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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在 4 月版
的《旁观者》杂志上写道：“我们正在接近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我们现在面临着地球上有组织人类生命遭到破坏的前景。”乔姆斯基
并不是唯一一个警告地球即将到来的极端危险和危机时期。

几个世纪前写的圣经预言都指向这样一个时间，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情将在一个被称为末期日子的时期聚集在一起。例如，在耶利米书 
25.31-33 中，我们读到：

看哪，必有灾祸发出，从这国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
那日，从地这边到地那边，
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人。

耶稣回答门徒的问题：耶稣在
橄榄山上坐着，门徒私下进前
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
候有这些事呢？你来临和世代
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民要
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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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马太福音 24.3, 7-8

战争、饥 荒、瘟 疫 和自然 灾
害 都 在 增 加 ，使 我 们 看 到
了“ 悲 伤 的 开 始 ”时 期 。

耶稣接着说，这将导致大灾难：“
因为那时会有大灾难，自从世界开
始以来，直到现在，没有，将来也
不会。除非那些日子被缩短，否则
没有肉体可以得救；但为选民的缘
故，那些日子会缩短。”马太福音 
24.21-22

如果上帝不干预阻止这一次，它将
导致地球上的生命终结。当耶稣
回到地球时，这段时间将结束。正
如但以理书 7.13-14 和马太福音 
24.29-31所预言的，这一次他将带
着能力和荣耀降临：

那时，人子的预兆要显在天上，地
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
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着天
上的云来临。马太福音 24.29-31

圣经预言表明，在第二次降
临之前的日子里，将会出现两
种明显矛盾的趋势。世界会分
崩离析，但也会走到一起。

世界分崩离析

乌克兰战争及其带来的可怕破坏
是当前最明显的威胁，俄罗斯的入
侵和北约的反应使全球安全秩序
濒临崩溃，并有核战争的危险。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给乌克兰
的大部分地区带来了破坏，并给
乌克兰民众带来了持续的人道主
义灾难。普丁将俄罗斯变成了一
个流氓国家，给乌克兰带来破坏
和人道主义灾难的独裁国家，他
徒劳地试图恢复俄罗斯在苏联统
治下的权力。乌克兰战争增加了世
界各地因战争、饥荒和专制政权
而逃离家园并成为难民的人数。

随着价格上涨和基本供应短缺，
我们还看到世界上日益严重的
金融危机。在许多国家，数百万
人被绝对贫困和饥饿压垮。西
方经济体自 2008 年危机以来
就已经负债累累，但由于新冠疫
情的封锁和花费大量他们没有
的钱来支付这一切，现在正处
于崩溃的边缘。即使在像英国
和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许多人
也面对困难支付账单和吃饱。
印度和巴基斯坦遭受了致命的

春季热浪袭击，气温达到 49 摄
氏度，人们的生活难以忍受，数
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农作物遭到
破坏。这被归咎于温室气体排
放，对全球变暖的严峻预测使
世界部分地区未来无法居住。

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日益
严重的粮食危机，一些人警告说，
粮食危机可能在未来六个月内开
始，导致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陷
入绝对贫困和饥饿。由于乌克兰
战争，大量粮食从世界市场上撤
出，而干旱、洪水、热浪和一些地
方异常寒冷的天气影响了世界各
地的粮食生产。化肥短缺和燃料
成本上涨导致农民减少粮食生
产，而动物疾病导致数百万猪、鸡
和鱼被屠宰并从食物链中移除。
结果，食品和能源价格飞涨，导
致数百万人陷入贫困。联合国世
界粮食计划署署长戴维·比斯利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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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讲话时警告说，世界粮食安
全状况比十年前阿拉伯之春期间
所观察到的情况“更糟糕”。这
种紧急情况导致革命推翻了突尼
斯、利比亚、埃及的阿拉伯政府
以及叙利亚的战争、大规模的难
民危机，并导致了黎巴嫩的崩溃。
这个会做什么？我们已经看到斯
里兰卡的社会动荡，资金、食物
和燃料已经耗尽，这主要是由于
政府的腐败造成的。当人们挨饿
时，他们会生气，革命就会发生。

来自伊朗的这件事有一个有趣
的角度。人们一直走上伊朗各城
市的街头，抗议食品价格大幅
上涨。政府的答案是引入食品
补贴。但有一个问题—只有那
些愿意采用“数字配给卡”的人
才能享受到更低的食物价格。

最初，伊朗政府通过向 90% 的人
口发放现金来弥补基本食品价格
的上涨。然而，许多分析师认为这
将导致进一步的通胀（已经达到 
40% 以上）。下一阶段将停止这些
付款，取而代之的是配给卡。如果
您想支付实惠的价格，您需要“拿
卡”。如果您不按照政府的要求行
事，政府就可以吊销这些益处。

伊朗将成为第一个推出基于新
生物识别 ID 的食物配给计划
的国家。中国正在帮助它建立
这个系统。有什么比让食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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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可攀以致人们普遍认为有
必要推出食品护照的更好的方
法来让群众服从你的意愿呢？
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未来事物的
形状？亨利·基辛格曾经说过“
控制食物，就能控制人民”。

世界走到了一起

这使我们开始思考另一种趋
势——世界走到一起。金融、政
府和技术领域的领导人举行了多
次高层会议，以寻求这些问题的
答案。他们希望将世界从灾难中拯
救出来，并解决威胁人类的问题，
例如健康危机 (Covid)、气候危机
以及食物、能源和资金的短缺。

联合国 30 世纪议程和世界经济
论坛 (WEF) 的“大重置”提出的
受欢迎的解决方案是基于社会主
义世界政府形式的人道主义解决
方案。在 2020 年新冠危机最严
重的时候，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
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出版了他的著作《新冠病毒 19 
- 大重置》，他在书中写道：“这
次大流行代表了一个难得但狭隘
的机会来反思、重新构想和重置
我们的世界…。世界应该为只有
通过某种形式的有效全球治理才
能实现的新秩序而努力。”从事
这个项目的人已经看到，他们可
以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对病毒的恐
惧和疫苗接种计划来控制人民

并将他们放到某种身份系统上，
该系统将监控他们的疫苗状态。

2022 年 3 月，在迪拜举行的世
界政府峰会开幕当天，克劳斯·
施瓦布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团
结起来，共同解决气候变化、贸
易和经济混乱等全球性问题。

为此所需的计划必须加速向“零
碳”的转变。这得到了联合国和所
有发达国家的绿色游说团体的支
持，他们要求大幅减少化石燃料的
使用。这必然导致价格上涨和能
源供应减少，也将加剧即将到来的
世界经济危机。还有计划利用气
候危机带来控制人口的新方法。

阿里巴巴集团（一家大型中国高科
技公司）总裁迈克尔埃文斯告诉
世界经济论坛，这家价值数十亿美
元的公司正在创建一个碳足迹追
踪器，以监测世界各地人们的能源
消耗。“我们正在通过技术开发消
费者测量自己碳足迹的能力。这意
味着什么？这是检查他们在哪里
旅行，如何旅行，吃什么，他们消
费什么。”

他们还没有启动并运行它，但它
与引入称为“ESG 分数”（环境、
社会和治理因素）的提议相关，该
分数将监控和记录人们对能源的
使用，并有权切断谁用得太多。
在同一次会议上，皮帕·马尔姆格

