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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第 17－18章 

啟示錄第 17－18章 

恰克 史密思 牧 師 (各各他教會) 

在第十七章中，我們要講到神對那個假宗教的審判。這假宗

教用欺騙的方法使得許多的靈魂下落到地獄。耶穌警告我

們： 

“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外面披著羊皮，

裡面卻是殘暴的狼。”（馬太福音 7：15） 

現在假宗教來了，他會使許多人的靈魂失落，他將要被受審

判，第十七章告訴我們這些事。 

巴比倫在聖經中是一個代表，他代表“困惑，混亂。”記得

古時在巴比倫城中，人類決定要敵抗神，計劃造一個能與全

宇宙通訊的高塔。那時候的人類不是我們想像的原始及無

知，他們有極大的通訊能力，他們可能比我們還要進步，因

為我們能找到跡像，他們可能已發展了能與外星人通訊的方

法。 

其中有一個通訊中心，是在英國的 Stonehenge，他的建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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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曆（Zodiac）相合。在整個北美洲，印第安人也有他們小

型 Stonehenge，他們坐在那建築物的中間，做通靈之用。他

們的排列與 Stonehenge對黃曆的排列相同。 

說到那些在矽石上的大石頭，我們都有玩礦石收音機的經

驗。你不曾玩過礦石收音機嗎？我們小時候經常玩這種東

西。只要動一動便能轉到不同的電台，有過聽到不同聲音的

興奮。我們知道在矽石或晶體上加壓力能產生通訊的能力，

想想那些大石放在矽石上所產生的力量！有人說造金字塔的

目的也是為了通訊，他們的排列也是按照黃曆（Zodiac）排

列的。 

在巴比倫，他們要建造一個高塔，與宇宙通訊，他們在科學

上已進步到了有這種能力。神說：“你看，這些人想作什麼

呢？如果我們現在不阻止他們，他們會作出他們不該管的

事。”所以神改變了他們的語言。這巴比倫變成了

“babble”的同義字，“babble”的意思是胡言亂語，一個

沒有意義的聲音，我們說一個人在“babble，”意思是說他

在說些別人不懂的話，所以巴比倫變成了一個“沒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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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聲”的代名詞。神在頃刻之間變亂了語言。他們不能再彼

此通話了。因此他們離開了語言不同的團體，自然而然的語

言相同的人集合在一起，移民到別的地方去了。 

現在我們知道，語言是組成團體的基本。但是有許多語言，

至少他們在聲音上毫無相似之處。而又有許多語言，他們彼

此衍生，就像羅曼語系中有不同的語言一樣。神在巴比倫使

人混亂，所以巴比倫在屬靈上講，是代表“混亂的狀況。” 

以宗教上來說，這是一個極度混亂的時期，人想接管所有的

宗教，建立一個自己的宗教。我研習他，使我變成一個僧

侶，然後因為我比你更虔誠，我比你接觸神更多，所以我又

更高一層，我便成了祭師，幫助你去接近神。事實上不是如

此。說實話，我不比你更正直，我也沒有一樣神給我而不給

你的東西。神對我們一視同仁，他不會看一個人比另外一個

人更正直，更聖潔。祂看我們都是一樣的。祂看我們都是信

耶穌的。因為我們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在基督中稱了義。我

們在神的眼中是一樣的，沒有階級的分別。我們在耶穌基督

內是一體的，祂是在神與人間惟一的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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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可以設立一個完全的條規，但你只需要有人去混亂這些條

規，這些條規便沒有用了。神在教會中設立了一個完美的規

律，但不到二十年，這規律便被人給攪混了。雖然耶穌特別

指出，禁止他們這樣作，他們仍然開始爭權奪勢，想要統治

人。耶穌說： 

耶穌叫他們來對他們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

的，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在你們中間，誰願為

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馬可福音 10：42，44）  

祂責備別迦摩教會，因為他們建立了祭司制度。使祭司高於

一般人，使尼哥拉（Nicolaitanes）統治一般信徒。耶穌

說：“我不喜歡，”為什麼？因為祂就是為了廢止這些事情

而死的，祂的死開了大門，讓所有的人能夠經由耶穌基督給

我們的恩典，自動的來到神前。 

由於人們帶來的混亂，經過經年累月的發展，使得那組織變

得有又大又有勢力，開始統治國家與君王。但是神將要特別

審判他，這審判是在這啟示錄第十七章裡面。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啟示錄 17：1）  



