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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三课第廿三课 迷惑人的撒但与六六六迷惑人的撒但与六六六
启十三11-18

我又看见另有 个兽从地中上来11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

有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

牠在头 个兽面前 施行头 个兽所有的权柄12 牠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

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个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13 又行大奇事，

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14 牠因赐给牠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

「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

第廿三课第廿三课 迷惑人的撒但与六六六迷惑人的撒但与六六六

15 又有权柄赐给牠，
启十三11-18

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16 牠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17 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除 那 印 、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18 在这里有智慧：8 在这里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

第廿三课第廿三课 迷惑人的撒但与六六六迷惑人的撒但与六六六

六六六 ─ 吸走了古今中外多少解撒但学，

撒但的定位是那一个个人？

启示录 十二、十三章 ─ 基督死里埋葬、复活升天，

天使把撒但打下来、撒但变成海兽、然后变成地兽，

无非是基督死里埋葬复活以后无非是基督死里埋葬复活以后、

跟第二次再来，这一段时间，

牠仿照三位一体的神来迷惑人牠仿照三位 体的神来迷惑人，

甚至挂个六六六。

来思想撒但的本质

1. 撒但以迷惑陷害人

2. 迷惑人是撒但的本质



‧撒但以迷惑陷害人‧迷惑人是撒但的本质‧基督徒留意的事

大红龙被打下来，变成海兽跟地兽 ─
牠在模仿基督三位一体的神。牠在模仿基督三位 体的神。

11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
有两角如同羊羔 说话好像龙有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

看起来好像是羔羊 大龙 古蛇 魔鬼看起来好像是羔羊 大龙、古蛇、魔鬼

可能外貌改变了 ─ 从海兽变成地兽，但牠本质不变。

林后十一14 这也不足为怪，林后十 14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撒但以迷惑陷害人‧迷惑人是撒但的本质‧基督徒留意的事

撒但会装成蛇 创世纪第二章

上帝吩咐夏娃：「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帝吩咐夏娃 这 ，
其他所有伊甸园的果子都可以吃。」

蛇就是撒但的化身来引诱夏娃，对女人说：蛇就是撒但的化身来引诱夏娃，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中古世纪到现在 画家画撒但都用蛇 很诡诈！中古世纪到现在，画家画撒但都用蛇，很诡诈！

12 它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

圣父 圣子

在头 ，施行头 ，
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模仿圣父把权柄赐给圣子，

牠模仿这个情况，

海兽把权柄赐给地兽，叫人家来跟从海兽。

‧撒但以迷惑陷害人‧迷惑人是撒但的本质‧基督徒留意的事

模仿圣灵 ─ 圣灵荣耀圣子，

 叫我们灵被感动、被吸引光照来跟从耶稣叫我 灵被感动 被吸引光照来 稣
 地兽也照样仿冒，叫人家来跟从那个海兽

14 15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14-15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
又有权柄赐给它，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

像 像所有的像包括祖宗牌位、政治名人、宗教能人的像背后，

可以是撒但来迷惑人的工具、幌子，来 ，

以为牠很灵，其实是背后的恶者、邪灵撒但在迷惑人人。。

他们不是在拜祖宗他们不是在拜祖宗，

在拜祖宗背后的鬼魔；

愈拜偶像的人愈拜偶像的人，

要留意背后的撒但是可怕的！

‧撒但以迷惑陷害人‧迷惑人是撒但的本质‧基督徒留意的事

人间很可怜

 专门去爱恨他的撒但、却不懂得爱真正爱他的神 专门去爱恨他的撒但、却不懂得爱真正爱他的神

 恨真正爱他的基督、却不懂得恨恨他们的撒但

对华人教会、华人社会更是如此，
牠迷惑一些受儒家教育、

西方文化科技熏陶的子弟，

去拜西藏、印度文化中

所出产的宗教迷信
甚至用亲人死后、特别民间宗教，

设立法会、设立头七，

借着死人来敛活人的财借着 来 活 的
恶者用这个方式来捆绑人。



‧撒但以迷惑陷害人‧迷惑人是撒但的本质‧基督徒留意的事

计程车司机很羡慕信耶稣的 ─ 信耶稣的人真喜乐！
家人死了，头七、二七、三七一直过来，家人死 ，头 直过来，

死人死了痛苦还不能哭，

薪水通通要卷进去里面，非常可怜。薪水通通要卷进去 面，非常可怜。

这是撒但迷惑人的本领高强的地方 ─
牠让未亡的人以为所刻出来的偶像具有魔力，牠让未亡的人以为所刻出来的偶像具有魔力，

可以来控制死去亲人的灵魂。

人间所有石头 木头 金器 银器的偶像人间所有石头、木头、金器、银器的偶像，
其实背后有鬼魔在当中操作。

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

偶像可以纪念，但不要忘记背后有魔力、会来掌控，

14 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

偶像可以纪念，但不要忘记背后有魔力、会来掌控，

因为撒但是个灵！

‧撒但以迷惑陷害人‧迷惑人是撒但的本质‧基督徒留意的事

牠审判的时间是二十章，被放在硫磺火湖里的时间还没有到

十二12 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十二12 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忿忿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用迷惑要骗人、捆绑人，
1. 用政治界，用人间的政权来控制人