伦博士说，世界正处于剧烈变化的
边缘，这将终结传统的货币和会
计制度。这将消除现金并引入中央
银行数字货币（CBDC），这是一个
与世界中央银行运行的区块链技
术相连的全数字系统。国际清算
银行的一份新报告估计，多达 90% 
的国家中央银行至少处于推出中
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计划阶段。

在这个系统中，人们需要拥有
一个连接到中央银行系统运
行的区块链技术的数字ID。

这使银行（可能还有政府）能
够检查人们的资金来源，因此
可以用作打击犯罪和逃税的武
器。他们还可以监控您从买房
到喝咖啡的每一笔金融交易。

如果他们认为您在某些方面行
为不端，这也使他们有可能在经
济上限制您。在中国，信用评分
系统被集成到一个先进的监控
系统中，可以监控人们去哪里、
会见了谁、在网上说了什么、花
了什么钱等等。它使国家有能力
限制他们不赞成的人的活动，
尤其是任何批评政府的人。它
还被用来压制宗教自由，并限制
了基督徒传福音的能力。为了参
与该计划，人们需要一个与手
机上的二维码相连的数字ID。
万事达卡为零售商推出了一项计
划，以提供生物识别支付方式，



www.lightforthelastdays.co.uk 5

并将他们放到某种身份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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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测量自己碳足迹的能力。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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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如何旅行，吃什么，他们消
费什么。”

他们还没有启动并运行它，但它
与引入称为“ESG 分数”（环境、
社会和治理因素）的提议相关，该
分数将监控和记录人们对能源的
使用，并有权切断谁用得太多。
在同一次会议上，皮帕·马尔姆格

伦博士说，世界正处于剧烈变化的
边缘，这将终结传统的货币和会
计制度。这将消除现金并引入中央
银行数字货币（CBDC），这是一个
与世界中央银行运行的区块链技
术相连的全数字系统。国际清算
银行的一份新报告估计，多达 90% 
的国家中央银行至少处于推出中
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计划阶段。

在这个系统中，人们需要拥有
一个连接到中央银行系统运
行的区块链技术的数字ID。

这使银行（可能还有政府）能
够检查人们的资金来源，因此
可以用作打击犯罪和逃税的武
器。他们还可以监控您从买房
到喝咖啡的每一笔金融交易。

如果他们认为您在某些方面行
为不端，这也使他们有可能在经
济上限制您。在中国，信用评分
系统被集成到一个先进的监控
系统中，可以监控人们去哪里、
会见了谁、在网上说了什么、花
了什么钱等等。它使国家有能力
限制他们不赞成的人的活动，
尤其是任何批评政府的人。它
还被用来压制宗教自由，并限制
了基督徒传福音的能力。为了参
与该计划，人们需要一个与手
机上的二维码相连的数字ID。
万事达卡为零售商推出了一项计
划，以提供生物识别支付方式，

如面部识别和指纹扫描。在结
账时，用户通过展示他们的脸或
手掌来验证付款，而不是使用卡
片或现金。该计划已经在巴西圣
保罗的五家杂货店上线，并计划
在亚洲和中东进行试验，并于今
年晚些时候在全球推广。伦敦的
超市已经安装了面部识别摄像
头，不仅用于安全，还用于支付。

Ajay Bhalla，网络与情报总裁万
事达卡的 nce 表示：“我们通过
这个新计划的目标是让购物成为
一种很棒的体验，并提供最好的
安全性和便利性。”这可能是向超
市不再接受现金或卡支付，而是要
求通过面部或手部识别支付的时
代迈出的一步。

辉瑞首席执行官 Albert Bourla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
他们正在开发一种内置生物芯片
的药片电脑。一旦你吞这一药片，
它就会溶解到胃里，而芯片会发
出一个信号，表明你已经服用了这
一药片，也它可以被扫描仪读取。
他谈到了如何使用它来监测在“
精神分裂症和癌症”等“特定”情
况下服用所需药物的患者，以确
保合规性。它也可以用作控制普
通人群的手段。如果一个超国家
卫生组织有权宣布所有人都必须
接受这一类的芯片它来拯救世界
免受流行病的影响，那会怎样？
5 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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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第 75 届世界卫生大会呼吁制
定一项关于流行病的国际条约，
吸取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经
验教训。世界卫生组织（WHO）主
席谭德塞说：“还会有其他流行
病和其他重大卫生紧急情况。问
题不是是否，而是何时。我们必
须共同做好更好的准备，以高度
协调的方式预测、预防、发现、
评估和有效应对流行病。为此，
我们认为各国应共同努力制定
一项新的国际流行病防范和应
对条约。…我们没有游戏规则。
为了管理共同的问题，比如流行
病，你需要给国家带来义务的法
律和规则。该计划是著手起草和
谈判该条约，将在 8 月的世卫
组织下一次会议上讨论，然后在 
2023 年提交给第 76 届世界卫
生大会，以期在 2024 年通过。”

批评人士称，这是迈向“全球治
理”的一步。如果未来发生像 
Covid 大流行这样的健康危机，
它将让 WHO 控制各国政府。他们
将能够订购强制性疫苗、全球数
字健康身份证、封锁、隔离、测试
制度、如你没有打针就不能工作的
条件，或任何其他它决定为政策
的东西，而不管全国各地的反对声
音如何。当我们被告知不可避免
的未来大流行或宣布的全球卫生
紧急情况时，该条约将为世界注入
一个新的超国家全球治理结构。
计划中的条约还包含一个处理“

错误信息”的条款，其中可能包
括质疑世卫组织的法令。通过这
种方式，叙事的控制权将移交给
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全球机构。

欧洲议会议员克里斯汀·安德森
（Christine Anderson）解释了
这种危险。她说，“如果发生大流
行，世卫组织将获得对成员国的
事实上的政府权力。”她问欧盟
委员会，“这条约将在多大程度上
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得到尊
重，公民不会受到世卫组织的欺
负？”她得到的答案是明确而简
短的：一点都不会有这种保证！

人工智能技术

所有这些措施中最大的危险是人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担
心在 Covid 疫苗中使用 mRNA 
注射以及这些对改变我们的自
然免疫系统的影响。除此之外，
还有被称为 CRISPR 的技术。

这是新科学家对 CRISPR 的定
义 (https://www.newscientist.
com)：“CRISPR 是一种可用于编
辑基因的技术，因此可能会改变
世界。 CRISPR 的本质很简单：
它是一种在细胞内寻找特定 DNA 
位点的方法。在那之后，CRISPR
基因编辑的下一步通常是改变
那段DNA。DNA是生命的基石。改
变它意味着改变我们是谁。”

2017 年 11 月 20 日，一篇题
为《超人类主义与人类的未来：
到 2030 年世界将发生变化的 
7 种方式》的文章出现在福布斯
网站上。以下引文出现在“我们
的身体将得到增强”的标题下：

