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示錄新解第十三章
1. 人類文明的最後七年是上帝給七魔的告別舞台，因謝幕後七魔就被丟入火湖永遠滅絕。當
初上帝分三批封印七魔，未來也將分三批解除封印，讓牠們重返人間。末期前夕，海陸兩獸
先被解封釋出，牠們的主要任務是搶在真基督降臨建立千禧王國之前，演扮假基督與假先知，
建立偽天國以迷惑欺騙世人。鬼魔熟知上帝規定的彌賽亞認證程序，故陸獸假先知須先取得
選民的信任，然後才能下令世人膜拜海獸假基督。
2. 啟 13：1 我又看見一隻獸從海裡上來，有十角七頭，十角上戴著十個皇冠，七頭上有褻瀆
的名號。
解：這隻從海裡上來的獸外貌像極了魔龍，兩者都有七頭十角，差異僅在海獸的十個冠冕是
戴在十角上，魔龍的七個冠冕是戴在七頭上（啟 12：3）
。角象徵權柄，皇冠戴在角上而不是
頭上，表示海獸的階級雖沒紅龍高，但有實權。海獸另一個特徵是全身布滿了褻瀆的名號（啟
17：3）。
3. 啟 13：2 我所看見的獸，樣子好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龍把自己的能力、王
位和大權柄都交給了牠。
解：由於上帝並未讓魔龍於末期魂體合璧，因此牠只能將調度黑暗帝國的兵權全數轉移給海
獸，讓牠代為發號施令，魔龍則退居幕後帷幄運籌。
啟示錄描寫的這隻獸跟但以理書第七章的那四隻獸有些關聯，這隻獸有十角，但以理書的第
四隻獸也有十角，兩者都是從海中上來。但以理的四隻獸分別指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
四大帝國，啟示錄的海獸要建立今世代最後一個帝國，叫「獸國」
（啟 16：10）
，獸國與上述
四大帝國一脈相承，它的特徵涵蓋並超越四大帝國。
3.1 但以理二十歲時為巴比倫王解夢，王夢見一塊巨石從天砸下來，把列國擊碎成粉末，被
風吹得無影無蹤，這塊巨石變成一座遍滿全地的大山。王夢見的巨石就是從天而降的彌賽亞，
大山就是天國。金人像預表人類被逐出伊甸園後，須先經歷梟雄帝國的輪番統治，再進入永
遠的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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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圖示：
「金人像」預言（但 2：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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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金人像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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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天國」名詞釋義
「天國」在地上而非在天上，乃伊甸園的恢復。
「天國」是猶太教的終端教義及專用術語，是
上帝給舊約的應許——死去的聖民復活與活著的聖民一同進入地上的天國永遠生活。先知說：
「天國必不滅亡存到永遠，國權必不歸與別族」（但 2：44）。天國是末日後彌賽亞在地上建
立的新以色列國，由於國君來自天上，故曰天國。猶太人釘死耶穌之後，「永存不滅的天國」
預言已棄置不用，改成只有一千年的「千禧王國」
。進入王國之人是上帝藏匿在東西兩方舟的
人類餘民。
4. 啟 13：3 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致命傷，但那致命傷卻醫好了。全地的人都很驚奇，
跟從那獸。
解：這隻獸從海裡上來，我們叫牠海獸，牠是管轄大海的蛇形墮落天使，別處經文叫牠拉哈
伯、海龍、大魚、海怪、鱷魚，舉數例如下：
*創 1：21 上帝創造了大魚和在水中滋生各種能活動的生物，各從其類。「創造」的另一個意
思是「砍伐」，大魚是海怪。
*詩 74：14 你砸碎了利未亞坦（「利未亞坦」為原文音譯詞，或譯：
「海怪」
〔伯 3：8〕或「鱷
魚」〔伯 41：1〕）的頭，把牠給住在曠野的人做食物。
*詩 104：26 那裡有船隻往來航行，有你所造的大魚，在海裡嬉戲。
「大魚」
《和合本》譯為「鱷
魚」。
*賽 27：1 到那日，亞畏要施用他銳利、巨大和有力的刀，懲罰鱷魚，就是那快行的蛇；懲罰
鱷魚，就是那曲行的蛇；並且要殺海中的大龍。
*賽 51：9 亞畏的膀臂啊，醒來吧！醒來吧！穿上能力吧！像古時的日子，像上古的世代一樣
醒來吧！從前砍碎了拉哈伯，刺透了海龍的，不是你嗎？
*結 32：2「人子啊！你要為埃及王法老作一首哀歌，對他說：「你像列國中的少壯獅子，又
像海中的海怪，你在河中翻騰，用你的爪攪動河水，使江河渾濁。

