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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分辨末世的徵兆 
I. 耶穌囑咐我們必須分辨末世的徵兆 

A. 耶穌賜給我們 12 個動向，作為祂再來世代的徵兆 （太 24：4-8；路 21：7-18），

馬太福音提及七個動向，包括假基督、戰爭、種族衝突、經濟風暴、飢荒、瘟

疫、地震。路加福音提及了另外五個動向，包括擾亂、可怕的景象、天上的大神

蹟、列國困苦、洶湧咆哮的波浪等。 
 
5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6 你們

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7 民
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飢荒、地震。8 這都是災難（災難：原文作生

產之難）的起頭。（太 24：5-8）  

9 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不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

時就到。11…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23 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

25 「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慌

慌不定。26 天勢都要震動，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 。
（路 21：9-11，23-26） 

B. 耶穌囑咐祂再來的世代，當看到馬太福音 24 章的所有徵兆同時發生時，他們要

知道祂再來的時刻已經很近了。僅有一個世代會見到所有這些徵兆在全球同時上

演。 

 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34 我實在告訴

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 （太 24：33-34）  

C. 聖經中的「世代」有多長？聖經中「世代」的長度是 40 年至 100 年（創 15：13-
16；民 32：13；詩 90：10；太 1：17；使 7：6）。摩西說到以色列在埃及為奴

的日子長達 400 年，或作四代 （創 15：13），因此 一個「世代」有時指 100
年。從亞伯拉罕到大衛共有十四代 （太 1：17），平均一個「世代」為 70 年之

久。  

D. 耶穌斥責當時的世代，不懂得分辨祂第一次來的徵兆。約珥書預言神必從天上顯

出奇事，作為主來的日子之徵兆（珥 2：30），因此向神求徵兆是合理的。法利

賽人偽善之處是因他們試探耶穌，在祂已做的事以外還要求神蹟 （徵兆）。 

1 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來試探耶穌，請他從天上顯個神蹟（徵兆）給他們看。2
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色，倒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蹟（徵兆）。4 一個邪惡淫亂

的世代求神蹟（徵兆）…（太 16：1-4）  

E. 以色列對神毫無回應，是由於他們不知道眷顧他們的時候。我們對這些預言瞭解

的程度，直接影響到我們身處這些預言事件之中時，向神回應的程度。 

42「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43 因為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築起

土壘，周圍環繞你，四面困住你， 44 並要掃滅你和你裡頭的兒女，連一塊石頭

也不留在石頭上，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路 19：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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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保羅教導教會，必須明白與主再來有關的時候和日期。  

 1 弟兄們，論到時候、日期，不用寫信給你們；2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的日

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 （缺乏預備的人會有不必要的損失）… 4 弟兄們，你

們卻不在黑暗裡，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6 所以我們…總要警醒謹守。 
（帖前 5：1-6）  

