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啟示錄第十七章補充資料 

啟示錄第十七章中的大巴比倫是代表末世宗教大合一運動，上一堂的附帶文件當中列舉了

天主教正在進行的世界宗教大合一運動，但在啟17:6 預言了在大災難中信徒將會遭受迫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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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這一節經文提到約

翰看到這個異象的時候就「大大地希奇」，我猜想約翰希奇的原因可能是見到教會竟然迫

害信徒。以下是在歷史上天主教曾大量殺害信徒的資料 (Source: Andries van Niekerk)：  

• Rome’s long history was marked with the shedding of the blood of saints. “Under the 

guise of Christianity, the Papal Church committed more enormities than ever disgraced 

the annals of paganism”( 在基督教的幌子下，教皇教會犯下的罪行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多，使異教史冊蒙羞) (Fox’s Book of Martyrs, Ch. IV). 

• Roman Catholic crusaders slaughter approximately 20,000 citizens of Beziers, France on 

July 22, 1209.( 1209 年 7 月 22 日，羅馬天主教十字軍在法國貝濟耶屠殺了大約 

20,000 名公民) 

•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Jesuits 1540-1580 it is estimated that 900,000 were destroyed 

through papal cruelty. One hundred fifty thousand perished by the inquisition in thirty 

years 1540-1570. (從耶穌會士 1540-1580 年開始，估計有 900,000 人因教皇的殘忍

而被殺害。 1540-1570 年的三十年間，有十五萬人死於宗教裁判所。)(Source: 

Halley’s Bible Handbook). 

• In the low lands 50,000 persons were hanged, beheaded, burned alive or buried alive for 

the crime of heresy. Within 38 years from the edict of Charles V, 18,000 were executed. (

在蘇格蘭低地，有 50,000 人因異端罪被絞死、斬首、活活燒死或活埋。 在查理五

世頒布法令後的 38 年內，有 18,000 人被處決。) 

• The Popes tried to put down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One might 

consider the 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 Martyrdom of John Calas, John Wycliff, John 

Huss, Jerome of Prague, Tyndale, Luther, Persecutions in Germany, France, Scotland, 

England, Ireland, persecution of Quakers. 

• The historian W.E. H. Lecky says, “The Church of Rome has shed more innocent blood 

than any other institution that ever existed among mankind, will be questioned by no 

Protestant who has a complete knowledge of history.” (羅馬教會比人類中曾經存在過

的任何其他機構都流下了更多無辜者的鮮血，沒有一個對歷史有完整了解的新教徒

會質疑。)Some historians have estimated that the persecuting hands of Rome have been 

reddened by the blood of fifty million saints. I doubt that anyone can come close to the 

exact number.  

以上是歷史上天主教會殺害信徒的事實，啟17預言將來在大災難中敵基督將會利用宗教合

一運動逼害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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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堂外亦有提到天主教自4世紀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保將基督教定為國教，開始政教合一

後逐漸離開聖經，以下是天主教離開聖經，跟隨人訂立的制度： 

394 AD 開始守彌撒 

593 AD 開始「煉獄」（Purgatory）教義 

610 AD 開始設立教皇 

786 AD 開始敬拜聖物（relics） 

995 AD 開始封立聖者（Saints），並向聖者敬拜 

1000 AD 開始將彌撒意義變為獻祭 

1079 AD 規定神父必須獨身 

1090 AD 開始念玫瑰經（Rosary prayer beads） 

1190 AD 開始販賣「贖罪券」 

1215 AD 開始「聖餐的化質論」（Transsubstantiation）教義 

1215 AD 開始要向神甫認罪告解 

1229 AD 禁止平信徒讀聖經 

1439 AD 訂立七種聖禮(聖體(即聖餐)、聖浸禮(即洗禮)、聖膏(即堅振)、按立 

、告解、婚禮、膏油禮。)，謂每種聖禮都有赦罪，並叫受禮者得蒙稱義的 

功效 

1439 AD 煉獄教義正式由Council of Florence納入天主教教義 

1545 AD 由Council of Trent 正式宣佈天主教傳統具有與聖經同等的權威 

1834 AD 由教宗宣佈馬利亞無原罪 

1870 AD 通過「教皇」無誤（Papal Infallibility）教義 

1931 AD 教宗Pius 十一世重申馬利亞是「上帝之母」（the Mother of God） 

 