“未来几年将迎来一系列增强
身体的能力，使人类比今天更聪
明、更强壮、更有能力。可穿戴设
备将成为增强身体的一种形式，
但它们将远远超过当今的健身
追踪器。…我们还将看到更多植
入物的使用，从大脑微芯片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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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她得到的答案是明确而简
短的：一点都不会有这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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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措施中最大的危险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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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科学家对 CRISPR 的定
义 (https://www.newscientist.
com)：“CRISPR 是一种可用于编
辑基因的技术，因此可能会改变
世界。 CRISPR 的本质很简单：
它是一种在细胞内寻找特定 DNA 
位点的方法。在那之后，CRISPR
基因编辑的下一步通常是改变
那段DNA。DNA是生命的基石。改
变它意味着改变我们是谁。”

2017 年 11 月 20 日，一篇题
为《超人类主义与人类的未来：
到 2030 年世界将发生变化的 
7 种方式》的文章出现在福布斯
网站上。以下引文出现在“我们
的身体将得到增强”的标题下：

“未来几年将迎来一系列增强
身体的能力，使人类比今天更聪
明、更强壮、更有能力。可穿戴设
备将成为增强身体的一种形式，
但它们将远远超过当今的健身
追踪器。…我们还将看到更多植
入物的使用，从大脑微芯片和神

经系带到精神控制假体和皮下 
RFID 芯片，这些芯片允许用户通
过挥手解锁门或计算机密码。”

它谈到了“强大的 CRISPR 基因
编辑技术，有朝一日可能使我们
有能力消除所有遗传性疾病。这
些身体增强能力将使人类更具弹
性、优化和持续监控。请注意“
持续监控”这一个短语。这项技
术在坏人手中为少数有权势的人
控制人类大众开辟了道路。这与
圣经所说的将在耶稣基督再来之
前的末期日子发生的事情有关。

考虑一下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
学的以色列技术大师 Yuval Harari 
的这些话，他是世界经济论坛高
级别活动的发言人。他非常聪
明，口齿伶俐，对上帝不屑一顾，
说圣经是虚构的，宇宙中没有上
帝，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故事是假
新闻。他最近说上帝已经死了，但
他还没有得到一个像样的葬礼。
以下是他演讲的一些引述，包括
在瑞士洛桑赋权基金会的演讲。
https://w w w.youtube.com/

watch?v=xhpXU0x5894

“人工智能的潜力比任何历史革
命都要大得多。这真是一场生物
革命。现在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
开始改变或克服生物学的工具。
人类是容易被砍的动物。这是信
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巨大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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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革命的结果，现在结合为单一
革命。生物知识乘以计算能力乘以
数据等于破解人类的能力。一旦
这成为可能，这意味着任何比我
更了解我自己的人不仅可以预测
我的决定和选择，而且越来越多
地代表我做出这些决定。这意味
着将权威从人类转移到算法。现
在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也许
在十年或二十年后，一些政府和
公司将拥有足够的生物学知识、计
算能力和数据来系统地入侵数百
万或数十亿人。我们需要采取反
制措施，否则这将意味着我们所
知道的自由民主的终结，以及基
于客户永远是对的理念的自由市
场经济的终结。现在，民主国家的
政府代表人民的意愿，而公司则
为人民的愿望服务。但是，如果政
府和企业不仅可以预测选民和消
费者的意愿和愿望，还可以操纵
和控制他们，会发生什么？人民和
政府不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
情的重要性。越来越多代表我们
做出的决定将由算法做出。谁设
计这些算法，以及在什么道德基
础上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当前的全球紧急情况正在创
造条件，人们可能愿意接受所
需的改变。有人说，你不应该让
一场好的危机白白浪费掉，因为
危机是一个进行改革的机会，通
常情况下人们永远不会同意。在
危机中你别无选择，所以让我们
去做吧。疫苗将帮助我们。人们
将在一百年后回顾并认识到冠
状病毒是一个新的监视制度接
管的时代，尤其是皮下监视。”

“我们需要某种全球身份和
全球忠诚度。AI（人工智能）
的潜力比任何历史革命都要大
得多。这真是一场生物革命。
现在我们可以给自己工具来开始
改变或克服生物学。通过破解有
机体科学可以获得设计生命本身
力量的力量。在未来的几十年里，
人工智能和生物生命形式将赋予
我们重新设计生命甚至创造全新
生命形式的神一般的能力。我们
即将进入一个由智能设计塑造的
无机生命新时代——我们的智能
设计。我们将提升人类，发展更
大的力量，将人类提升为神。 ”

哈拉里承认，这个过程可能使人
类精英能够“建立数字独裁”。 
…一旦人类生命被黑客入侵，黑
客将保持对生命本身的控制。

请注意这些短语：“被持续监
控”、“建立数字独裁”、“控

制生活本身”。乔纳森·布伦特
纳 (Jonathan Brentner) 在 
Prophecy News Watch 上发表的
一篇文章声称，事情已经到位，可
以实现这一目标。

“ 1.建立全球ID系统，使您能够
运营数字金融网络。专利 WO2020 
060606 下已经有一项计划正在制
定中。请注意编号 060606！

2.通过 ID 2020 将所有人纳入
其中，该倡议旨在为世界贫困地区
的11亿人提供他们目前缺乏的合
法身份证明；它将给他们一个数
字身份证，这样全球主义者就可
以将他们纳入他们的全球控制系
统，为他们接种疫苗，从而持续监
控和支配他们的行为。

3.“量子点”技术可能是那种强制
地连接到野兽（敌基督者）的印记
方式，将通过在他们的右手或额
头上纹身来标记属于他的人。“量
子点”将当疫苗，同时在皮肤上留
下纹身。这将通过ID2020技术将收
件人连接到外部数字源，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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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条件，人们可能愿意接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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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情况下人们永远不会同意。在
危机中你别无选择，所以让我们
去做吧。疫苗将帮助我们。人们
将在一百年后回顾并认识到冠
状病毒是一个新的监视制度接
管的时代，尤其是皮下监视。”

“我们需要某种全球身份和
全球忠诚度。AI（人工智能）
的潜力比任何历史革命都要大
得多。这真是一场生物革命。
现在我们可以给自己工具来开始
改变或克服生物学。通过破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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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力量。在未来的几十年里，
人工智能和生物生命形式将赋予
我们重新设计生命甚至创造全新
生命形式的神一般的能力。我们
即将进入一个由智能设计塑造的
无机生命新时代——我们的智能
设计。我们将提升人类，发展更
大的力量，将人类提升为神。 ”

哈拉里承认，这个过程可能使人
类精英能够“建立数字独裁”。 
…一旦人类生命被黑客入侵，黑
客将保持对生命本身的控制。

请注意这些短语：“被持续监
控”、“建立数字独裁”、“控

制生活本身”。乔纳森·布伦特
纳 (Jonathan Brentner) 在 
Prophecy News Watch 上发表的
一篇文章声称，事情已经到位，可
以实现这一目标。

“ 1.建立全球ID系统，使您能够
运营数字金融网络。专利 WO2020 
060606 下已经有一项计划正在制
定中。请注意编号 060606！

2.通过 ID 2020 将所有人纳入
其中，该倡议旨在为世界贫困地区
的11亿人提供他们目前缺乏的合
法身份证明；它将给他们一个数
字身份证，这样全球主义者就可
以将他们纳入他们的全球控制系
统，为他们接种疫苗，从而持续监
控和支配他们的行为。

3.“量子点”技术可能是那种强制
地连接到野兽（敌基督者）的印记
方式，将通过在他们的右手或额
头上纹身来标记属于他的人。“量
子点”将当疫苗，同时在皮肤上留
下纹身。这将通过ID2020技术将收
件人连接到外部数字源，以验证