2. 用宗教

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到腓立比

17 除了有了兽名的，都不得做买卖做买卖。。

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到腓立比，
把一个使女的鬼赶出去、摇钱树不见了，

宗教界跟经济界挂勾 又怂恿政治界要杀保罗宗教界跟经济界挂勾，又怂恿政治界要杀保罗
保罗在监狱里还看到另外一种捆绑 ─ 犯罪的人

政治、宗教、经济、心灵罪恶捆绑人，撒但真是迷惑人！

‧撒但以迷惑陷害人‧迷惑人是撒但的本质 ‧基督徒留意的事

本质迷惑人的最高潮就是六六六
 教会历史解六六六一大堆文章解六六六 堆 章

 有多少启示录的注释书，

就有多少解法解六六六就有多少解法解六六六
因为数字的缘故，就引发用数字来推测撒但是谁

希伯来文 נירון 希腊字Νέρων 拉丁文 Nero1 尼禄皇帝 希伯来文 רון נ 希腊字Νέρων 拉丁文 Nero1. 尼禄皇帝

2. 罗马天主教教皇，冠冕上写的是

Vicarius filii dei 神子来代替者Vicarius filii dei 神子来代替者
用拉丁字算起来刚好是六六六

马丁路德受罗马教皇逼迫的时候，

就认为天主教教皇就是所说的六六六。

还很多被巧妙灵异的凑成六六六的组合，戴上是地兽的高帽。

‧撒但以迷惑陷害人‧迷惑人是撒但的本质 ‧基督徒留意的事

撒但并不是附身在一个人集中来出现，
它是借着历世历代政权、个人，

牠让你以为从六六六就去找一个个人。

约翰用的是启示手法，让我们看到撒但几个特征：约翰用的是启示手法，让我们看到撒但几个特征：

本来是古蛇、变成海兽、地兽，模仿三位一体的神
羔羊有七角七眼 海兽有七头十角羔羊有七角七眼，海兽有七头十角

羔羊头戴冠冕，牠头上也戴十个冠冕

羔羊是执掌天上国度 地上执掌王权羔羊是执掌天上国度、地上执掌王权，

撒但也一样有强大的国度

羔羊被杀过 撒但变成死伤后来却医好羔羊被杀过，撒但变成死伤后来却医好

世人应当归荣耀给那个七、完全数目的神的时候，

撒但用六六六 ─ 象征解，很像七又不是七



‧撒但以迷惑陷害人‧迷惑人是撒但的本质 ‧基督徒留意的事

16 它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印记六六六 ─ 不接受圣灵的，有邪灵在心里里面，
就变成有那个印记跟从兽 敬拜兽不敬拜真神就变成有那个印记跟从兽，敬拜兽不敬拜真神。

让我们被欺骗，以为

「敌基督是人心的归向 是人的盼望」「敌基督是人心的归向、是人的盼望」，

说穿了，这是牠欺骗的手法！

末世近的时候 欺骗的手法会愈来愈近末世近的时候，欺骗的手法会愈来愈近、

会愈来愈多、也愈来愈可怕。

15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这样的 power 会在人间历史中出现，而且越出现越多。

‧撒但以迷惑陷害人‧迷惑人是撒但的本质‧基督徒留意的事

在这末世灵界横行、二十一世纪后现代化的时代，
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在瓦解，

1 不要所有的灵都拜

会把所有的灵都引进来的时代…

1. 不要所有的灵都拜
灵不灵不是检验真理的属灵原则。

华人社会以为有诚则灵，华人社会以为有诚则灵，

每一个庙你都拜过 ─ 背后有邪灵有撒但！

约壹四1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愈拜愈多捆绑愈多，
愈有六六六的捆绑、愈被迷惑愈离开真神

‧撒但以迷惑陷害人‧迷惑人是撒但的本质‧基督徒留意的事

2. 靠近邪灵的必有魔力
地兽行奇事，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地兽行奇事，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

有死伤复活、有权柄、有生气、能说话；说话；

你一靠近牠，会有医病、灵力…你 靠近牠，会有医病、灵力…

3. 拒绝邪灵的迷惑、拒绝六六六，

需要忍受成为少数的孤单者，

六六六不在你额上，

不能作买卖、不能有政治、经济活动。

4. 当人生找到圣灵的时候 ─
撒但六六六就不再捆绑、迷惑世人了，

有圣灵来引导你，你一生就安全了！

迷惑人的撒但与六六六迷惑人的撒但与六六六迷惑人的撒但与六六六迷惑人的撒但与六六六
莱茵河一个古老的传说 ─

船 要 地方就 遇险船只只要经过一个地方就会遇险，

会触礁的原因是：所有人、包括船夫，

会有岸上的声音，被那边吸引。

有一个船长很聪明，

他知道那一个地方有暗礁，

有声音把人吸走；；

他快到那边的时候，

就请船上的乐队唱诗、唱歌，

有圣 的 撒但 能迷惑你 圣 引

就请船 的乐队唱诗、唱歌，

因此船夫、所有人就不会被吸走。

有圣灵的人，撒但不能迷惑你，让圣灵成为你的引导！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天父，帮助我们明白，天父，帮助我们明白，

迷惑我们的撒但

不能害我们；不能害我们；

让圣灵常常充满我们，

让我们的眼睛
定睛在宝座上真正的羔羊，定睛在 真 的羔羊，

让我们圣灵引导我们的缘故，

可以胜过灵界的攻击可以胜过灵界的攻击。

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