5 of 22 

啟示錄第 17－18章 

我們在天使降天災的時候，才看過這七個天使，其中有一位

來到約翰的面前。你記得在第五個碗倒下時，那獸的寶座，

獸的國度都黑暗了。在十六章十九節中第七個天災中，神想

起了巴比倫，審判了他。所以無疑的，這第七個天使擔任了

審判巴比倫的責任，是他告訴但以理，有關那“人所造的宗

教”被毀滅的事情，這宗教使人靈魂失落。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裡

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

（啟示錄 17：1） 

以屬靈的眼光來看，這是一個假宗教，他帶領人信靠自己的

工作，自己的好行為，用耶穌基督之外的東西，來保持與神

之間的關係。 

以靈意解釋，聖經上所說的姦淫是敬拜別的神，所以神對以

色列國說他們敬拜巴力 Baal，瑪門 Mommon 及摩洛 Molach 

等是犯了姦淫罪。他們在賣淫。所以虛偽的崇拜或崇拜別的

神是在靈裡賣淫。所以這大淫婦帶著那麼多的人進入一個虛

偽的希望中，因為他們不按照神的話在靈裡真正的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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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裡來，

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地上的君

王與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亂的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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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17：3） 

那朱紅色的獸當然是指敵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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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示錄 17：3） 

這就是那獸的樣子。在啟示錄第十二，十三章內，也是這樣

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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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她淫亂的污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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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17：5） 

這是神對他的看法：“神祕呀，巴比倫。”為什麼？因為他

帶給教會許多古巴比倫宗教儀式，這些儀式都是被神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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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時間不允許我們講到現在許多教會中傳流下來的古巴比倫的

儀式。我只提一件事。在巴比倫時，他們敬拜寧錄 Nimrod，

又叫榙模斯 Tammuz 及他的母親 Gymeramu。Gymeramus又叫

Ashtart，他們是母子。據說母親是童女，他是童女所生，他

是一個敵對神的獵人，被稱為“神前的大力獵人。”在希伯

來文中，他被稱為“敵對神的大力獵人，”許多人都敬拜

他。 

故事說他在打獵時被野豬刺死，他的屍體在那裡停留了三

天，然候復活了。所以人們開始用雞蛋塗色及敬拜兔子來慶

祝他的復活。當然崇拜兔子的理由是兔子繁殖得很快。他們

稱這個大慶祝 Astart。由這裡，我們得到了 Easter這個名

字。有趣的是我們也接受了這雞蛋塗色的習慣。 

據說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生的。他們將長青樹抬到家中，用

金色銀色的裝飾品去佈置他，慶祝他的生日。他們認為長青

樹是代表生命。跟著他們的慶祝，帶來了一大堆的集會，送

禮，醉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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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教會中已無法知道這事與我們有關，這都是起源於

古巴比倫。記得 Madonna及她的小孩的事吧！據說在他們上

面有光輪等等。這些藝術品在耶穌降生前一千年前便有了。

就像他們敬拜 Gymeramus及 Tammuz母子一樣。所以說：“神

密的巴比倫，賣淫的母親。” 

神說那人就是那個坐在獸上的婦人。 

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啟示錄 17：6） 

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我看見她，就大大的希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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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17：6－7） 

神說：“我解釋給你聽。” 

“你所看見的獸，先前有，如今沒有。將要從無底坑裡上

來，又要歸於沉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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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

山。”（啟示錄 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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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羅馬，“七山的城市。” 

“又是七位王。”（啟示錄 17：10） 

五個皇帝已統治過羅馬帝國。 

“五位已經傾倒了，”（啟示錄 17：10） 

在約翰寫啟示錄時，五位已死了。 

“位還在，一位還沒有來到。他來的時候，必須暫時存留。

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獸，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