G. 保羅說有關於主的日子，我們不應被蒙在鼓裡，像是賊來了一般。倘若我們警

醒，就不至於在賊來時吃虧受損。「賊來臨」的比喻是為了強調，之所以受虧

損，是因為我們從來沒有想過這一天會來臨。  

H. 對那些宣稱知道耶穌再來的確切日子和時辰之人，我們必須嚴厲指責糾正，然而

主耶穌囑咐我們要知道祂再來的世代，保羅勸勉我們要懂得分辨主再來的時候與

季節。 

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太

24：36）  

II. 四類預言性徵兆 

A. 事件性的徵兆：聖經中所預言的徵兆，將預警教會主再來的時候。 

B. 動向性的徵兆：發生在社會和自然界，並會逐漸增強，標誌著最後世代的來到。 

C. 宇宙間的徵兆：在天空，甚至包括氣象中，非比尋常的奇異現象會出現。 

D. 個人性的徵兆：個人主觀的預言性經歷，會提警信徒有關末期之事。但不要過度

專注於這些經歷，因為它們是主觀的，而且可能會錯。 

III. 攔阻我們明白末世徵兆的普遍謊言 
A. 謊言（一）：我們無法瞭解有關末世的經文或末世的徵兆。聖經所寫的是要讓每

個人都能明白的，而人類歷史上大多數的人都是教育水準不高的老百姓 。 

B. 謊言（二）：有人認為對末世的認識，將會減弱神國的工作。 

C. 謊言（三）： 有人認為既然無法知道主再來的確實日期和時辰，因此我們沒有必

要去分辨主再來的徵兆和時代。事實上，聖經囑咐主再來那世代的人，必須懂得

分辨，並為此準備。耶穌和保羅都強調我們有能力辨識末世的徵兆。（太 24：

32-34；路 21：25-29；帖前 5：1-6；帖後 2：1-11）。  

D. 謊言（四）： 每個世代都相信他們所身處的那個世代，是人類最後的世代。其實

過去每個世代中，只有很少（低於 1%）的人相信他們身處於人類歷史的最後世

代。只有一個世代是大家普遍、持續 （多年）地相信，自己身處在耶穌再來的世

代。在過去歷史中，當大危機出現時，有人就會談論末世（但這些強調都是短暫

的），在主後 1,000 年曾有過短暫的千禧年狂熱，但都沒有持續。 

E. 謊言（五）： 最終都會有結果的。問題是對你來說，會有怎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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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三個預言時段：抓住大方向 
A. 聖經中描述與最後七年相關的三個預言時段 （但 9：27），最後七年可分為前三

年半和後三年半。  

B. 第一個預言時段：產難起頭，列國的困局 （太 24：4-8；路 21：23，25）  
第二個預言時段：產痛增加，虛假的世界和平 （前三年半） 
第三個預言時段：劇烈產痛，大災難 （後三年半） 

V. 第一個預言時段：列國的困苦 （太 24：4-8） 
A. 產難起頭 發生於最後七年開始之前。以色列是神預言計畫的時間表，他們是明白

神過去和未來救贖歷程的參照點。因此我認為產難起頭開始於 1948 年以色列復

國，或在 1967 年耶路撒冷城重回以色列統治。 

B. 主耶穌稱這段時期為 「產難起頭」，在英文 NKJV 譯本中，希臘文「產難」翻成

「哀痛 sorrow」，有如產婦生產前持續加增的陣痛。在這 「產痛」過後，千禧年

國度就誕生了，這也是保羅所說的，千禧年前萬物的「嘆息」。  

C. 主耶穌給我們 12 個主要動向，藉著分辨和領受這些預言徵兆，使教會預備將要

來臨的歲月（太 24：4-8；可 13：5-8，路 21：7-18）。在生命的不同領域，耶穌

給了我們一些進程加速的徵兆，其中包括屬靈的（正面和負面的）、社會的、政

治的、科技的、自然界的 （天上地下的奇事）。  

VI. 第二個預言時段： 虛假的世界和平 
A. 第二個預言時段發生在七年之期的前三年半，這階段開始於敵基督以和平之子出

場，解決 「列國困局」（馬 24：4-8），帶下虛假的世界和平（帖上 5：3）。這

時大淫婦巴比倫宗教將逼迫教會（啟 17：2-6） ，導致大批信徒離棄真道（提前

4：1）。 

B. 最後七年於敵基督與列國訂立盟約時開始，這將帶來持續三年半的世界和平。當

牠毀約的時候，大災難就開始了 （但 9：27）。 

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 （大災難） 臨到懷

胎的婦人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 （帖前 5：3）  

一七（年）之內，他（敵基督）必與許多人（列國）堅定盟約；一七（年）之

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於耶路撒冷聖殿）。（但 9：27）  

C. 撒但末世企圖得著列國膜拜的計畫分兩階段 （啟 13：8）：首先，牠將利用大淫

婦巴比倫的宗教體系來迷惑列國，並使基督徒離棄真道；之後，牠將建立敵基督

的宗教。 

 



