局

❑ 我坐了皇後的位：比喻性的表達巴比倫的驕傲。

❑ 寡婦是指向貧窮

❑神大有能力



挽歌之一 挽歌之二 挽歌之三

18:9 地上的君王，

素來與她行淫，一
同奢華的，看見燒
她的煙，就必為她
哭泣哀號。
18:10 因怕她的痛苦，

就遠遠地站著說：
哀哉！哀哉！巴比
倫大城，堅固的城
啊！一時之間你的
刑罰就來到了。

18:11 地上的客商也都為她哭泣悲哀，因為沒有人再買他們的貨物了；
18:12 這貨物就是金、銀、寶石、珍珠、細麻布、紫色料、綢子、朱紅色料、

各樣香木、各樣象牙的器皿，各樣極寶貴的木頭和銅、鐵、漢白玉的器皿，
18:13 並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細面、麥子、牛、羊、
車、馬和奴仆、人口。18:14 巴比倫哪，你所貪愛的果子離開了你！你一切
的珍饈美味和華美的物件也從你中間毀滅，決不能再見了！
18:15 販賣這些貨物、藉著她發了財的客商，因怕她的痛苦，就遠遠地站著
哭泣悲哀，說：
18:16 ‘哀哉！哀哉！這大城啊！素常穿著細麻、紫色、朱紅色的衣服，又用
金子、寶石和珍珠為妝飾.

18:17a 一時之間，這麼大的富厚就歸於無有了。’

18:17b 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

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
为业的，都远远地站著，
18:18 看见烧她的烟，就喊著
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
18:19 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

哭泣悲哀，喊著说：‘哀哉！
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
海中的，都因她的珍宝成了
富足，她在一时之间就成了
荒场！

18:12-14列出29項（以西結書27:12-24）

❑ 第1類：貴重的金屬跟玉石

❑ 第3類：貴重的布料，細麻布，紫色料

❑ 第3類：裝飾品跟首飾

❑ 第4類：香料：肉桂，有豆蔻、香料、香膏、乳香

❑ 第5類：食物，酒、麥、面

❑ 第6類：牛羊車馬跟奴仆人口

三首喪禮的挽歌（18:9-19）

三首挽歌的背景：以西結書第26-28章，是先知以西結為推羅所唱的挽歌，就語言表達，主要是根據以西結書第27章



向天上發出歡慶的呼召（18:20）

18:20天哪，眾聖徒、眾使徒、眾先知啊！

你們都要因她歡喜，因為神已經在

她身上伸了你們的冤!’”

眾聖徒、眾使徒、眾先知：

❑ 已經在榮耀中的教會

歡慶的原因：

❑ 巴比倫大城已經毀滅而歡呼，因為神已

經在巴比倫大城的身上替神的百姓伸冤，

這是神回答他們咒詛的禱告（6:9-11）。



巴比倫的毀滅之完成（18:21-24）

18:21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

好像大磨石，扔在海裏，說：“巴

比倫大城也必這樣猛力地被扔下去，

決不能再見了！

18:22 彈琴、作樂、吹笛、吹號的聲音，

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各行手藝

人，在你中間決不能再遇見。推磨

的聲音，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

啟示錄三次出現的大力的天使：

❑拿著大書卷（5:2）

❑拿著小書卷（10:1）

❑宣告巴比倫的傾覆（18:21）

完全的安靜（18:22-23a）

18:23 燈光在你中間決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婦的聲音，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你的客商原來是地上的尊貴人，

萬國也被你的邪術迷惑了。

18:24 先知和聖徒並地上一切被殺之人的血，都在這城裏看見了。”

審判的原因（18:23b-24）

❑ 巴比倫的客商：商業貿易帶來的奢華

❑ 巴比倫的欺騙：普世的欺騙

❑ 殉道者的血：舊約的先知、歷世歷代的聖徒、所有

一切被殺的神的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