*啟 17：8 你看見的那獸，先前在、現今不在、將來要從無底坑上來，然後走向滅亡。住在世
上的人，凡是名字在創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看見了那先前在、現今不在、將來還要
出現的獸，就都要驚奇。
自啟蒙運動以來，有段時間主流神學傾向理性、科學、人本，否定超自然現象如天使與鬼魔
等的存在，把靈界鬼魔的名稱翻譯成大家熟知的自然界動物，例如海怪翻成大魚、鱷魚，陸
怪翻成河馬、駝鳥，有些翻成不知名的絕種動物，其實原文是指某種鬼魔。
拉哈伯是埃及的首都，是主宰埃及的海神之名，也用來指稱埃及。以色列被拉哈伯奴役四百
年，末期以色列也被海獸奴役。
5. 啟 13：4 因為龍把權柄交給了獸，大家就拜龍，也拜獸，說：「有誰可以跟這獸相比？有
誰能與牠作戰呢？」
解：龍被上帝箝制，只好把自己的能力權柄下放給左右手海陸兩獸，讓牠們為所欲為三年半。
海獸到人間施行帝國統治，建立「獸國」。
6. 啟 13：5 龍又給了那獸一張說誇大和褻瀆話的嘴巴，也給了牠權柄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
月。
解：所謂褻瀆就是貶抑、不敬，比如說上帝不是全能的、不是至高的、不是創造的主宰等。
鬼魔可以在人面前罵上帝給人聽，但牠不敢當著上帝的面指著上帝罵。最末七年，上帝給獸
胡作非為的權柄，包括褻瀆上帝，這讓上帝有理由滅牠（可 3：29）
。鬼魔犯罪只是被關在無
底坑，但褻瀆上帝就可丟火湖。
7. 啟 13：6 獸就開口向上帝說褻瀆的話，褻瀆祂的名和祂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解：獸對著天堂叫罵，罵上帝、罵天上的天軍及住民（聖徒的霝魂）。
8. 啟 13：7 牠得了允許能跟聖徒作戰，並且能勝過他們；又有權柄給了牠，可以管轄各支派、
各民族、各方言、各邦國。
解：未事先進入避難所的猶太人與新約信徒中仍有不願意拜獸的，獸會逼迫殺害他們，他們
唯有殉道一途。
9. 啟 13：8 所有住在地上的人，名字沒有記在創世以來被殺的羊羔之生命冊上的，都要拜牠。
解：在六六六統治其間，除了被保守在東西兩方舟內、將進入千禧王國的人之外，所有地上
的居民，名字在創世之前沒有登記在羔羊生命冊上的，都要拜獸。上帝預知誰寧死也不願意
拜獸，也知誰會叛教去拜，那被預知的忠貞之士得到保守，是預知，不是預定。
10. 啟 13：10 如果人應該被俘擄，就必被俘擄；如果人應該被刀殺，就必被刀殺。在這裡聖
徒要有忍耐和信心！
解：這句話是在勉勵聖徒在這節骨眼要忍耐和有信心。這裡說的聖徒不是指得勝者，得勝者