其是否已收到。最初，这将为个人
接种疫苗并留下一个可能可见的
纹身，以电子方式显示他或她的疫
苗状态。 ”

乔纳森布伦特纳还写道。“这三项
举措共同为在大患难中途‘野兽
印记’系统铺平道路。届时，电子
纹身将出现在一个人的额头和手
上，显示一个人的买卖能力以及他
们能够参与此类活动的程度。这
个纹身将是参与商品和服务市场
的唯一手段。”

“在本世纪初之前，要控制整个
星球的买卖，需要几十万大军，即
便如此，这个方法也不是万无一
失的。现在有了人工智能和与超
人类主义相关的所有许多进步，
让一个独者的人能控到这一点的
技术已经存在。那个人就是敌基
督者。在他登上世界舞台之前，全
球主义者将一切就绪。由于技术
和超人类主义的发展速度如此
之快，当他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
时候，一切都会为他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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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塔/巴比伦与基督复临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奇怪的科幻
剧本，但非常聪明和有权势的
人正在认真对待它。它实际上
是人类对上帝的反叛表现，到了
上帝的时刻这个计划注定会失
败，尽管在敌基督者的时代它可
能要有短暂的明显胜利时刻。

在创世记 11.4-8 章的巴别塔时
代，我们读到人类如何团结起来，
他们鼓励对自己说过：

“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并“建造
一座通向天堂的塔”。耶和华说：
「看哪，他们成了同一个民族，都
有一样的语言。这只是他们开始
做的事，现在他们想要做的任何
事，就没有什么可拦阻他们了。」

这个项目是为了反抗上帝而完成的，
所以主下来分散他们并分散他们并
混淆他们的语言。上帝看到了人类违
背祂的旨意联合起来创造可怕的东
西的危险。现在上帝看到了人工智能
的危险和人类潜在的运动，这在从
巴别塔开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随
着技术的发展，“没有什么可拦阻他
们了。”破解人类并试图按照我们自
己的形象将他们变成“神”，实际上
是在向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上
帝找麻烦。人们认真考虑这是一种
可能性，这也是主必须很快再来拯
救我们脱离自己的另一个原因。

一个由“皮肤下的监视”技术支持
的“数字独裁”听起来有点像圣经
启示录第 13 章中预言的情景，我
们在其中读到了野兽的世界政府：

“它又使众人，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
是在额上，打一个印记；这样，除
了那有印记，有兽的名或有兽名数
字的，都不得买或卖。在此，要有
智慧：让有悟性的人解开兽的数目
吧，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数字，那数
字是六百六十六。启示录13.16-18

过去几代人想知道如何这样的
系统将会实现，但现在我们看
到技术正在发展的方式有可能
让人们在他们的身体上印上某
种 ID 印记，从而打开一种使他
们能够买卖和进入社会的系统。

除了我们在本文中谈到的精神方
面之外，这样的系统还容易受到
黑客、网络恐怖分子、计算机病
毒、能源短缺、人为错误和自然灾
害的攻击，从而导致机器故障。

启示录 18.1-10 章也描述了巴比伦
王国末期体系在突然崩溃，因为它
遭受了一场无法恢复的大灾难：

此后，我看见另一位有大权柄的
天使从天降下，地由于他的荣耀
而发光。他以强而有力的声音喊
着说：「倾覆了！大巴比伦倾覆了！
她成了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秽之
灵的巢穴，各样污秽之鸟的窝，
各样污秽可憎之兽的出没处。因
为列国都喝了她淫乱大怒的酒；
地上的君王和她行淫；地上的商
人因她极度奢华而发了财。」我
又听见另一个声音从天上说：「
我的民哪，从那城出来吧！免得
和她在罪上有份，受她所受的灾
殃；因她的罪恶滔天，神已经记
得她的不义。她怎样待人，也要
怎样待她，按她所行的加倍地报
应她；用她调酒的杯加倍调给她
喝。她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
也要使她照样痛苦悲哀。因她心
里说：『我坐了皇后的位，并不是
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
天之内，她的灾殃要一齐来到，
就是死亡、悲哀、饥荒。她将被火
烧尽，因为审判她的主　神大有
能力。」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
一同奢华的，看见烧她的烟，就
必为她哭泣哀号；因怕她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着，说：「祸哉，祸哉，
这大城！坚固的巴比伦城啊！一
时之间，你的审判要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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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从天降下，地由于他的荣耀
而发光。他以强而有力的声音喊
着说：「倾覆了！大巴比伦倾覆了！
她成了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秽之
灵的巢穴，各样污秽之鸟的窝，
各样污秽可憎之兽的出没处。因
为列国都喝了她淫乱大怒的酒；
地上的君王和她行淫；地上的商
人因她极度奢华而发了财。」我
又听见另一个声音从天上说：「
我的民哪，从那城出来吧！免得
和她在罪上有份，受她所受的灾
殃；因她的罪恶滔天，神已经记
得她的不义。她怎样待人，也要
怎样待她，按她所行的加倍地报
应她；用她调酒的杯加倍调给她
喝。她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
也要使她照样痛苦悲哀。因她心
里说：『我坐了皇后的位，并不是
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
天之内，她的灾殃要一齐来到，
就是死亡、悲哀、饥荒。她将被火
烧尽，因为审判她的主　神大有
能力。」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
一同奢华的，看见烧她的烟，就
必为她哭泣哀号；因怕她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着，说：「祸哉，祸哉，
这大城！坚固的巴比伦城啊！一
时之间，你的审判要来到了。」

巴比伦代表末世世界系统，它在精
神上与创世记中的巴别塔相连（
注意巴别和巴比伦在圣经的希伯
来语文本中是同一个词）。

上帝看到了这个系统背后魔鬼
的邪恶力量。所以我们应该“从
巴比伦出来”，把自己交给主耶
稣基督，只有他才能拯救我们脱
离即将到来的地球审判。当耶
稣再来临时，他将彻底终结巴
比伦世界体系，并建立他正义的
国度，在其中有和平与正义对于
所有进入的人。要在这个即将
到来的国度中占有一席之地，我
们现在必须悔改并相信福音：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最重
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
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
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1哥林多前
书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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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名为 Quora 
https://www.quora.com 

的网站，您可以在其中发布问题以
讨论任何问题并回答其他人的问
题。最近提出的问题之一是:

“世界有一天会走到尽头吗？”

我对此进行了回复：“是的，
但至少要 1007 年。”我是怎
么得出这个数字的？根据圣
经，某些事件还没有发生：

1.被称为大灾难的 7 年时期，将
在弥赛亚/基督第二次降临地球之
前（见马太福音 24.15-31，启示录 
6-19）。

2.弥赛亚第二次降临后的统治。
根据启示录 20 章，这将是一个 
1000 年的时期，正如希伯来先知
为弥赛亚时代所承诺的那样，为
地球带来和平与正义（以赛亚书 2
、11、撒迦利亚书 14 等）。

