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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窩福福堂堂查查經經團團契契  
第三十六課：大淫婦與怪獸(1) 

(啟示錄十七：1-6) 
查經前討論 

誰是啟示錄十七章的大淫婦？ 
有人說她是羅馬天主教？ 
有人說她是代表羅馬大帝國？ 
有人說她是世界末日時出現的一個淫亂的國家，就好像昔日的羅馬大帝國一樣。 
你的看法是什麼？ 

 

（一） 序幕：-(v.1-2) 

1. 在十七章的序幕中，天使邀請約翰去看一個異象，這是一個什麼異象？ 

 大淫婦坐在眾水上  

（a） 約翰怎樣形容這個大淫婦？（v.1-2) 

（i) 她是坐在那兒？ 眾水上            

（ii) 誰與她行淫？  地上的君王           

（iii) 她對地上的人有何影響？ 喝醉了她淫亂的酒       

（b） 究竟這大淫婦是誰？以下是一些釋經家有這樣的猜度 

◆ 羅馬所敬奉的女神 Roma，在 Vespasian 時代，羅馬所印製的銀幣上刻
有 Roma 女神，坐在羅馬的七山上，手握著一把劍。 

◆ 埃及妖后 Cleopatra (Caird 1966) 

◆ Messalina (Bruns 1964) 

◆ 羅馬天主教 

◆ 羅馬大帝國 

你以為上述那一個說法比較可信？為什麼？ 

沒有一個，這大淫婦既指舊約的巴比倫，也是指當時的羅馬，更是預表將來像羅馬大帝
國的一個敵基督。  

2. 約翰稱這淫婦是坐在眾水之上？什麼是眾水之上？ 

 各國各民各族，全世界的人  

（a） 參看耶利米書五十一：13，這住在眾水之上的是指什麼？ 

巴比倫  

（b） 我們再看啟示錄十七：15，究竟所謂「眾水」是指什麼？ 

萬國、萬民、萬族，看「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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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巴比倫是在眾水之上，這巴比倫也代表約翰時代的羅馬大帝國，亦可代表末世時
代一個像羅馬大帝國的淫亂國家，而眾水乃代表來自「多民、多國、多方、多人」，指

這「淫婦」是控制著多民、多國、多方及多人。) 

3. 約翰又告訴我們，地上的君王與這大淫婦行淫；這是什麼意思？ 

參看註  

（a） 地方的君王是指誰？（參看啟示錄十八：3，9） 

參看註  

（b） 「行淫」又象徵些什麼？(參看以賽亞書廿三：17) 

參看註  

(註：地上的君王與大淫婦行淫，這大淫婦就是舊約的巴比倫，新約的羅馬帝國，末日
的「淫亂之國」，而行淫是指宗教，商業及道德上的相交，淫亂及交集。) 

4. 在 v.2 所提到「淫亂的酒」又是指什麼？（參看耶利米書五十一：7，以賽亞書五十一：
17） 

參看註  

（a） 酒的功能是什麼？人喝醉了會怎樣？ 

參看註  

（b） 換言之，這「大淫婦」對地上的人有何影響力？ 

參看註  

(註：酒叫人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就活在失控之情況上，特別是在情慾上更是失去自
制的能力。) 

 

（二） 大淫婦的本相：-（十七：3-6a) 

1. 這事發生在什麼地方？  

曠野                    

（a） 曠野是什麼意思？在馬太福音四章，聖靈帶領誰去到曠野的地方？在那裏又發
生了什麼事？ 

引誘之地  

（b） 我們再參考以賽亞書廿一：1-10，你又發覺「曠野」是象徵什麼？ 

有仇敵從曠野而來  

2. 約翰在曠野裏看到一個什麼異象？ 

有女人坐在朱紅色的獸上                

（a） 這個女人是誰？ 她與 v.1-2 所提到的大淫婦有關嗎？ 



蘇穎睿牧師-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啟示錄第 36 課 (大淫婦與怪獸(1))_答案  第3頁，共6頁 

即是一樣  

（b） 她是騎著什麼？ 

朱紅色的獸                                                                      

（c） 「朱紅色」是代表什麼？ 

參看註  

（註：在羅馬，朱紅色是象徵豪華、奢侈、富貴、奢華。） 

（d） 這獸是誰？（參看十三章，及十七：5） 

參看註  

（註：這獸是巴比倫的政治領袖，而大淫婦是大巴比倫的宗教領袖） 

（e） 這大淫婦與獸有何關係？「騎著」是什麼意思？ 

參看註  

（註：「騎」＝駑駕著，控制著，一如 Roma 女神控制著羅馬帝國的政治，這大淫婦（一
個宗教領袖），亦會駑駕這個巴比倫國的政治領袖（獸）。） 

3. 約翰又怎樣形容這獸？ 

七頭十角                   

（a） 牠有多少個頭，多少個角？  

七，十  

（b） 頭和角是象徵些什麼？（參看十七：9-14） 

七頭＝七座山＝七位王；十角＝十王  

（c） 為什麼這獸遍體都有褻瀆的名字？(參看十三：8；14-15) 

參看註  

（註：褻瀆＝褻瀆神的聖名，這獸是有意擺明車馬；牠就是世上的王。） 

4. 約翰又怎樣形容這個婦人呢？ 

穿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                

（a） 她穿的是什麼？這象徵些什麼？（參看十八：14-16） 

參看註  

（註：她的生活是窮奢極侈，腐敗不堪。） 

（b） 她的裝飾又如何？(再參考十八：14-16) 