不會遇到六六六的逼迫，因為他們在末期中間的三年半時間已被提，而六六六逼迫發生在被
提之後。
11. 啟 13：11 我又看見另一隻獸從地裡上來。牠有兩個角好像羊羔，說話好像龍。
解：陸獸是假先知，牠有兩個角，外形像羊。在撒但教的系統裡，教主常以羊做為象徵的圖
騰，假先知的任務是統合人間宗教，設立單一的撒但崇拜宗教，假先知是這宗教的教主，叫
人去拜假冒上帝的海獸，這時的海獸自稱是天父上帝。人間最後只有一個叫獸國的帝國，只
有一個拜海獸的宗教。
12. 啟 13：12 牠在頭一隻獸面前，行使頭一隻獸的一切權柄。牠使全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
拜那受過致命傷而醫好了的頭一隻獸。
解：龍把權柄轉移給海獸，而陸獸同樣行使海獸的一切權柄。上帝造亞當的前一天先砸碎海
獸的頭並將牠禁錮起來（創 1：21；詩 74：13）
，目前牠還關在無底坑，要到末期才會代替龍
指揮魔軍。
13. 啟 13：13 牠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從天上降在地上。
解：陸獸的形象如羊，牠假冒基督四處傳教，目的是使人拜海獸，但世界宗教如是之多，世
人如何相信海獸且願意歸順牠？陸獸用的法子就是行神蹟。太 24：24 因為必有假基督和假先
知出現，顯大神蹟和奇事；如果可以的話，他們連選民也要迷惑。馬太沒說假先知顯什麼大
神蹟，啟示錄這節說明假先知行的神蹟是叫火從天降在地上。
13.1 末期之初，陸獸假先知會在新落成的第三聖殿祭壇前露一手火從天降的驚人神蹟以取信
於人。陸獸此舉正是循著彌賽亞的標準認證程序，為要向猶太人證明自己是預言中的先知以
利亞，而眾人看見陸獸施展以利亞的火從天降獨門絕技，便對陸獸深信不疑。接著再由陸獸
介紹海獸假基督出場，接受天下人膜拜。陸獸完全照著猶太人熟悉的彌賽亞認證程序來迷惑
選民，留在聖地境內的選民一個也難逃牠的魔掌。
13.2 陸獸的火從天降神蹟要發生在聖殿外院的祭壇上，而聖殿與祭壇在西元七十年已被羅馬
軍隊徹底焚毀拆除，應驗了耶穌對聖殿下的咒詛「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一塊石頭上而不被拆
毀」（太 24：2）。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復國，人類歷史正式步入末世，觀察焦點要擺在聖殿何
時重建。幾可確定，聖殿與祭壇落成啟用之際，時代巨輪正式滾入末期。眼下首要關注的是
聖殿重建的進度，如此就能約略掌握末期之遠近。而聖殿與祭壇近年都陸續舉行過動土典禮，
相信離正式興建的日子不遠矣！
火從天降
13.3 「火從天降」的重要性
會幕與聖殿獻祭的火不是凡火，是從天降下的火，也就是說聖殿要啟用，第一把火一定是要
從天降下來。利 9：24–10：2 有火從亞畏面前出來，在壇上燒盡燔祭和脂油；眾民一見，
就都歡呼，俯伏在地。亞倫的兒子拿答、亞比戶各拿自己的香爐，盛上火，加上香，在亞畏
面前獻上凡火，是亞畏沒有吩咐他們的，就有火從亞畏面前出來，把他們燒滅，他們就死在