啟示錄：預備末世的先鋒 第十章 分辨末世的徵兆 
Mike Bickle / 翻譯：慕主翻譯團隊 第 68 頁 

Onething 2008 Teaching Notes 
www.fotb.com 

www.forerunner.cc 

D. 大淫婦巴比倫將成為假冒的「公義」運動和宗教，裝扮自己為解決「不公義」的

答案，她欺騙世人的方式包括：給窮人提供食物、滿足人道主義的需要、喜愛和

平、沒有道德絕對標準地高舉人性的尊嚴。大淫婦巴比倫提倡的兩個主要理念為

道德相對主義和宗教多神論。 

E. 大淫婦宗教是預備列國膜拜敵基督的「先鋒」。啟示錄 17：1-6 清楚地描述了大

淫婦巴比倫普世宗教體系之迷惑能力、殘酷的逼迫，以及最終的毀滅。 

F. 這個大淫婦體系將會以許多好處使列國迷醉蒙騙，其中包括了各種人道援助、統

一的宗教（會使戰爭結束）和蓬勃發展的世界經濟。列國會因她所允諾的美善和

興盛而歡呼，並迷醉（被迷惑）於她人本主義的憐憫和兼容並蓄的神學。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亂的酒。 （啟 17：2）  

G. 大淫婦宗教將有極大的聲望，她會穿上紫衣（皇族位份），並被全球經濟領袖菁

英所尊敬及效忠。 
4 那女人穿著紫色和朱紅色（皇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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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淫亂的污穢。（啟 17：4）  

H. 大淫婦逼迫那些揭露她的聖徒, 導致大批的人在流聖 徒的血罪上有份（喝 醉了聖

徒的血） 

我又看見那女人（大淫婦巴比倫） 喝醉了聖徒的血…（啟 17：6）  

I. 令人意想不到的是，這大淫婦全球性宗教，將會被那服侍敵基督的十王（啟 17：

16）憎恨和嫉妒，並被他們毀滅。他們會在大災難開始前（就是最後 7 年的中

期）把這淫婦燒死。敵基督將以自己的敵基督宗教來取代她。以寬容為口號的大

淫婦宗教是志願加入的， 敵基督宗教會嚴格的強迫所有的人敬拜牠。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就是十王… 16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與獸必恨這淫婦，使他冷落

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將他燒盡。（啟 17：12，16）  

J. 保羅指出耶穌再來的日子有二個徵兆：大批信徒背棄真道，伴隨著敵基督出現在

世界舞台、建立和平。（帖前 5：3）  

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耶穌再來）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

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帖下 2：3）  

K. 世界的末了, 將有大批信徒離棄真道（太 24：9-13；帖後 2：3；提前 4：1-2；提

後 3：1-7；4：3-5；彼後 2：1-3）。 邪靈啟示的教義將被教導。 

1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

理。 2 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3 禁止

嫁娶…（提後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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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耶穌再來世代的正面屬靈動向 
A. 聖經預言耶穌再來的世代，全球將會發生大規模、強度罕見的正面屬靈動向。這

些動向將是非常顯著的。 

B. 福音將傳遍天下： 主耶穌將祂再來的時候和福音傳遍天下相連結。宣教機構根據

統計資料預測，在 2025 年，福音第一次被全球每個種族和語言聽見。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 24：14）  

C. 教會已在全球 232 個國家和領域建立，歷史上最大的靈魂收割正在發生。聖經已

被翻譯成 2,000 多語言（被世界 98%人口所使用），威克理夫聖經翻譯會計畫在 
2040 年完成把聖經翻譯成每種語言。  

D. 以色列的得救：自從第一世紀以來，以色列的彌賽亞 （猶太人）會堂從未像現

今，有如此多猶太人接受耶穌。在以色列有超過 120 間彌賽亞會堂以及一萬多名

信徒，在過去 10 年裡有 500%的倍增。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

稱頌的。』（太 23：39）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羅 11：26）  

E. 新婦位份： 約翰將耶穌的再來，與普世教會明白自己新婦位份相連結，而這項啟

示正史無前例地在全球範圍被開啟。（啟 22：17；太 25：1-13）。  

聖靈和新婦都說：「來！」（啟 22：17） 

F. 全球禱告運動：耶穌將路加福音 17 章祂再來的時候，與路加福音 18 章的晝夜呼

籲連結在一起。以賽亞預言 24/7 的禱告事工將持續到耶穌再來（以賽亞書 62：6-
7），並且被新婦位份所激勵（以賽亞書 62：4-5）。最近激增的 24/7 禱告，以及