金銀珠寶  

（c） 她手中又拿著什麼？（參看耶利米書五十一：7）這又是象徵些什麼？ 

金杯，內有污穢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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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昔日的巴比倫，當時的羅馬及日後的大淫婦都是一樣，她的荒淫，奢華把整個世
界都迷惑過來，他們的淫亂，道德，都是神可憎之物。） 

（d） 她的額上寫了些什麼？ 

參看註  

（註：在羅馬，所有妓女在她們的額上都印有她們的名字。此外，在昔日，父母把兒女
的名字寫在他們額上，也表示父母對他們的期望，在啟示錄，獸額上有其名，神的子民
額上也有名號，這給我們一個極大的對比，淫婦額上有名，基督新婦（教會）額上也有
名，但此名不同彼名，其結局也完全不一樣。） 

（e） 為什麼獸被稱為「世上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親」呢？這是什麼意思？ 

參看註  

（註：「母親」的意思是指大淫婦巴比倫對這個世界影響深遠，她的淫亂，污穢和不虔
的態度和行為，簡直是影響了整個世界。） 

5. 這大淫婦喝的是什麼？這又有何後果？ 

參看註                    

（註：聖徒之血，殉道者之血是指他們大事殺戮神的子女，逼迫他們，殺害他們，就好像飲
他們的血一樣，這殘酷的行為叫他們失去人性，完全不能自控，好像喝醉了一樣。） 

6. 總括來說，我們可以作以下的結論 

（a） 巴比倫是指三方面 

◆ 舊約的巴比倫大帝國 

◆ 新約的羅馬大帝國 

◆ 末日時有像巴比倫及羅馬一樣的帝國出現 

（b） 大淫婦是指在「巴比倫城」掌握宗教權力的勢力，她的生活是窮奢極侈，淫亂
不堪。 

（c） 獸是指「巴比倫城」的政治勢力，牠統管七頭十角，但牠卻受制於大淫婦。 

（d） 他們對信徒極之憎恨，與神敵對，他們四大問題如後 

◆ 拜偶像(idolatry) 

◆ 淫亂(immorality) 

◆ 奢華(luxury)  

◆ 逼害(persecution)  

昔日的巴比倫如是，當時的羅馬也是如是，將來的大巴比倫也是一樣！ 

 

（三） 天使的釋義：-（v.6b-14) 

(A) 約翰的疑惑（v.6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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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約翰看到這大淫婦的異象時，他有何反應？ 

大大希奇                   

（a） 「希奇」是什麼意思？（參看馬可福音五：20；馬太福音十五：31） 

參看註  

(註：希奇一字 thauma 是驚訝，困惑的意思，當約翰看到大淫婦的異象，他大大驚訝，
困惑，因為這完全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b） 為什麼約翰有如此的反應？(留意在十七：1，他期望是看到什麼？但他所看
到的與他所期望的是否吻合？) 

因與七：1 所說的不一樣，這大淫婦好像很威風，一點受罰之處也看不到  

2.  天使看到約翰如此反應，他決定了些什麼？ 

向約翰講解                   

(a) 什麼是「奧秘」？ 

參看註  

(註：奧秘 musterion 是從前隱藏，現在要啟示出來，這就是奧秘的意思了。) 

(b) 這是有關誰的奧秘？ 

                                                                      

(Ｂ) 獸的涵義（v.8） 

1. 天使如何形容這獸？ 

先前有，如今沒有，將來從無底坑上來。            

(a) 「先前有」「如今沒有」「將要從無底坑裏上來，又要歸於沉淪」是什麼意思？
(參看十三：3，12，14) 

參看註  

(註：很明顯，這是指 Nero redivivus 的神話故事，相傳尼祿王復活，這就好像敵基督

復活一樣，先前有＝指這獸在先前是存在；「如今沒有」＝獸的死亡，就如耶穌基督死
亡一樣，（十三：3-4）後來又復活了(從無底坑上來)，迷惑眾人，當正是世上的王，但
最後還是歸於沉淪。) 

(b) 我們試比較這獸(敵基督)與基督，他們有什麼相同/不同的地方。 

一：18 十七：8 

基督 敵基督 

◆ 我是那存活的 ◆ 先前有 

◆ 我曾死過 ◆ 現在沒有 

◆ 現在又活了 ◆ 將要從無底坑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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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活到永永遠遠 ◆ 又要歸於沉淪 

所以稱為敵/假基督正是此因  

(c) 當那些不信主的人，見到這獸時，他們有何反應？ 

大希奇  

(d) 「從無底坑上來」這一句話在啟示錄出現至少三次 

◆ 十一：7  獸從無底坑上來，打死兩個見證人。 

◆ 十三：1 獸從水上來，組成一個假的三位一體，並與龍一同作戰。 

◆ 十七：8-11 這「升上來」還未實現，這是將要來的事。 

從以上種種跡象來看，你以為「從無底坑上來」是什麼意思呢？ 

統領世界，迷惑眾人               

2. 據 v.8，世上有兩種人，是那兩種？ 

生命冊上有名，生命冊上無名               

（a） 生命冊是什麼？名字若沒有記在生命冊上是什麼意思？ 

得救之名單  

（b） 我們怎樣可以保障我們的名字是在生命冊上呢？ 

口裏承認，心裏相信  

3. 那些不信的人，見到這個「敵基督」時，他們有何反應？ 

希奇                    

                     

 

（下次再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