3.世界末日，上帝将创造新天新
地，在其中有公义。 （2 彼得 3，
启示录 21）

这些事件的日程是基于前千禧年的圣
经观点，即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不是世

界的终结，而是这年代的终结。在马
太福音 24 章，

耶稣回答了门徒的问题：你来的
征兆是什么？在圣经的授权版本
中，问题被翻成“世界末日”，但
原文中使用的词是希腊词“aion”
，它最好翻译成为“年代”。

弥赛亚再来后会有一个“新年代”
，持续1000年，在此期间他将统治
地球并恢复到神起初希望它的样
子。如果我们将七年的大灾难和弥
赛亚千年统治的1000年加起来，我
们得出的数字是世界末日之前至
少审下1007年。时间可能会更长，
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大灾难期，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

以下是圣经对这个时代末期日子的一
些预言。

1.战争、饥荒、瘟疫和地震将会增加，
导致地球上出现大麻烦。路加福音 
21.10-11。

2.地球将充满暴力，“挪亚的日子怎
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许多人会
害怕将要发生的事情。路加福音 17.26-
27，路加福音 21.25-6，创世记 6.11。

3.会有“同样，就像在罗得的日”（
所多瑪和蛾摩拉）的淫乱。路加福
音 17.28-8，马太福音 24.12，罗
马书 1.24-27，2 提摩太 3.1-9。

4.大面积污染地球，环境问题。以
赛亚书 24 章，启示录 8.6-11。

5.以色列将恢复为犹太人的土
地。耶路撒冷将发生一场冲突，
将涉及世界所有国家。以西结书 
36-9，撒迦利亚书12-14，路加福音
21.20-24，启示录16.16。

6.将有一个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的
全球化进程。一个反基督教的世
界政府将由此产生。启示录 13。

7.技术会有所提升。但以理书12.4
，启示录13.11-18。

8.会有假先知使人误入歧途，对
神和救恩造成混乱。马太福音 
24.5、24.23-27、启示录 17.1-6。

9.人会攻击圣经的基本真理，而反
对传福音的人。马太福音 24.10-
11, 2 提摩太 4.2-5, 2 彼得 2, 
1 约翰 2.18-23。

10.尽管有反对和迫害，福音的
信息将到达所有国家。马太福音 
24.9-14，马太福音 28.18-20。

现在已经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都是耶稣基督即将来临的征兆。
它们也意味着人类正在走向我
在上一篇文章中所写的大灾难

世界終有一天
會終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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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终结，而是这年代的终结。在马
太福音 24 章，

耶稣回答了门徒的问题：你来的
征兆是什么？在圣经的授权版本
中，问题被翻成“世界末日”，但
原文中使用的词是希腊词“aion”
，它最好翻译成为“年代”。

弥赛亚再来后会有一个“新年代”
，持续1000年，在此期间他将统治
地球并恢复到神起初希望它的样
子。如果我们将七年的大灾难和弥
赛亚千年统治的1000年加起来，我
们得出的数字是世界末日之前至
少审下1007年。时间可能会更长，
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大灾难期，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

以下是圣经对这个时代末期日子的一
些预言。

1.战争、饥荒、瘟疫和地震将会增加，
导致地球上出现大麻烦。路加福音 
21.10-11。

2.地球将充满暴力，“挪亚的日子怎
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许多人会
害怕将要发生的事情。路加福音 17.26-
27，路加福音 21.25-6，创世记 6.11。

3.会有“同样，就像在罗得的日”（
所多瑪和蛾摩拉）的淫乱。路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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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面积污染地球，环境问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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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色列将恢复为犹太人的土
地。耶路撒冷将发生一场冲突，
将涉及世界所有国家。以西结书 
36-9，撒迦利亚书12-14，路加福音
21.20-24，启示录16.16。

6.将有一个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的
全球化进程。一个反基督教的世
界政府将由此产生。启示录 13。

7.技术会有所提升。但以理书12.4
，启示录13.11-18。

8.会有假先知使人误入歧途，对
神和救恩造成混乱。马太福音 
24.5、24.23-27、启示录 17.1-6。

9.人会攻击圣经的基本真理，而反
对传福音的人。马太福音 24.10-
11, 2 提摩太 4.2-5, 2 彼得 2, 
1 约翰 2.18-23。

10.尽管有反对和迫害，福音的
信息将到达所有国家。马太福音 
24.9-14，马太福音 28.18-20。

现在已经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都是耶稣基督即将来临的征兆。
它们也意味着人类正在走向我
在上一篇文章中所写的大灾难

时期（马太福音24.15-31）。在
这个时候，将会有一个‘麻烦的
时期’，与以往任何时候都差很
多，也不会再次发生。希伯来先
知也在以赛亚书24章、耶利米书
30章、但以理书12章等经文中谈
到这样的时间。耶稣还说，若不
减少那些日子，凡血肉之躯的就
没有一个能得救，这意味着这
将会变成地球上生命的终结。

这是七年时期的证据是基于对但
以理书 9.20-27 中“七十年”预
言的解释，这七年将结束这个七
十年代时间。这一次将开始于即
将到来的敌基督者和以色列之间
的某种和平协议。在这段时间的
中间，耶稣在马太福音 24 章中
提到的可憎的荒凉『施行毁灭的
亵渎者』将被设置在圣地，导致最
终的审判倾倒在那些负责任的人
（即将到来的敌基督者）身上。

启示录第 6-19 章更详细地描述
了这段艰难时期。根据启示录 6 
章，其中包含著名的天启四骑士，
七年的苦难期将从一个被称为野
兽或敌基督者开始，骑着“征服
和征服”。他上台之后将是战争、
饥荒和大规模死亡。在大灾难的
七年中途，野兽的形象将被放置
在圣地（荒凉的可憎之物）并野
兽印记系统（666）将被引入。

启示录13.5说这将持续 42 个月，
即3.5年，即七年期间的后半部分。

世界終有一天
會終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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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书9.27说可憎的荒凉的将在
一周中间（7 年的中途）设立，但以
理书7.25谈到“一（次）年、两（次）
年、又半(次)年”（总计 = 3.5 年）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大灾难是一个
7年的时期，分为两个3.5年的半。在
此期间，人类的堕落和堕落将达到
极致，并会受到了上帝的审判。

其中的亮点将是野兽印记系统，
该系统将试图通过让人们在右手
或额头上获得一个印记来控制人
们，这将使他们能够买卖（参与社
会）。正如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描
述的那样，该系统可能会使用先
进的技术来实现这一点。要获得
印记，你必须崇拜野兽的形象。
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会被社会
淘汰。如果你这样做，你将永远下
地狱。启示录 13.14-18、14.9-11。

上帝的审判将倾倒在这个邪恶的
制度上，最终它将在“巴比伦的
陷落”中崩溃（启示录 18 章）。

许多人会在大患难期间抗拒它并
转向基督（启示录7）。这些人将面
临野兽（敌基督者）的迫害（启示

录13.9-10）。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
杀，尽管会有幸存者忠于耶稣，将
拒绝印记并在这次幸存下来。地
球历史上这个可怕的时刻将随着
哈米吉多顿战争和基督第二次降
临地球而结束（启示录16.12-16, 
19.11-21），当时他将摧毁野兽的
统治和「世上的国已成了我们的主
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了。他要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11.15）。