許多在運動場舉行的大型禱告會在世界範圍出現，就是時候近了的徵兆。聖靈正

在興起一波波的末世禱告運動（啟 22：17；5：8；8：4；路 18：7-8；太 25：1-
13；賽 62：6-7；24：14-16；25：9；26：8-9；27：2-5，13；30：18-19；42：

10-13；43：26；51：11；52：8；珥 2：12-17，32；耶 31：7；彌 5：3-4；番

2：1-3；詩 102：17-20；122：6；亞 12：10）。 

神的選民晝夜呼籲他，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伸張正

義）嗎？我告訴你們，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了（大災難）。然而，人子來的時

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在禱告中認同）嗎？ （路18：7-8）  

…你卻要稱為「我所喜悅的」…因為耶和華喜悅你，…5 新郎怎樣喜悅新婦，你

的神也要照樣喜悅你。6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代禱者），他們

晝夜必不靜默…7 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

為可讚美的。（賽 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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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全球敬拜運動 （以賽亞書 42：10-13）： 耶穌將會在歷史上敬拜運動的最高峰中

回來。現今敬拜中音樂和代禱的結合就是個徵兆。以賽亞預言在末世歌唱的重要

性 （超過 100 節）。參照以賽亞書 5：1-7；6：3；9：3；12：1-6；14：3-27；

24：14-16；25：1；26：1-6；27：2-5，13；29：19；30：29-30；35：1-10；

38：19-20；42：10-17；43：21；44：23；48：20-21；49：13；51：3，11；

52：8-10；54：1；55：12；56：7-8；60：18；61：3，7-11；62：6-7，9；63：

7；65：13-14；66：10-14，21。 

H. 末世聖靈的大澆灌：所有信徒都會領受異夢、異象（約珥書 2：28-31）。五旬節

派∕靈恩派的信徒已從 1900 年時的一百萬，暴漲到今日的五億。預言中的高峰

時刻還未來到。（徒 2：17；耶 31：9；23：20；但 11：33-35；賽 26：9；啟

11：3-6；18：20；太 17：11；瑪 4：6）。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徒 2：17）  

I. 對末世預言無以倫比的理解：（耶 23：20；30：24；但 11：33；12：10）：一

位天使告訴但以理，在他的時代要封閉關於末世的訊息，直等到末世才顯露出來

（但 12：4，9-10）。這是說，有關末世的啟示即將揭露。約翰也寫到 7 雷的預

言被封上，直等到末世（啟 10）。 

耶和華的怒氣必不轉消，直到他心中所擬定的成就了。末後的日子你們要全然明

白。（耶 23：20） 

J. 全球青年專注在神國度 ：瑪拉基書預言特定的時候來到，是父親的心轉向兒女，

關愛並服事年輕的世代。這包括教會的心大規模轉向無父的（孤兒、人口販賣的

受害者），同時整個青年的世代會轉向父親。這個預言的時間是與耶穌再來前，

「以利亞的靈和能力」被釋放聯在一起的。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他必

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瑪 4：5-6）  

VIII. 耶穌再來世代的負面屬靈動向 
A. 譏誚的人：彼得特別提醒，我們應該要有被譏誚的心理準備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 4 「主

要降臨的應許在那裡呢？」 （彼後 3：3-4）  

B. 大淫婦巴比倫的全球性宗教：（啟 17：2-6）大淫婦巴比倫兼容並蓄的宗教，會

變成假冒的正義運動並宣稱能解決不公義的事，以及滿足人道主義的需求。 

C. 離棄真道：（太 24：9-13；帖後 2：3；提前 4：1-2；提後 3：1-7；4：3-5；彼後 
2：1-3） 。許多現今的教會將否認聖經是絕對正確的，並且可以作為道德的準

則。 

D. 對信徒的逼迫：這會是主再來世代獨特的徵兆 （但 7：21，25；8：24；11：33-
35；12：7，10；啟 6：9-11；7：9，14；9：21；11：7；13：7，15；16：5-7；

17：6；18：24；19：2；太 10：21-22，28；24：9；路 12：4-7；21：16-19）。 
自 1900 年來殉道者的數目約有 2 千 5 百萬之多，20 世紀約有 5 千萬位殉道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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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不法的事：挪亞的日子（暴力）及羅得的日子（道德敗壞） 
A. 不法的事增多：罪惡的彰顯達到極致（太 24：12；啟 14：18）。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纔漸漸冷淡了。 （太 24：12）  