以下是吳主光牧師對天主教便是啟17中的大淫婦的分析： 

大淫婦是指着哪一個變節的教會而說的呢？在筆者的研究來說，我以為非常清楚是指天主

教，因為： 

  1. 天主教在歷史上確實曾管轄歐洲列國的君王。從主後五百年天主教逐漸興盛直至主

後1500年歷史稱之為黑暗時代。天主教教皇與歐洲屬世君王長期鬥爭，以致成立所謂“神

聖羅馬帝國”，先後由法國和德國皇帝出任歐洲最高屬世權力的代表，由教皇出任屬靈權

力最高的代表。然而，兩者誰的權力更高？有時皇帝鬥贏，教皇就被捉拿下獄。有時教皇

鬥贏，皇帝就被革除教籍，站雪地三日求饒。但一般來說，全歐洲任何君王都要受教皇按

立，吻他的腳，不順服的他可指揮聯軍攻打之，所以教皇實在是騎着七頭十角獸的女人，

而七頭十角獸卻又是指着羅馬帝國發展出來的十國無疑。 

  2. 天主教在“神聖羅馬帝國”的組織之下，實在坐了王后的位。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她

發了大財。因為各國不斷將金錢進貢給她，使她可以窮奢極侈地度日，又使她可以影響多

民多人多國多方。不但歐洲，甚至是全世界各地天主教的勢力範圍都受到她的影響。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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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勢力之下，天主教可以在各地設立“異端裁判所”（Inquision），在歷史上成為最殘

酷的殺人地方。基督徒被殺的數以千萬計。有被燒死的，有被斷頭的，有被挖眼的，有被

割舌的，有被吊起以重物拉斷骨骼而死的，有被逼吞下有刺邊的長布條，然後用力抽出，

將咽喉食道撕破而死的。種種式式，簡直是兇殘絕倫，任何人稍有讀教會歷史的，都會驚

訝天主教的殘酷手段。怪不得使徒約翰在異象中看見便大大的希奇。試問有誰不希奇同是

信奉基督的，竟然會用如此殘忍的手段殺害基督徒？ 

  3. 天主教真的在末世之時被列國冷落使她赤身。從前天主教奪得意大利半島的一大半

為國土，列國也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可是自從歐洲宗教改革奠定了宗教自由根基之後，

各國紛紛放棄國教觀念，不再以國庫的金錢支持教會，天主教就失去了龐大的收入，她的

國土也被褫奪，目前只餘下一個小城“梵帝崗”給教皇住，她再不能像從前一樣奢華過活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天主教幾千年以來最窮最淒涼就是這個時候了。不但如此，照預言

所指，將來列國還繼續冷落她，恨她，吃她的肉，最後是消滅她。從天主教一直對政治的

不斷參與，影響各國的政治來看，天主教的結局一定是悲慘的。 

  4. 天主教自從漸漸衰落之後，一直想重獲世界最大宗教領導權。所以在近代不惜與回

教，佛教，喇嘛教，東正教，基督教（新神學派者），甚至靈恩派來往，聯合。而且，天

主教自己也有靈恩運動，會講方言的教士數以千萬計。試想那些靈究竟是甚麼靈？這正是

啟示錄所預言的她將成了各種污穢之靈和魔鬼的巢穴，成了世上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天主

教的禮儀和信仰本是羅馬帝國時代羅馬人多神主義和基督教結合的產品。以後在歷史上經

常出現所謂聖母顯聖之類的神蹟奇事。如今再結合了靈恩運動和其他異教，其“淫行”和

“污穢的靈”一定眾多，結局是在神的大忿怒中沉淪。（金燈臺1989年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