亞畏面前。代上 21：26 大衛在那裡為亞畏築了一座壇，獻燔祭和平安祭，求告亞畏。亞畏就
應允他，使火從天降在燔祭壇上。
13.4 「火從天降」的功用
「火從天降」這個神蹟有兩個功用：一是確立施行者具備以利亞的身分。舊約先知以利亞在
迦密山上大戰亞哈王的眾巴力時，曾施行「火從天降燃燒祭壇」的神蹟（王上十八）
，從此「火
從天降」成了以利亞的招牌。陸獸在耶路撒冷新落成的聖殿外院同樣也泡製了一齣「火從天
降燃燒祭壇」的神蹟，猶太人受迷惑，便相信牠是以利亞降臨。再者，根據舊約，彌賽亞出
現的 SOP 是以利亞要先登場，瑪 4：5 看哪！在亞畏大而可畏的日子來到以先，我必差派以利
亞先知到你們那裡去。上帝安排的次序是以利亞為彌賽亞背書，既然陸獸是以利亞，由牠推
舉的受過致命傷卻沒死的海獸便是彌賽亞。簡言之，陸獸展現天火降臨的神蹟使以色列人相
信海獸是他們等候的彌賽亞。太 11：14 如果你們肯接受，約翰就是那要來的以利亞。耶穌言
外之意是祂就是那要來的彌賽亞。不過，施洗約翰沒有施行火從天降的神蹟，猶太人也沒相
信耶穌是彌賽亞。
13.5 但 9：27 一七之內，他必和許多人堅立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獻祭和供物終止；他必
在殿裡（「殿裡」原文作「翼上」）
；設立那使地荒涼的可憎的像（「可憎的像」原文是複數），
直到指定的結局傾倒在那造成荒涼的人身上。」敵基督是末七的主角，所以敵基督出現就是
末七開始，這是用倒推法解經。
「他必使獻祭和供物終止」表示先有獻祭，而獻祭要在聖殿裡
進行，故聖殿要先建好，有天火降臨才獻祭。以此推論，聖殿建立是末七之始。末七之前三
年半裡有獻祭。聖經沒有「兩獸出現、聖殿重建是末七之始」的字句，這是反推回去的解經。
14. 啟 13：14 牠得了能力，在頭一隻獸面前能行奇事，迷惑了住在地上的人，吩咐住在地上
的人，要為那受過刀傷而還活著的獸做個像。13：15 又有能力賜給牠，可以把氣息給獸像，
使獸像能夠說話，並且能夠殺害那些不拜獸像的人。
解：這裡不是為獸造偶像，是獸穿回自己原來的基路伯身體，擁有體的鬼魔就能跟人說話。
請參看《黑潮方舟》第十八章七魔再現。
15. 啟 13：16 那從地裡上來的獸，又要所有的人，無論大小貧富，自由的和做奴隸的，都在
右手或額上，給自己做個記號。13：17 這記號就是獸的名字或獸名的數字，除了那有記號的，
誰也不能買，誰也不能賣。
解：獸以控制經濟、控制肚皮來達到控制人類的目的。拜獸就蓋獸印，有獸印才能買賣商品，
人才能生存。獸印是什麼？二千年前的約翰不懂現代科技，他用獸名的數字六六六來記載。
有人說獸印是植入的晶片，有人認為是以條碼取代身分證，人臉辨識科技出現後，機器能在
不被個體察覺的情況下進行身分確認或身分查找，不論當前哪種說法最具說服力，可以肯定
的是一定會被新科技取代。啟示錄解經常有革命性的改變，時間愈近會愈正確。
編者揣測，獸的國近似極權統治的警察國家，以超高科技嚴密控制生活的方方面面，獸印不
僅控制人的思想，甚至把人改造成生化人，使人完全服從獸，拜獸，並跟獸一樣褻瀆上帝。
失去人本質的生化人，已不可謂之人，不然上帝為何不給他們的亡魂有機會接受福音，而是