這四國末時，犯法的人罪惡滿盈… （但 8：23） 

又不悔改他們那些凶殺、邪術、姦淫、偷竊的事。（啟 9：21） 

1. 兇殺：地上主要的罪（啟 6：9-11；7：13-14；9：21；13：7，10；16：6；

17：6）   

2. 邪術：邪教和鬼魔崇拜將充斥全地（啟 13：3-4，8，12-15；14：11）   

3. 姦淫：被鬼魔強化的墮落（啟 9：20-21；16：13；17：2；18：3；19：2）   

4.偷竊 ：出於偷竊動機的立法和迫害（例如：納粹的排猶主義） 

B. 挪亞的日子：暴力（太 24：37；創 6：11-13；提後 3）；將出現極大的暴力行

為：恐怖行動、種族暴動、街巷爭鬥、全球謀殺率都會增加。  

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13 神就對挪亞

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

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 （創世紀 6：12-13）  

1. 墮胎：每年全球有將近 5 千萬個嬰孩被墮掉，或是說所有懷孕的當中，有

四分之一的胎兒被殺（每天超過 10 萬） 。在美國，每年有超過 150 萬胎

兒被殺（每天 4 千）。  

2. 家庭的破碎：全球性離婚率的暴漲（美國是 50%），弟兄要把弟兄送到死

地（可 13：12）。  

C. 羅得的日子：道德敗壞（路 17：28-30；創 19：1-28）；不道德的行為將在末世

時暴漲（啟 9：21；14：8；17：1-4；18：2-4，9-10；19：2；21：8）。這從很

多地方都可看到。  

1. 販賣人口 ：超過 80% 人口販賣的受害者，被迫進入快速增長的性交易事

業中（每年超過 400 億美元的交易）。聖經預言奴隸販賣將是末世普遍的

罪（啟 18：13；珥 3：3）。現今，地上約有 3500 萬奴隸，而且每年以將

近 500 萬人的速度增加。  

2. 色情行業：全球每年花費將近 1000 億美元在色情行業上。如今，將近有

500 萬色情網站並超過 5 億個色情頁面。每天每秒鐘有 3 萬個網路使用者

在觀看色情網站。這些數字正急速增加中。  

3. 同性戀：隨著列國對同性戀結婚和同性戀神職人員的開放，同性戀快速席

捲全球。保羅曾預言婚姻在某些地方將被禁止。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

魔的道理…3 禁止嫁娶… （提前 4：1-3）  



啟示錄：預備末世的先鋒 第十章 分辨末世的徵兆 
Mike Bickle / 翻譯：慕主翻譯團隊 第 72 頁 

Onething 2008 Teaching Notes 
www.fotb.com 

www.forerunner.cc 

X. 全球化的趨勢以及科技的動向反映末世的徵兆  

A. 全球化：全球化是個預警也是個顯著的趨勢。在金融、貿易、通訊、宗教、地理

政治等各方面，將從以國家為基礎的方式，整合為全球統一化的（啟 17-18）。

即將會出現全球統一的科技、經濟、政治聯合、旅遊和資訊。各國及各類宗教開

始資源的聯結。 

B. 知識與旅遊（但 12：4）：但以理預言知識（通訊）和旅遊（交通）將大幅的增

長，因著多人「來往奔跑」為要得知識。  
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時，必有多人來往奔跑（史無前例的旅遊

