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廿四37-39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聖經對世界末日的預言

第十課…

關於巴比倫帝國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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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
當洪水以前的
子 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諾亞方舟所在的地點是亞拉烈山，
山底下有些湖泊，開始一條河流，
 聖經上叫伯拉河，
地理上叫幼發拉底河，大河的意思
 流經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
流經土耳其 敘利亞 伊拉克
最後進入波斯灣
1998 這條河出了一個大事情，
這條河出
個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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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兩個國家受到了威脅，告到聯合國，2004 開了會議，
很多河流是世界性 流過幾個國家 大家可以共享的
很多河流是世界性、流過幾個國家、大家可以共享的。
會議結束後世界各國簽約，土耳其沒有簽，
 因為幼發拉底河稱為人類文明的搖籃，
歷史上從沒有乾過，
既然沒乾過，我又何必簽？
建了水壩裝水、還是要放給你們
 萬一上游的水沒了，水庫裏的水是要保留著自己用，
萬 上游的水沒了 水庫裏的水是要保留著自己用
下游這些國家說，你有水而我們沒水，
這又要表示什麼呢？戰爭開始了，
所以報紙說：將來不是為石油而打，而是為水而打。
啟十六12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

河水就乾了。
創世紀是第四條河，是從伊甸園流出來的，
到啟示錄，河水終於乾了，是神把它弄乾了。

水源問題可能會引爆下世紀的中東戰爭。
土耳其在幼發拉底河修了廿二個水壩，
土耳其在幼發拉底河修了廿二個水壩
2005 全部完工、修好一個就開始存水，
對底下的敘利亞、伊拉克講：
你們要開始幾個月沒有水喝…

土耳其每一年都有雪下在高山上，雪水融化，才產生這條河流，
河流所流過的地方 如敘利亞 伊拉克都是沙漠地帶
河流所流過的地方，如敘利亞、伊拉克都是沙漠地帶，
因為這條河灌溉而成了一些肥沃的土地，
當河水沒有的時候，這些地就會恢復為沙漠。
啟十六12-16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發拉底大河上，

河水就乾了，要給那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眾王預備道路，
河水就乾了
要給那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眾王預備道路
叫他們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爭戰，
世界的最後一天
希伯來話叫作哈米吉多頓。
希伯來話叫作哈米吉多頓
河水是怎麼乾掉的呢？固然是神的時間到了…
啟十一3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
我
我
穿著

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6 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

很多人說其中有一位是先知以利亞，
一千二百六十天世界上沒有雨、天下大旱，
千二百六十天世界上沒有雨 天下大旱
就是這條河面臨乾枯的情形！

可已看到，在末世的時候很多的事情，神認為時間到了，
要結束這個世界的時候 預言 個個都應驗
要結束這個世界的時候，預言一個個都應驗。
聖經中的預言共 1817 個，
 96.5%
96 5% 都已經應驗了，包括過去帝國、
耶穌基督第一次來、以色列亡國
 3.5%
3 5% 正在應驗中，是對末世的預言，
以色列已經復國、末世預言一個個出現，
還有敵基督出現
還有敵基督出現、
最後耶穌基督再來的預言
當 96.5% 都應驗時，
相信最後的 3.5% 也會按照神的話語一個一個應驗。
彼後一19
彼後
19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

如同燈照在暗處。
你們在這預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
晨星在你們心裡出現的時候，才是好的。

耶五二4 他(尼布甲尼撒王)與耶和華競爭。

薩達姆胡笙說，
他要再一次征服以色列國，
所以當美國與他打仗的時候，
他們的飛彈是拼命打以色列去。
哈一11 他(預言的尼布甲尼撒王)

以自己的勢力為神
以自己的勢力為神。
薩達姆胡笙以自己的權威到處立像，
老百姓都要在他的像前拍手敬拜他
 過去巴比倫城為泥沙淹覆，
奪權之後 挖出已經恢復
奪權之後，挖出已經恢復
 慶祝宴席上，給所有到場的人一個金幣，
背面是尼布甲尼撒王，正面是他自己


在這些世界預言中，有一個指巴比倫王的重現…
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傳到他的兒子，國家就亡了，
539BC - AD1932 巴比倫亡國了 2470 年，
沒有 個王是 比倫的人 都是外來侵略的人
沒有一個王是巴比倫的人，都是外來侵略的人
 1932-1958 伊拉克被英國立了一個國王
 1958 兩黨革命奪權，國王被推翻，
兩黨革命奪權 國王被推翻
薩達姆胡笙 (海珊) 的黨 1979 奪得位置，
當總統之後，曾經宣布
 要重建巴比倫城，恢復古巴比倫的榮耀，
自稱是現代的尼布甲尼撒王的再生
 要再一次去征服以色列國和耶路撒冷