直接下火湖焚毀？再者，被收割扔在上帝壓酒池裡的葡萄，流出的血有三百公里之遙（啟 14：
17–20）
，可見上帝一點也不顧惜他們的性命。末日聚集在米吉多與上帝作戰的多國聯軍，很
可能也是由生化人組成。
16. 啟 13：18 在這裡要有智慧。有悟性的人，就讓他計算獸的數字，因為這是人的數字，它
的數字是六百六十六。
解：人的數字是指人類社會使用的計算模式。阿拉伯數字發明之前，人類是以字母代表一個
數字，名字的所有字母能合計出數目來。獸印上是獸名，其字母合計出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
17. 請問接受獸印 是否就會失去救恩？還是要加上拜獸像才會失去救恩？
答：拜獸像才領獸印，拜獸與蓋獸印幾乎同時完成，所以說拜獸的人會失去救恩，結局是先
下陰間，白色大寶座審判時再拋火湖永滅。
18. 以色列的末日光景
聖經對以色列未來的命運有兩套極為不同的預言，一是末日後以色列進入永永遠遠的天國，
一是末日之前以色列要經歷幾近滅族的刑罰，然後才是千禧王國的建立。但以理二十歲時得
到的預言是第一套，接近九十歲時，天使長加百列帶來「七十個七年」的末日啟示，屬第二
套。這兩套預言天差地別，關鍵出在猶太人有沒有把受膏君耶穌送上十字架，如果沒有釘死
耶穌，以色列的命運就照原定的第一套計畫進行。若六十九個七年完，受膏君被剪除，第二
套計畫就取代第一套計畫，那麼最後一個七年將有可憎的獸來施行毀滅，使聖地荒涼。猶太
人只挑預言中順耳的部分聽，對逆耳忠言置之不理，西元三十三年鑄下永遠無可挽回的錯誤。
十字架是一體的兩面，有得也有失，它讓本來與上帝聖約無分的外邦人平白撿到天上掉下來
的禮物，同時也讓原本與上帝聖約有分的猶太人被削去聖民的爵位，連帶聖地、聖城、聖殿
的名分也一併被摘除。茲就聖經中先知的預言與律法的角度來看以色列的末日光景。
18.1 從先知的預言看
18.1.1 先知預言以色列不信靠亞畏上帝，要仆倒跌碎。賽 28：16 亞畏這樣說：「看哪！我在
錫安放置一塊石頭，是試驗過的石頭，是穩固的基石，寶貴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著急。
賽 8：13–15 你們要尊萬軍之亞畏為聖，祂是你們當怕的，也是你們當畏懼的。祂必向信靠
祂的人做聖所，卻向以色列兩家做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又向耶路撒冷的居民做陷阱和
網羅。許多人必在其上絆跌、仆倒、跌碎，並且陷入網羅被捉住。來到人間與人同住取名叫
以馬內利的是耶穌基督，凡尊以馬內利的上帝為聖、信靠祂名的人，上帝就做他們的住所、
基石和房角石；但是，那塊擺在錫安的磐石卻是跌碎以色列全家的絆腳石。
「以色列兩家」包
含北邊以法蓮十支派和南邊猶大兩支派，就是指以色列全民族。以色列全家不信祂，上帝令
他們仆倒跌碎。
18.1.2 末日以色列若不悔改，上帝要完全毀滅這地。瑪 4：5、6 看哪！在亞畏大而可畏的日
子來到以先，我必差派以利亞先知到你們那裡去。他要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
父親，免得我來擊打這地，以至完全毀滅。「大而可畏的日子」是專有名詞，一說「大日」，