量），知識就必增長（資訊世代）。（但 12：4）  

1. 全球旅遊業在 2009 年可賺進 8 兆美元；2020 年可達 15 兆。  

2. 印刷出版的知識文獻每四年就增長加倍。生物科技的知識每六個月增加一

倍。世上所有的科學家，80%都活在這個世代。他們以每分鐘 2 千頁的速

度加增我們的科學知識。每年超過 50 萬本新書被出版。  

C. 即時通訊：具有機器人技術、雷射科技的衛星傳播，以及含有微晶片科技的即時

全球通訊，帶來了無現金社會等。（啟示錄 13：13-18） 

從各民各族各方各國中、有人觀看（透過媒體）他們的屍首三天半、又不許把屍

首放在墳墓裡。 （啟示錄 11：9）  

D. 網路科技： 以史無前例的方式加增知識。獸印：植入晶片技術是要建造一個無現

金社會的全球統一經濟系統。  

他又叫眾人……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17 除了那受印記，有了

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作買賣。 （啟示錄 13：16-17）  

E. 全球性強迫接受獸印 （啟示錄 13：16-18）暗示著現代科技、無現金社會、世界

統一經濟體系的存在。如今新的晶片植入技術，在歷史上第一次，使這些事都變

成可能。電腦晶片可以植入手的皮膚下層，也很方便讓掃描裝置來讀。今天你就

可以植入一個像一粒米大小的「微晶片 VeriChip」，並且只需花 200 美元和 10 秒

鐘，用針注入即可。  

F. 他們將微晶片包裝成智慧型卡，並竭力的用此推廣全球性通用貨幣和一種普適商

業語言，這使全球無現金社會第一次成為可能。  

 

 

 

 



啟示錄：預備末世的先鋒 第十章 分辨末世的徵兆 
Mike Bickle / 翻譯：慕主翻譯團隊 第 73 頁 

Onething 2008 Teaching Notes 
www.fotb.com 

www.forerunner.cc 

XI. 關乎以色列國的政治徵兆及事件  

A. 在聖經中，以色列是明白神末世預言時間表的參照點。以色列一直都是神預言時

間表的關鍵指示。聖經中，整個末世劇本的進行都與以色列的事件有關。  

B. 許多關於以色列的末世預言都是相關連並且重疊的。包括以色列掌管耶路撒冷、

在重建的聖殿中敬拜（伴隨著舊約的動物獻祭、安息日律法、說希伯來語）。這

些預言都強調了以色列會是世界爭議的中心點，並且被反猶主義所組建的軍隊包

圍。  

C. 以色列國的重建和贏得對耶路撒冷城 的掌控權，應驗了許多預言。 （但 9：24，

27；珥 3：2，12 ；亞 12：3；14：2；路 21：24）。 西元 1948 年 5 月, 以色列在

一夜之際復國並且在西元 1967 年 6 月的六日戰爭中取得耶路撒冷的掌控權。  

到末後之年，你（歌革）必來到脫離刀劍從列國收回之地（以色列），到以色列

常久荒涼的山上；但那從列國中招聚出來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 （結 38：8） 

國豈能一日而生？民豈能一時而產？因為錫安一劬勞，便生下兒女。這樣的事，

誰曾聽見、誰曾看見呢？ （賽 66：8）  

那日…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處，就是耶路撒冷。 （亞 12：6）  

D. 主再來世代的一個驚人、獨特的預兆，就是以色列的復國。聖經預言中最震驚的

事件，莫過於猶太人回到他們列祖之地並成立以色列國。沒有其他末世預兆是比

以色列復國更戲劇化或使人信服的。以色列人從西元 70 年起散居在各國，經過

了 2000 年後，以色列政府第一次出現並掌控耶路撒冷。  

E. 錫安山上的聖殿自從西元 70 年被摧毀後，就一直不復存在。這聖殿的預言是關

乎以色列最核心的一個預言。  

1. 重建聖殿並根據摩西的律法獻祭（太 24：15；可 13：14；帖後 2：4；啟

11：1-2；13：12-18；但 9：26，27；11：31；12：11）。行毀壞可憎的

（全球性敵基督崇拜系統）不會出現，除非耶路撒冷聖殿被重建。如今，

在以色列已有很強的聖殿重建運動。  

2. 安息日在社會法、民事法的重建也是個徵兆（太 24：15-20）。  

你們看見…那行毀壞可憎的…16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20 你

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 （太 24：
15-20）  

F. 希伯來語的恢復。歷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在失去國土之後，還能夠保留它的母語

超過一代的。以色列恢復 2000 年前的古代語言是史無前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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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必使萬民用清潔的言語，好求告我耶和華的名，同心合意地事奉