列，並且歸於沉淪。”（啟示錄 17：10） 

所以根據這個，這獸應是在約翰寫這啟示錄之前的五個羅馬

皇帝中的一個。在約翰寫這本書的時候，這獸已經死了，他

在地獄中，他要由地獄中出來，世界會對這一個一度存在，

死了，現在又活了的人感到驚奇。在這七個主要的羅馬皇帝

中最接近這描述的，除了尼羅王之外，就沒有別人了。尼羅

王的希伯來名字，在數字上加起來是 666。 

早期的教會，稱尼羅王為獸。這是一個很流行的叫法，因為

他壓迫教會，壓迫得非常利害。很顯然的他附上了魔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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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他所作的事只有那些被撒但引到邪路的人才會作得出

來。他對基督徒所作的殘酷事情只有那些被惡魔變得喪心病

狂的人才作得出來。 

“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並且歸於沉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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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17：11－12） 

就是說他們雖不是正式的國王，但是他們有國王那樣的權

力。 

“他們同心合意，將自己的能力權柄給那獸。”（啟示錄

17：13） 

他們有一個相同的心願，這心願便是當耶穌基督來到地上建

立祂的國度時，與祂作戰，設法消滅祂。所以他們同心合意

將自己的能力權柄給那敵基督，使他變成了要阻止神來統治

世界的領袖。 

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

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約翰一書 4：3） 

正如約翰在寫這本書時說的一樣，“那敵耶穌者的靈，現在



11 of 22 

啟示錄第 17－18章 

已經在世上了”（約翰一書 4：3），敵基督的靈，現在已在

我們的世界上活動。已經有許多有權力的人，一心想毀滅

神。試讀那人文主義的宣言！許多主要的立法委員及領導人

物，都信仰人文主義，遵守他們的宣言。 

許多對我們國家有很大影響的人，像 Norman Lear 利用他們

的才華能力，一心想要除去人心中神的觀念。他們要毀滅

神，所以他們計劃將所有相信神的人，歸成一種怪異可笑的

一類人。在他們的計劃中，他們盡力的嘲笑那些堅持信仰，

忠實相信的人，設法使他們看起來是一個笨人，一個不肯改

變，裝模作樣的傻瓜。他們借著極端份子的名字去毀滅這些

人。在人文主義的宣言中，他們致力根絕有超自然或有神的

論調。他們的目的是除去神的觀念。他們以為那是過去古

老，無知人的想法。 

他們設法毀滅神的目的，是使人有自由，可以活在肉體中作

任何事情而不被自責，使良心感到不安。他們要除去一切由

聖經衍生出來的道德基礎。要人將聖經中所禁止的如姦淫之

類的事全部由心中除去，使你作這種事而不感到困擾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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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你相信那些事情都是聖經上所說的，而聖經中所提的

神是迷信，所以你們可以作這些事而不自責。在他們的人文

宣言中，這就是他們的目的。你們可以去閱讀他們的宣言，

看到他們針針相對的毀滅神的計劃。 

所以，敵基督的靈早已在工作了，許多有權勢的領袖都抱有

毀滅神的觀念，他們作得很成功。在歐洲，他們幾乎已經作

完。你現在到歐洲去，是到了一個沒有基督徒的地方。你能

覺得那是一個教會被提以後的世界。你看到人民眼中流露出

來的失意及絕望。當然你也看到其它在這種社會下所產生的

結果。 

你看到在櫥窗中的窮女孩，對走過的男人招手，那是女性氣

質的墮落。你在街上，可以看到一個接一個的窗口，將他們

像模特兒，像商品一樣的陳列在那裡，引誘走過的男人進

去。這些事情便是由那些心中無神的人所作的。耶穌降世，

將婦人的地位提高到一個美麗，被尊敬，有榮耀的地位，而

他們又將婦女帶回到二千年以前耶穌降世以前的墮落地位。

你看到那些裸體照片，色情雜誌及吸引肉體情慾的東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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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人們被情慾征服，酩酊大醉，沒有希望的形態。你知道