耶稣再来时，将以万王之王和万
主之主的身份降临，并拥有上帝
的一切力量。他将扔这个野兽和
他的假先知直接下地狱。他会带
着所有在教会时代死去的真信徒
回来。他们将被那些在教会被提
时还活着的人复活并加入（（犹大
书14-15，启示录19.14，撒迦利亚
书14.5，帖撒罗尼迦前书 4.15-18
）。他将复活所有旧约信徒（但以
理书 12.1-3，13）和所有在大灾难
期间被杀的信徒（启示录20.4）。

那些在大患难中幸存下来的人将被
聚集在“分别绵羊、山羊”的审判
中，那时山羊（不信的人）将被赶出
地球，绵羊（信徒）将进入弥赛亚
王国并在千年统治期间重新居住
在地球上（马太福音 25.31-46）。

然后主耶稣将接受他的弥赛亚
统治，从复兴的耶路撒冷统治
世界，并为世界带来和平与正义

（以赛亚书2.1-4，撒迦利亚书
14，启示录11.15，启示录20）。

在此期间，魔鬼将被束缚在一个
叫做深渊的地方，无法欺骗生活
在地球上的人（启示录20.1-3）
。这段时间结束后，魔鬼将被释
放一段时间，而出去聚集那些反
抗主的人为了来进行最后的战斗
（启示录20.7-10）。圣经指出，
大患难幸存者将会生下孩子，尽
管他们将生活在一个很好的世
界中，但其中一些人还会得罪主
而犯罪（以赛亚书65.20，撒迦
利亚书14.17-19，启示录20.8）。

在这一点上，上帝将带来世界
末日，并创造新天和新地，被
救赎者们将永远生活在其中：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
日，天必在轰然一声中消失，天体
都要被烈火熔化，地和地上的万
物都要烧尽。既然这一切都要如
此消失，你们处世为人必须圣洁
敬虔，等候并催促　神的日子来
到。因为在那日，天要被火烧而消
灭，天体都要被烈火熔化。但照
他的应许，我们等候新天新地，其
中有正义常住。彼得后书3.10-13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
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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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犯罪（以赛亚书65.20，撒迦
利亚书14.17-19，启示录20.8）。

在这一点上，上帝将带来世界
末日，并创造新天和新地，被
救赎者们将永远生活在其中：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
日，天必在轰然一声中消失，天体
都要被烈火熔化，地和地上的万
物都要烧尽。既然这一切都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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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虔，等候并催促　神的日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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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里，从天而
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娘打扮整
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
从宝座出来，说：「看哪，　神的
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
他们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
与他们同在。　神要擦去他们
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
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
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 21.1-4

那些没有被救赎，名字不在生命册
上的人，将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中
受到审判。

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就
被扔进火湖里。启示录20.15

这就是世界末日将发生的事情。

那么，剩下的1007年呢？

我所提出剩下的1007年份，实际
上只有如果大患难是今年开始
的而能发生，但很可能事情不会
这样发生。所以我说“至少”还需
要过1007 年，但可能不止于此。

在末期日子场景中必须发生另
一个事件。我们不知道这个事件
会发生在哪一天或几小时。可能
是明天，也可能是未来几年。

这 个 事 件 被 称 为 教 会 的

Tony’s talks.

Since the lockdown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use The Bridge Christian 
Fellowship building for meetings.  We 
have continued to hold weekly meetings 
livestreamed on the Internet.  These 
have attracted a lot more people than 
usually come to our services on a 
Sunday.  We have filmed and recorded 
the talks on the Internet at www.
bridgelane.org.uk (You tube section) and 
at www.lightforthelastdays.co.uk under 
‘Tony’s talks.’  You are invited to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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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提 。它 在 帖 撒 罗 尼 迦 前
书 4 .1 6 - 1 8 中 有 所 描 述 ：

因为，召集令一发，天使长的呼
声一叫，　神的号角一吹，主必
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
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
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
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
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
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

在这次活动中，所有作为耶稣基
督的信徒而死并复活的人以及在
被提时还活着的人都将举行一次
聚会。他们将被超自然地吸引到
空中（在这个领域之外的某个天
堂空间中）与主相遇。至此，我们
凡人的身体将变成不朽的身体，
不再受疾病、衰老和死亡的影响
（哥林多前书15.50-58）。这样我
们就永远与主同在。所以他将在
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如果祂在天
上，我们就会在天上与祂同在。如
果他回到地球，我们将在地球上
与他同在。在那里是值得的，因为
无论他在哪里，都会是荣耀的。所
他不在的地方，那边都会很可怕。

根据马太福音24.36-44，这件
事将在未知的日期发生，我
们应该为它随时做好准备。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
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

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挪亚的
日子怎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
在洪水以前的那些日子，人照常
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
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
都冲去。人子来临也要这样。那
时，两个人在田里，一个被接去，
一个被撇下。两个女人推磨，一
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所以，你
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
哪一天来到。你们要知道，一家
的主人若知道晚上什么时候有贼
来，就必警醒，不让贼挖穿房屋。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在你
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相信末期日子预言的基督徒对
这一事件何时发生有不同的看
法。有人说它将在七年大患难期
间之前，患难后或患难中期而发
生。我进行了一项名为“欧米茄
课程”的研究，可应要求提供，
着眼于所有三个选项的原因。

我得出的结论是，大患难前
的被提最有可能是正确的，
尽 管 我 承 认有 充 分 的 理 由
相信不同的观点，基督徒不
应 该 在 这个 问 题 上 争 吵。

根据预言，耶稣将会以像“像贼
在夜间”出现，出人意料且不经
预告。耶稣说：“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
就来了。”这种概念最适合大患难

前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教会的
被提可能在现在任何时候发生，
因此我们需要随时为这一事件做
好准备。如果它发生在大患难的
中期或者患难结束后，则只有在
大灾难时期所描述的某些事件发
生之前，它才能发生。由于这些尚
未发生，因此不可能立即发生。
由于事件尚未发生，我们应该对所
有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如果劫前被
提的观点是正确的，它随时可能发
生，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好准备。

如果教会的被提发生在大大患难
的中期或末期，我们需要为在那
个时期生活的考验做好准备，这
可能包括为我们的信仰而受苦和

- 2000 年 - 
以色列和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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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教会的
被提可能在现在任何时候发生，
因此我们需要随时为这一事件做
好准备。如果它发生在大患难的
中期或者患难结束后，则只有在
大灾难时期所描述的某些事件发
生之前，它才能发生。由于这些尚
未发生，因此不可能立即发生。
由于事件尚未发生，我们应该对所
有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如果劫前被
提的观点是正确的，它随时可能发
生，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好准备。

如果教会的被提发生在大大患难
的中期或末期，我们需要为在那
个时期生活的考验做好准备，这
可能包括为我们的信仰而受苦和

死亡。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需
要注意耶稣的话：「一有这些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
救赎的日子近了。」路加福音21.28 

我们还需“要 把 握 时 机”，
利用剩下的时间来服侍主，
让 世 人 在 苦 难 中 认 识 他 。

关 于 这 些 事 件 发 生 时 间 的
主 题 还 有 另 一 个 有 趣 的 因
素，我们将 在本文中讨 论。

作为拉比犹太教的中心文本和犹
太法律的主要来源的塔木德在 
b.AvodahZarah9a中有这样的陈述。

‘世界将存在六千年；最初的两
千年是无效的；接下来的两千年
是托拉的时期，接下来的两千
年是弥赛亚的时期。由于我们
的许多罪恶，其中一些已经过去
了，而弥赛亚还没有到来。 ’