我。 （番 3：9）  

G. 耶路撒冷為世界政治和衝突的中心。 舊約先知預言耶路撒冷將在末世成為世界焦

點（亞 12：3；14：1-3；珥 3：2，12；番 3：8；路 21：20-24）。耶路撒冷將很

快成為世界注目的焦點。  

耶和華的日子臨近…2 因為我必聚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城必被攻取…城中的

民一半被擄去…（亞 14：1-2）  

H. 以色列在末世的軍事重建是個徵兆 （亞 10：5；12：6-9）。  

I. 全球反猶主義會在世界範圍增長。耶穌要求教會支持以色列。以西結預言阿拉伯

人對以色列的敵意，將會顯著加增（結 35：1-15；珥 3：1-7）。 

XII. 其他諸國會有的政治徵兆 

A. 世界和平與安全：列國會有騷動和混亂，就是產難的開始（太 24：4-8），而敵

基督會對列國的騷動提供解決辦法。末世最後的 7 年，開始於敵基督與諸國簽定

世界和平協定，並帶來 3 年半的和平（帖前 5：3；但 9：27）。敵基督一開始是

以帶來世界和平的和平之子身份出現。 

3 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 （大災難） 臨到懷

胎的婦人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帖前 5：3）   

B. 世界性的政府：會出現一個以中東─歐洲超級政府為基礎的全球性聯盟（重建的

羅馬帝國），是在敵基督政權下的十國聯盟（但 2：41-42；7：7，20，24；9：

26-27；啟 12：3；13：1；17：3，7，12，16）。這個全球統一的政治性聯盟，

會帶領全世界進入哈米吉多頓的戰役。這會是有史以來最大的政治、軍事、經濟

跟宗教的權力（但 2；7；結 38；啟 13；17）。現今增長的全球化，會快速的推

動一個全球統一的政府機構。  

C. 政治和經濟上的世界性合作，是啟 13：14-17 中的立法所必須。這些體系在敵基

督揭開邪惡的面目前必須變得更精細。大多數國家會在政治上與敵基督密切合

作，而政治又會影響經濟、技術、安全、軍事等。 

D. 列國需要面對的、最具挑戰性的議題，都是屬於國際性的，包括全球暖化、全球
恐怖戰爭、全球金融危機 。引起金融危機緊張局勢的，是因為我們有全球性的金

融市場，但沒有全球性的法規。這三個議題中日益惡化的危機，將會改變政治環

境，使得「全球共治」成為提供全球性解決方案的極具吸引力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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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巴比倫城的重建：會在伊拉克（巴格達南方的 50 哩處）。巴比倫城會被重建並