那敵基督的靈已成功的將神的觀念從人的心中除去了。 

他們已延伸到美國，在極力的工作中。他們已提案要求法

院，准許他們發行那些在女性刊物中的淫猥刊物，放在小孩

都可以取到的街頭或雜貨行中。他們已將神趕出了教室。最

高法院判決，在 Louisiana州教室中懸掛十戒是不合法的。

可笑的是在自己最高法院的牆上卻寫著十戒。他們已判決小

孩在公立學校唱聖誕歌曲是不合法的。 

感謝神，我們還是有那麼多勇敢的基督徒老師。他們是世上

的鹽。他們在公立學校中仍然是像燈在黑暗中發出榮耀的亮

光。我要為你們這些在公立學校教育系統中工作的人感謝

神，你們擔當了破碎社會的責任，承受了心中混亂小孩的憂

鬱。你們讓他們看到亮光。在任何情況下你們願意發出真正

神的亮光。謝謝你們這些基督徒老師們，你們是世上的光，

願你們繼續發光下去，一直到他們將你趕走。 

所以這十個王，將權力給了那獸，希望集合全力去毀滅神，

在耶穌再來時，與他作戰，阻止祂在地上統治世界。他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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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神統治他們。 

“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啟示錄 17：14） 

我喜歡這經節，這不是一個大戰爭，也不是一件大事。他們

與羔羊作戰，祂戰勝了他們。事實上，祂只用祂口中的言語

便毀滅了他們。我不知道那言語是什麼，大概祂說：“你們

的時日已到”吧！就這樣，他們便被毀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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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17：14） 

神招呼你成為祂的兒子，如果你已經回答了祂的招呼，祂便

將你放在祂的永恆國度中。如果你忠實的跟隨祂，因你忠實

的遵守祂的命令，祂允許在你世上受試探時保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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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看見的那十角，與獸，必恨這淫婦，使她冷

落赤身。又要喫她的肉，用火將她燒盡。”（啟示錄 17：15

－16） 

這些國王將權柄給了敵基督的，他們利用宗教，現在他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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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頭來敵對這宗教了。 

使她冷落赤身。又要喫她的肉，用火將她燒盡。因為神使諸

王同心合意，遵行祂的旨意，（啟示錄 17：16－17） 

這真有趣，神是這樣處理這假宗教的！他們照神話去作窩裡

敵。因為神已在他們的心中種下了神的計劃。你看，神許多

次利用非常不正直的人來完成祂的心願。祂能將祂的心願種

在一個壞人心中。這就是哈巴谷不了解的地方。神啟示哈巴

谷要利用巴比倫去懲治祂的子民，使他們被俘。哈巴谷說：

“主阿，這不公平，我知道我們不對，但他們比我們更壞，

你難道要一個比我們更壞的國家來征服我們嗎？”神對哈巴

谷說：“我早已告訴你，你不會瞭解我要作的。”所以神在

他們的心中種下了祂所要作的。 

“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合意，遵行祂的旨意，把自己的國給那

獸，直等到神的話都應驗了。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

地上眾王的大城。”（啟示錄 17：17－18） 

第 18章 

此後，我看見另有一位有大權柄的天使，（啟示錄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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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七個天使中的一個，也可能是另外的天使，我們只知

道一個天使。 

從天降下。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

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

穴，（或作牢獄下同）並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啟

示錄 18：1－2） 

好像那時，整個撒但系統的中心是巴比倫。他是一個商業中

心：全世界的銀行，商業中樞都集中在這裡。 

這是什麼城市？他在那裡？我們都不知道。有些聖經學家相

信，敵基督將選擇古時的巴比倫作為首都。他將花大量的金

錢以極快的速度從建此城。有跡像顯示，那城會很快的被建

立。他們將以極高工資，無窮的財力，吸引全世界的工人建

立這偉大的城市，讓他成為全世界的銀行及貿易中心 

在但以理書中，我們已知道當敵基督建立他的國度時，技工

在他的國度下會興隆。換句話說，他會開創一些大建築之類

的工程，需要成千成萬的工人，所以人們能以極高的工資及

薪水被僱用。他們在他的統治下會非常興隆。很可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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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巴比倫，現在還不存在。要在敵基督的建立首都，變

成貿易中心時，才開始建造。他們會運進各樣的貨物進城。

那時經濟會非常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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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

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或作牢獄

下同〕並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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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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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她的罪惡滔天她的不義 神已經想起來了。她怎樣待

人，也要怎樣待她，按她所行的加倍的報應她。用她調酒的

杯，加倍的調給她喝。”（啟示錄 18：1－6） 

我們在這裡看到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關念。這是神公平的

審判。 

“她怎樣待人，也要怎樣待她，按她所行的加倍的報應她。

用她調酒的杯，加倍的調給她喝。她怎樣榮耀自己，怎樣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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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也當叫他照樣痛苦悲哀。因她心裡說：‘我坐了皇后的