基督教稱之為世界末日，猶太教與伊斯蘭教稱之為審判日。
「心轉向」是指悔改。末日彌賽亞
降臨以前，上帝會先差遣以利亞做開路先鋒，以利亞來，勸大家悔改，若是不聽，上帝就要
來擊打這地，以至全然毀滅。
瑪拉基的預言有弦外之音！他可不是說彌賽亞被棄絕時，上帝才發怒將聖地夷為平地。他是
說只要以利亞被棄絕，聖地就會被咒詛擊打以致全然毀滅。這是因為以利亞被棄絕時，以利
亞所引薦的彌賽亞自然也被棄絕。基督二千年前現身時，施洗約翰擔任先鋒，當施洗約翰被
捕下監時，耶穌便預告自己將不久人世，並於受難前下達「以色列家要成為荒場」、「聖殿要
徹底被拆毀」的咒詛報應（太 23：38，24：2）
。瑪拉基的預言和以賽亞封印的信息完全一致：
基督將成為以色列家的絆腳石頭（賽 8：14、15）
，棄絕基督的下場是聖地境內的百姓全都死
絕（賽 6：12、13）。基督極可能於二十一世紀再臨，有兩位先知見證人擔任前鋒。同樣地，
當兩獸在聖地殺死見證人時，全地居民將額手稱慶；世人選擇棄絕以利亞時，必致哈米吉多
頓，全地遭滅絕。
18.1.3 上帝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之前，以色列要被打成粉碎。但 12：7 我聽見那身穿細麻衣
站在河水以上的人，向天舉起左右手，指著活到永遠的亞畏起誓，說：
「要經過一載、二載、
半載，在他們完全粉碎聖民的勢力的時候，這一切事就都要完成。」天使指著上帝起誓說，
最後的三年半（一載、二載、半載）
，兩獸（他們）要來完全粉碎以色列的勢力。以色列完全
死絕的時刻正是「七十個七年」預言完成的時刻。
18.1.4 末日，以色列全被剪除，只剩西奈山有少數餘民。以賽亞預言末日全世界的人幾乎死
光光，賽 24：6 因此，大地被咒詛吞滅，地上的居民要承擔懲罰。因此，地上的居民被焚燒，
剩下的人很少。賽 24：13 地上的萬民（原文是萬族），都像搖過的橄欖樹，又像被摘取完了
的葡萄樹，剩下無幾。末日，世界只剩東方一座島（指臺灣）
、西方一座山（指西奈山）還藏
匿著少數餘民。賽 24：14、15 剩餘的人必高聲歡呼，在西邊的，要宣揚亞畏的威嚴。在東方
那邊的，要榮耀亞畏，要在沿海的眾島上，榮耀亞畏以色列上帝的名。
「宣揚」的原文是尖聲
哭叫，
「亞畏的威嚴」意謂亞畏的顯現，表示躲在西奈山的以色列餘民驚恐哭號，求上帝快顯
現救援。躲在東方海島地極處的餘民高聲歡唱亞畏的聖名。太 24：22 如果那些日子不減少，
沒有一個人可以存活；但是為了選民，那些日子必會減少。如果耶穌再不出手縮短兩獸肆虐
的期限，以色列就要亡國亡種了；以賽亞預言，末日以色列只剩下躲藏在西奈山上那一小撮
人而已，其餘都被剪除。
18.1.5 耶穌降臨之前，上帝把以色列交給魔鬼踐踏。啟示錄說上帝給魔鬼七年的時間打造獸
的國，獸的國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啟 16：10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獸的座位上，獸的國就黑暗
了，人因為痛苦就咬自己的舌頭。以色列人認兩獸作父，整個民族被兩獸蹂躪幾至滅種，耶
穌在緊要關頭降臨，拯救屈指可數的剩餘之民。
18.1.6 硬頸項的以色列民族直到那日親眼看見被釘的耶穌從天降臨，才承認耶穌是彌賽亞，
聖霝澆灌下來，他們才悔改。亞 12：10、11 我必把那恩慈與懇求的霝傾注在大衛家和耶路撒
冷居民的身上。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刺的；他們要為祂哀哭，好像喪獨生子；他們必