- 2000 年 - 
以色列和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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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rael365.com 网站上
的一篇文章解释了这一点：“塔
木德 (Tractate Avodah Zarah 
9a) 指出世界将持续 6,000 年。
这分为三个时期：2000 年来，
世界空无一人，下去的2000 年
来世界存在于“托拉”中，最后 
2000 年将是弥赛亚可能到来的
时代，这取决于人类的行为。在 
6000 年结束时，弥赛亚必须到
来，即使人类还没有做好准备。”

持续2000年的荒凉，据说是从
亚当到亚伯拉罕的时期。据说
下一个2000 年托拉期间是从
亚伯拉罕（或摩西）开始的时
间。然后这导致了2000年的弥
赛亚时代。按照这个推算，我们
现在应该是在弥赛亚的时代。

中世纪的犹太评论员辣什解释
说：“经过 2000 年的托拉，弥
赛亚将会到来，邪恶的一代将
会终结，以色列的征服将被终
止，这是上帝的旨意。”根据辣
什的解释弥赛亚还没有来的原
因是因为以色列的许多罪孽。

辣什说弥赛亚来不是因为我
们的罪，但新约告诉我们这正
是弥赛亚来的原因。他来拯救
我们脱离罪恶，并应验了以赛
亚受苦仆人弥赛亚的预言：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

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因受欺压
和审判，他被夺去，谁能想到
他的世代呢？因为他从活人之
地被剪除，为我百姓的罪过他
被带到死里。以赛亚书53.6,8

弥赛亚犹太人和外邦的基督徒
都相信这段经文是在耶稣身上
应验的。因此，我们现在处于弥
赛亚第一次出现之后的时代，
这发生在大约 2000 年前。

《塔木德》不是被圣灵灵感
的经文，但是希伯来先知书
中的一段话也指出了与弥赛
亚出现有关的20 0 0年时期。

先知何西阿谈到以色列将远离
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可是这不会
是一个永久的条件，因为以色列
将在末期日子里归回耶和华：

因为以色列人必多日过着无君王，
无领袖，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
得，无家中神像的生活。后来以
色列人必归回，寻求耶和华—他
们的　神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
后的日子，他们必敬畏耶和华，
领受他的恩惠。何西阿书 3.4-5

拉比大卫泡菜（1160-1235）评论
何西阿书第 3 章：“这是当前外邦
人被掳的日子，我们在外邦人的权
力下，在他们的国王和王子的权力

下，我们没有牺牲对上帝来说，对
假神没有像，没有以弗得(Ephod)，
也没有得拉份（Teraphim）——没
有以弗得就像乌陵与土明一样可
拿来要求上帝预言我们的未来，
也没有对假神用的得拉份。这就
是以色列人目前被掳的情况。”

这段荒凉的时期将持续“多日”
（希伯来语 yamim rabbim）
，这是犹太人在各国中分散的
很长一段时间。当以色列的孩
子们回到主和他们的国王大
卫身边时，这将结束（大卫在
这里谈到大卫的儿子弥赛亚/ 
Mashiach ben David，希伯来语
对执政的弥赛亚国王的称呼）。

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
结束？答案与圣经中记载的时代
或年代的概念有关。在这些时期，
上帝改变了他将他的真理与世界
联系起来的方式。在从摩西到弥
赛亚的这段时间里，上帝通过以
色列和赐给摩西的律法（托拉）传
达了他的真理。随着主耶稣作为弥
赛亚的到来到现在，他通过新约
来传递他的真理。这是由相信耶
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组
成的被圣灵充满的教会的信息。

耶利米书 31.31-34 预言新约
的到来，上帝将与“以色列家和
犹大家”订立新约，借此他们将
认识主并获得罪的赦免，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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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
使徒行传描述了圣灵降临在耶
稣的犹太门徒身上。这发生在
五旬节，就是犹太人的七七节
（Shavuoth），根据拉比犹太
教，庆祝在西奈山将摩西五经交
（托拉）给摩西。五旬节/七七节
发生了如使徒行传 1-2 所记载
的，耶稣弥赛亚复活 50 天后，
以及他离开地球回到天堂后 10 
天。耶稣临行前吩咐门徒在耶
路撒冷等候，直到他们领受圣
灵，然后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

五旬节那天，彼得带领耶稣的犹
太门徒传福音。他的信息是耶稣
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从死里复活。
通过悔改和对耶稣的信仰，我们
可以找到罪的赦免并获得永生。
他向一群犹太人传道，其中 3000 
人因信耶稣而得救。信息从那里
首先传播到居住在耶路撒冷、犹
太和周边地区的犹太人，然后
传播到外邦人到地球的尽头。

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上帝用教
会代替了以色列，而是他用新约代
替了托拉，作为他与人类关系的
基础。教会的新机构是建立在律
法、先知和以弥赛亚为中介的新
约的基础上。耶稣的犹太门徒将
这些事情写在新约中，并且是第一
个将祂的信息传播到世界的人。

使徒行传记载，在早期教会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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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包括
许多法利赛人，确实信了耶稣。
然而，宗教领袖继续反对福音
的信息，并试图阻止使徒宣讲
它。在犹太人反抗罗马人失败后
的 70 年，这导致上帝的审判落
在了那一代人身上，圣殿和耶路
撒冷城被毁。紧随其后的是犹太
人长期分散在世界各国之间。

这是在但以理书 9.26 和路加
福音 21.21-24 中特别预言的。
许多希伯来先知说，在这个时代
的末期日子中，犹太人将返回以
色列土地和耶路撒冷城（以赛
亚书 11 章，耶利米书 31 章，
以西结书 36 章，撒迦利亚书 
12 章）。何西阿的预言表明，
在后期的日子里，犹太人也将回
归主。在何西阿书 5.14-15 中，
我们读到主对以色列说话，说：

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
大家如少壮狮子。我要撕裂，
并且离去，我必夺去，无人搭
救。我要去，我要回到原处，等
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的面；
急难时他们必切切寻求我。

耶稣弥赛亚来到我们的地方，地
球，特别是到以色列的土地和
犹太人民。在公会和罗马总督彼
拉多面前耶稣受到不公正的审
判后，他遭到拒绝并被钉在十字
架上。死后，他从死里复活并向

他的犹太门徒显现了 40 天，
然后回到他的地方（天堂）之
前，他指示了他的门徒这好信息
要带到全世界。在这段经文中，
那个回到他的地方的人说他会
留在那里（在天堂）“直到他们

承认他们的罪行”（他们必须先
悔改和接受耶稣为弥赛亚）。
这种冒犯导致了漫长的岁月流
散，正如主在何西阿书中所说：

我 要 撕 裂 ，并 且 离 去 ，
我 必 夺 去 ，无 人 搭 救 。

在路加福音 21 章中，耶稣在 
70 年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时候
预言了耶路撒冷即将沦陷。这将
导致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国。

「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
就可知道它成为荒芜的日子近了。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

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
要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在那
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就苦
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
也有愤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
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
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
的日子满了。」路加福音 21.20-24