位，並不是寡婦，決不至於悲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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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18：6－8） 

這變成世界最富有的世界貿易中心，在一天之內，便被神毀

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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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怕她的痛苦，就遠遠的站著說：‘哀

哉！哀哉！巴比倫大城，堅固的城阿，一時之間你的刑罰就

來到了。’”（啟示錄 18：9－10）   

這好像是類似核子彈爆炸之類的事情，大量的幅射線，使他

們不敢接近那城。他們在每一種狀況下，都遠遠的站著，不

敢接近她。真有點像幅射線圍繞在城的四週。事實上，這城

在一瞬間便被毀滅了，像核子彈爆炸，放出大量的幅射線。 

國王都遠遠的站著，不敢接近，哭泣悲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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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貨物就是金，銀，寶石，珍珠，細麻布，紫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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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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肉桂，荳蔻，香料，香

膏，乳香，酒，油，細麵，麥子，牛，羊，車，馬，和奴

僕，人口。”（啟示錄 18：11－13） 

全部的貿易都在這城中，以此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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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

這些貨物，藉著她發了財的客商，因怕她的痛苦，就遠遠的

站著哭泣悲哀，說：”（啟示錄 18：14－15） 

國王站得遠遠的，不敢接近，商人站得遠遠的，不敢接近。 

‘哀哉！哀哉！這大城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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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之間，這麼大

的富厚就歸於無有了。’（啟示錄 18：16－17） 

所有的財富，在一小時內被完全消除。 

“凡船主，和坐船往各處去的，並眾水手，連所有靠海為業

的，都遠遠的站著，看見燒她的煙，就喊著說：‘有何城能

比這大城呢？’他們又把塵土撒在頭上，哭泣悲哀，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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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哀哉！哀哉！這大城阿。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她的

珍寶成了富足。她在一時之間就成了荒場。’”（啟示錄

18：17－19） 

所有帶進城的財富，所有在城中的財富，現在全都毀了。全

世界在哭泣，國王，生意人，運貴重東西進城的中間商看到

這城的被毀滅，都在哭泣。 

在天上，又是另一情景。 

“天哪，眾聖徒眾使徒眾先知阿，你們都要因她歡喜。因為

神已經在她身上伸了你們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

塊石頭，好像大磨石，扔在海裡，說：“巴比倫大城，也必

這樣猛力的被扔下去，決不能再見了。”（啟示錄 18：20－

21） 

那塊大磨石可能是一塊像講台一樣高的大岩石，中間有一個

洞，大概是圓的。我曾經看到過如此大的磨石，他至少有一

千二百或一千五百磅重。耶穌說：“如果一個人，故意毀滅

一個小孩的信心，他最好在脖子上懸上磨石，扔在海裡，這

要比毀滅一個小孩的信心還好一點。”有時，我在想那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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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滅在教室中小孩信心的老師及人文主義信仰者的結局是什

麼？我告訴你，當他們面對永恆的神前，我決對不希望得到

與他們一樣的待遇。 

天使拿了這大磨石，他：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好像大磨石，扔在海裡，

說：“巴比倫大城，也必這樣猛力的被扔下去，決不能再見

了。”（啟示錄 18：21） 

可能神要將這城市重新被水淹沒，這地方就像磨石投入海

中，沉到海底。也可是地球表面上地大變動，海水淹沒了這

地，她再也不會被發現了，再也沒有人記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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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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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和聖徒，並地上一切

被殺之人的血，都在這城裡看見了。”（啟示錄 18：2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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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了神如何處治了這貿易中心及假宗教。 

下星期，我們要讀完啟示錄十九至二十二章，我們要離開這

審判的場面，進入更有趣的事情。我們要講到神為祂的子民

及兒女準備的新天地。 

天父，感謝你宣召了我們，又任命我們作你的門徒，結出果

子，現在求你作我們的主人，讓你的靈主宰我們的生命，讓

我們像你一樣純潔，正直，聖潔，讓我們作一個聖潔的人，

行在你的面前，讓我們愛你，與你同行。在你的國度中，得

到的天父所賜的榮耀。奉耶穌的名，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