用作敵基督的總部之一。它的功用是全球邪惡宗教和經濟網絡體系的中心（啟示

錄 17-18） 。如同耶路撒冷忽然從灰塵出現並重建，巴比倫（在伊拉克）也會忽

然地被重建。在耶利米書 50-51 章的預言，論到巴比倫會突然地被永久地摧毀，

這預言還未發生。 

F. 亞洲的興起：中國、韓國、日本、印度在東方會擁有強大的軍事武力並世界領導

權，這會困擾敵基督的強大帝國（但 11：44；啟 16：12）。 

XIII. 摘要：所有這些動向都必須在同一世代發生。 

A. 留心： 世界性經濟體系的產生。 

B. 留心： 聯合國的全球化活動，會呼召建立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使國際疆界變得不

重要。並要設立全球統一的貨幣、軍事、和政治程序等等。 

C. 留心： 列國的困局會導致虛假的世界和平與安全。 

D. 留心： 一個擁有雄厚錢財，並以寛容、融合為主軸的全球宗教體系的產生 ，它

憎恨真實的基督教（耶穌是唯一的救主以及聖經無誤）。    

E. 留心： 在伊拉克將會有巴比倫城的重建，並成為大淫婦宗教的中心 。 

F. 留心： 以色列在耶路撒冷重建聖殿，並重新建立動物的獻祭。 

G. 留心： 全球反猶主義迅速的增長。 

H. 留心： 在古羅馬帝國地區會興起一個歐洲超級政府（歐洲／中東），這會帶來以

10 國聯盟為基礎的全球性政權 。 

I. 留心： 一個身份低微的人興起（作為一個地區性的政治領袖），他具有不尋常的

外交手腕，起初是與三國聯盟一起同工。他會帶領十國聯盟（歐洲超級

國家聯盟），並確立以色列和中東的和平條約，進而帶下和平。 

J. 留心：東方君王的興起，亞洲國家聯盟的形成 。 

K. 留心：阿拉伯人對以色列仇視顯著加增。 

L. 留心：擁有豐富石油礦產的伊斯蘭國家與這位全球領袖（敵基督）開始聯合。 

M. 留心：當列國聚集反對以色列時，哈米吉多頓戰役的舞台就架設好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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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第一個預言時段：產難開始的動向 

A. 這個產難起頭的劇烈程度，類似婦女正式生產前幾小時的狀況 。她無法再繼續過

往常的生活。這些產難的疼痛將引起多方面的危機，是歷史上從未見過的。若這

些徵兆不能明顯地被分辨，他們就不是先知性的徵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極端的

手段。 產難指的是社會衝突和生態失調。 

B. 戰爭： 20 世紀的戰爭已經出現前所未有的升級， 是有史以來最血腥的時代（超

過 1 億人被殺害） 。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來， 150 場以上的重要戰爭，已造成 2
千 5 百萬多人死亡。 德國柏林圍牆倒塌（1989 年 11 月）以來， 衝突已經迫使 5
千萬人離開他們的家。1995 年發生了 70 場以上的戰爭 （ 比 1989 年增加一

倍） 。 

C. 種族衝突： 社會混亂無序和種族主義 。在馬太福音 24：7 用的「國家」，原希

臘字 ethnos ，意思是人種或種族。 國要攻打國的意思是「種族要攻打種族」 。 
在柬埔寨、 阿爾巴尼亞、 盧安達、波斯尼亞、科索夫、 蘇丹的種族戰爭、 史達

林的清黨、 以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被自己人殺害的死亡人數，已經多過於國與

國之間的戰爭 （共計有一億五千萬人死亡） 。 好戰的伊斯蘭教領袖，特別鎖定

以色列、美國、和歐盟為攻擊目標。  

D. 饑荒：全球近十億人因營養不足而受苦， 全世界每天有超過 2 萬 5 千人，死於饑

餓相關的原因。每年因饑餓而死的，約有 5 百萬人；缺水造成全球食物產量減少

百分之十。 雖然人口持續成長，但是農業承受的能力正在減少。超過 5 億人沒有

足夠的飲用水； 2025 年這個數字會增加到 20 億人（有史以來最嚴重的饑荒）。 

E. 瘟疫（疾病）：疾病的高漲，例如肺結核、禽流感、肺炎、腦膜炎，都不斷的增

多，而且許多都開始對疫苗產生抗體。前蘇聯政府發展過利用基因工程來產生病

毒和細菌，而這些是抗生素無法治癒的。恐怖份子威脅說要使用天花，因為今天

很多人（即使在美國）都還沒有接受防制的疫苗。傳染性的傷寒和白喉，已經在

印度和俄國發生。新品種致命性的瘧疾、肺結核、霍亂，都開始對一些常用的抗

生素產生抗體，而正屠殺著百萬人。疾病在全球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長，尤其

是那些致命性的病毒，例如 AIDS 和伊波拉病毒（Ebola）。現在有將近三千五百

萬人得 AIDS（2007）。自 1981 年到現在有多過於兩千五百萬人死於 AIDS，在

非洲有超過一千一百萬 AIDS 的孤兒，每年有六百萬人感染 AIDS。 

F. 氣候：全球暖化已經在融化冰冠，使水位加高，並且正在侵蝕我們的海岸線。我

們正在經歷破紀錄的洪水、火災、颶風、火山爆發以及其它的天災。氣象學者警

告，全球氣候形態的轉變意味著將來的一百年，氣候會變得更熱、更反常。在這

過去 40 年中導致損失最多的天然災害，五分之四是發生在 1989 年之後的，這包

括 Andrew 和 Hugo 颶風。帶來極大損失的地震、颶風、龍捲風和洪水正在發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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