為祂悲痛，好像喪長子。到那日，耶路撒冷必有極大的哀哭，像在米吉多平原的哈達臨門的
哀哭一樣。
18.2 從律法的角度看
摩西律法規定，若有無辜義人被殺，血玷污聖地，就要用凶手的血遮蓋（贖）那地，否則地
無法恢復潔淨（民 35：33）
。當年高喊釘死耶穌的猶太人說：
「流這人的血的罪歸到我們與我
們的子孫身上。」（太 27：25）如果只說歸到他們自己身上，那麼西元七十年提多元帥橫掃
以色列時這個罪就赦了。二千年來以色列的子孫在世界各地遭受逼迫，都不是發生在耶路撒
冷。二戰期間希特勒殺了六百萬猶太人，也不是發生在耶路撒冷。耶穌無辜的血是滴在耶路
撒冷，所以當年的猶太人的子孫一定要回去伏法。
但以理年老時求問上帝聖民與聖城的命運如何，上帝派了加百列天使長帶來關乎世界末日「七
十個七年」的預言。預言開宗明義道出上帝定這計畫的目的是為了「結束過犯、終止罪惡、
遮蓋罪孽、引進永義」（但 9：24）。到底以色列有什麼罪惡須要終結遮蓋才能引進永義呢？
就是第六十九個七年釘死基督這項逆天大罪。
上帝召聚猶太人從海外四方回歸聖地於一九四八年復國，目的是要把他們集中起來方便借兩
獸之手報基督被殺的血仇，律法規定凶手須在命案原地伏法才能解除那地的咒詛。目前有八
百萬猶太人住在以色列，另有七百萬散居世界各地，陸陸續續一定會有很多運動把世界各地
的猶太人招聚回去贖罪。最後的三年半猶太民族要被兩獸徹底粉碎剪除，讓凶手子孫的血遮
蓋耶穌受難的聖地，才能開啟新世界的公義國度，七雷禁止約翰發出的預言就是這個駭人訊
息。上帝在西奈山上說祂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個不向巴力屈膝親嘴的人（王上 19：
18）
，二千九百年來這句話還沒應驗過，末後的日子上帝可能真的只挑了七千個不拜獸的猶太
人留在西奈方舟。
綜上所述，奉勸華人信徒勿盲從投入聖地回傳運動或尋根事工，除非有特別的呼召才可前往
中亞、中東，否則宜避居遠東地極處。至今冥頑不靈的以色列，必須為剪除受膏君付出極慘
痛的代價，現在去規勸他們悔改是違背預言的做法。況且，提前回歸耶路撒冷，迎接到的將
是假基督和假的天國，不就等於去送死？得勝教會被提後，七碗大災難全數針對以色列發盡，
正是刑罰的最高峰，若真想為以色列效力，真想回歸耶路撒冷，那就爭取得勝被提進入白馬
軍團，末日跟著基督一起降臨，解救躲藏在西奈山上的以色列餘民吧！
8.3 這些年來雖然有猶太人來信耶穌，但信的人中只有一半肯接受基督是「道成肉身」
，另一
半認為耶穌是「肉身成道」，而相信道成肉身的猶太人中，幾乎無人相信「因信稱義」，因他
們認為「信心＋律法＝得救」
。要猶太人放棄律法接受因信稱義，等同要他們放棄以色列人的
名分。這些來信耶穌的猶太人無法拋開律法的軛，他們不信還好，信了反倒混亂了新約的真
理，其中不少猶太信徒當了牧師，對十字架因信稱義拆毀最力的正是這批人。當前在特會中
講道的猶太牧者全部都在鼓吹守猶太節期，視新約教會如同猶太教所生，強調猶太教與基督
教同枝連氣血脈相連，要信徒回歸尋根。這種教法非常危險，無法避免將舊酵摻進新團裡。
新約教會是根連於基督，不是根連於猶太教。

8.4「彌賽亞猶太信徒聯盟」
，或稱「彌賽亞猶太教」
，自認是信耶穌的猶太教徒，從不自稱是
基督徒，他們認為基督教是保羅在安提阿設立的，拒絕保羅書信的教導。詭異的是，他們不
喜歡基督教卻老愛到基督教會站講臺，因為他們企圖扳正被保羅帶歪的基督教，想把迷途羔
羊帶回摩西律法的正軌上。這就是大家今天常看到的「回歸耶路撒冷」、「對齊以色列」、「聯
結猶太教」一堆口號的來源。許多熱心西進的傳道人，已不自覺地掉入魔鬼的陷阱裡，把信
徒一股腦兒往所多瑪火坑推，早變成十字架的仇敵了。
19. 「末期七年」舞台上的主要演員
出現時間
兩隻大魔獸
黑暗基路伯

啟示錄

註

解

陸獸假冒以利亞，行火從天降神蹟，帶來末期前半大迷惑。
末期前夕
第十三章
海獸假冒彌賽亞，行六六六極權統治，帶來末期後半大災難。
無底坑釋出

兩個巴比倫
人類政教帝國

末期
前三年半

第十七章 宗教大廟妓梵蒂岡，以其為首的聯合宗教是末世巴別塔。
第十八章 軍政大淫婦美國，其掌控的聯合國是末世巴別城。

兩位見證人
兩先知或團隊

末期
前三年半

第十一章

上帝推上舞台的兩位行「令人痛苦（惡）權柄」的先知。
在耶路撒冷對抗兩獸，於末期之半被殺，而後復活被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