1980-1988
1980
1988 他進攻伊朗，報兩千多年前的仇，

因為巴比倫是被波斯帝國滅掉的，
波斯就是現在的伊朗
波斯就是現在的伊朗，
這場戰爭打了八年，沒什麼結果。

兩個預言在歷史從來沒應驗過，是關於最後的巴比倫…
耶五十44b-45 誰能給我定規日期呢？
我定

你們要聽耶和華攻擊巴比倫所說的謀略
和祂攻擊迦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
賽十三4 山間有多人的聲音，好像是大國人民。
有許多國 民聚集鬨嚷 聲音
有許多國的民聚集鬨嚷的聲音；
這是萬軍之耶和華點齊軍隊，預備打仗。

指一場戰爭

耶五十41a 看哪
看哪，有一種民從北方而來。
有 種民從北方而來

巴比倫或現在伊拉克北邊有庫德族，有十萬軍隊，
薩達姆胡笙用他們做化學武器的試驗。
 1991 老布希總統戰爭時，沒有任何的舉動
 2003 小布希總統時，他說必須靠這個民族，
但土耳其害怕這個民族強大，
2003年3月27日
年 月 日 美國空降部隊占領邊境
美國空降部隊占領邊境，
建立了基地，庫德族就可以參戰。

耶五十41 看哪，有一種民從北方而來，

並有 大國和許多君王被激動 從地極來到
並有一大國和許多君王被激動，從地極來到。
歷史上沒有一個大國帶著許多國來進攻巴比倫的，
聖經上的預言必須要實現…
 可以看出這個大國就是美國，
參加這場戰爭的共有十四個國家
 不是為了金銀財寶或占領土地，
而是正如經上所說的，是被激動
美國參加這場戰爭是為了九一一事件
賽十三3 我吩咐我所挑出來的人；

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誇高傲之輩，
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美國的軍隊是勇士的形象，
也是矜誇高傲之輩的形象。

那美國什麼時候離開伊拉克呢？
耶五一9 我們想醫治巴比倫，她卻沒有治好。

離開她吧！我們各人歸回本國。
2003年12月 美國要離開伊拉克的預告，

美國想把民主、和平帶給他們，
想醫治巴比倫，卻沒有被治好
 最後答案聖經說：
離開她吧！我們各人歸回本國。
果然美軍最後撤軍，
伊拉克比美軍還沒進去之前，弄得更糟糕！


從世界歷史來看，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件預言，
 耶利米書用了二章 (五十、五一)
 以賽亞書用了一章 (十三)
來形容這場戰爭。

耶五一31-32 通報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

報告巴比倫王說：「城的四方被攻取了，
報告巴比倫王說
「城的 方被攻取了
渡口被佔據了，葦塘被火燒了，兵丁也驚慌了。」
伊拉克的通訊系統在美軍進攻時全部轟炸完了，
新聞部長說：美軍還遠得很呢！
美軍進城之後，薩達姆胡笙不見了，
那時我在教會已講了這兩處的聖經，
就有人問：薩達姆胡笙藏到什麼地方？
我說：如果這是聖經所預言的話，
那就往聖經上看…
看
耶五十24 巴比倫哪，你被尋著，
哪
尋著

也被捉住；因為你與耶和華爭競。
果然 2003年12月14日，
薩達姆胡笙被捉到。

歐巴馬宣布伊拉克戰爭結束，等於承認戰爭失敗，
伊拉克從那時開始到處無政府狀態，
克
時
處
這就引進最後「末期北方王」出現。
太廿四15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

「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需要會意)。
當時的聽眾是猶太人，都知道但以理所說已經應驗了：
175BC 發生過馬加比革命，
 從北方來的希臘帝國所留下西流基王國，
曾占領耶路撒冷，把偶像搬進聖殿、
在聖殿殺豬、豬的血塗在聖殿的墻壁上
 對以色列人來說，是對神極大的侮辱，
終於革命 由馬加比家族帶領
終於革命，由馬加比家族帶領，
趕走西流基王，恢復聖殿
新約在主耶穌的時代，
新約在主耶穌的時代
有一個修殿節，就是紀念這事件。

什麼叫「會意」？是要叫猶太人再次了解
主耶穌所講「那行毀壞可憎的 站在聖地
主耶穌所講「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
 不是過去那個西流基王，而是將來要出來的
 但以理所說的北方王在歷史上都應驗了，
但是這個王一直到末時–世界末了
那我們就分析一下：
那我們就分析
下：
西流基王國所占領的地點，就是現在
伊朗、伊拉克、敘利亞三個國家，
這三個國家最後要統一起來，進攻以色列，
 伊拉克事件是三國要統
伊拉克事件是三國要統一的先兆，
的先兆
薩達姆胡笙被拿走後，才可能成為一個國
 三個國家有共同的信仰，就是伊斯蘭什葉派，
國家有共同的 仰
是伊斯蘭什葉派
他們要等待一個最後的先知
我們看出來，要使得後面事情成立，
我們看出來
要使得後面事情成立
伊拉克必須把薩達姆胡笙拿走，才能做出後面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