关于耶路撒冷将被外邦人践踏统
治的预言「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
了」，这表明外邦人在整个时代对
耶路撒冷的持续控制，直到末期
日时代间以色列人将回到自己的
地并耶路撒冷会成为以色列的中
心而弥赛亚耶稣回归后上帝在地
球上的王座。目前以色列作为一
个国家的复兴以及犹太人重新聚
集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土地是
弥赛亚即将再次来临的迹象（以
西结书 36，耶利米书 31，撒迦
利亚书 12，路加福音 21.24）。

这个过程始于 1948 年以色列作
为一个国家恢复国家和 1967 年
占领耶路撒冷老城的事件。它将
完成在耶稣第二次降临时。正如
但以理书 2.44-45 ，但以理书 
7.13-14 和撒迦利亚书 12-14 所预
言的，这将是“外邦人的时代”（
外邦人统治耶路撒冷）的终结。

据上帝的救恩应许而言，不信的
以色列被搁置一旁，以便救恩临
到外邦人（见罗马书 11 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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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犹太门徒显现了 40 天，
然后回到他的地方（天堂）之
前，他指示了他的门徒这好信息
要带到全世界。在这段经文中，
那个回到他的地方的人说他会
留在那里（在天堂）“直到他们

承认他们的罪行”（他们必须先
悔改和接受耶稣为弥赛亚）。
这种冒犯导致了漫长的岁月流
散，正如主在何西阿书中所说：

我 要 撕 裂 ，并 且 离 去 ，
我 必 夺 去 ，无 人 搭 救 。

在路加福音 21 章中，耶稣在 
70 年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时候
预言了耶路撒冷即将沦陷。这将
导致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国。

「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
就可知道它成为荒芜的日子近了。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

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
要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在那
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就苦
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
也有愤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
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
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
的日子满了。」路加福音 21.20-24

关于耶路撒冷将被外邦人践踏统
治的预言「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
了」，这表明外邦人在整个时代对
耶路撒冷的持续控制，直到末期
日时代间以色列人将回到自己的
地并耶路撒冷会成为以色列的中
心而弥赛亚耶稣回归后上帝在地
球上的王座。目前以色列作为一
个国家的复兴以及犹太人重新聚
集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土地是
弥赛亚即将再次来临的迹象（以
西结书 36，耶利米书 31，撒迦
利亚书 12，路加福音 21.24）。

这个过程始于 1948 年以色列作
为一个国家恢复国家和 1967 年
占领耶路撒冷老城的事件。它将
完成在耶稣第二次降临时。正如
但以理书 2.44-45 ，但以理书 
7.13-14 和撒迦利亚书 12-14 所预
言的，这将是“外邦人的时代”（
外邦人统治耶路撒冷）的终结。

据上帝的救恩应许而言，不信的
以色列被搁置一旁，以便救恩临
到外邦人（见罗马书 11 章）。然

而，经过多年的分散，犹太人仍然
是一个可识别的民族，准备在这
个时代结束时恢复到上帝面前。
上帝的救恩应许而言，不信的以色
列被搁置一旁，以便救恩临到外
邦人（见罗马书 11 章）。然而，
经过多年的分散，犹太人仍然是
一个可识别的民族，准备在这个
时代结束时恢复到上帝面前。

有经文表明，在末世以色列和
犹太人民将成为上帝旨意的中
心（罗马书 11.11-32，启示录 7
，11.1-13）。耶稣向耶路撒冷预
言，当他回来时，犹太人会欢迎
他为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并说：

“Baruch ha ba be shem Adonai”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
马太福音 23.39

撒迦利亚书12章指出，在末世
时，当犹太人重新回到耶路撒
冷，世界冲突正在为这座城市的
地位而肆虐时，上帝将显示那
位被刺穿（被钉十字架而死）为
唯一的儿子上帝和人子——耶
稣/弥赛亚耶稣：「我要将那施
恩与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
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那位。他们必
为他悲伤，如丧独子，又为他哀
哭，如丧长子。撒迦利亚书12.10

在何西阿书第6章中，有一个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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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归向主，并应许复兴以色列的命
运。来，我们归向耶和华吧！他撕
裂我们，也必医治；打伤我们，也
必包扎。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
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要认识，
要追求认识耶和华。他如黎明必
然出现，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霖，像
滋润土地的春雨。何西阿书 6.1-3

然后，主将扭转审判的工作（
他撕裂我们，打伤我们）并带
来时间或治愈和恢复(他…也
必医治；也必包扎。) 第二节
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

这里对“第三天”的一种解释
是，它与耶稣在第三天从死里
复活有关。我更喜欢的另一种
解释是，这与 2000 年（两天）
的时间框架有关，当上帝将在
第三天开始时（最后的 1000 
年）将恢复王国给以色列。

在 圣 经 中 ，我 们 有 主 的
日 子 是 一 千 年 的 概 念 ：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更。诗篇 90.4

亲爱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
日。彼得后书 3.8
那么这是否表明弥赛亚第一次

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会有 
2000 年的差距？有人曾经抱着
这个想法，对2000年与基督再来
有关而感到过兴奋，但2000年并
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 2000
年是耶稣诞生后的2000年，尽
管他可能出生在公元前4年之间
和1BC。公元前/公元纪年系统是
由罗马学者狄俄尼索斯·埃西
古斯（Dionysus Exiguus）在公
元五世纪建立的，他在计算耶稣
出生日期时犯了一个小错误。

虽然耶稣的诞生是一个奇妙的事
件，但就圣经而言，它并不是引发
当前时代或年代的事件。触发新
年代的事是主耶稣的死和复活以
及在五旬节的圣灵浇灌。上帝启动
了新的时代，通过这个时代，他通
过相信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弥赛亚
耶稣使我们与他自己相处融洽，
并在第三天被埋葬并再次复活。

福音的这一信息催生了由相信耶
稣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真正
教会（教会或上帝的召会）。如果
你在这个日期加上 2000 年，你
就会来到 2030 – 2033 年。

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主
耶稣用他的血印下新约的那
一天，所有相信的人都通过它
获得罪的赦免、永生并认识
上帝（耶利米书 31.31-34）。
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主

耶稣用他的血印下新约的那一
天，所有相信的人都通过它获
得罪的赦免、永生并认识上帝（
耶利米书 31.31-34）。如果你
在这个日期加上 2000 年，你
就会来到 2030 – 2033 年。

那么，我是说这是弥赛亚回归地
球的日期，也是我们前面一篇文章
中描述的时代结束的日期吗？不
一定是因为还有未知的因素。但
至少从预言事件在我们这个时代
迅速发生的方式来看，这很有趣。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期待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看到与圣经预
言有关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
有趣的是，2030 年是联合国的日
期已设定完成其 30 世纪议程。

无论祂再来的日期是什么，主都
告诉我们要守望等候祂的再来，
这是真信教会的“有福的盼望”：

因为，　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
显明出来，训练我们除去不敬
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
过克己、正直、敬虔的生活，等
候福乐的盼望，并等候至大的
　神和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的缘故
舍己，为了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
恶，又洁净我们作他自己的子
民，热心为善。提多书 2.11-14

弥赛亚的回归将实现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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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罗马学者狄俄尼索斯·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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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五世纪建立的，他在计算耶稣
出生日期时犯了一个小错误。

虽然耶稣的诞生是一个奇妙的事
件，但就圣经而言，它并不是引发
当前时代或年代的事件。触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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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五旬节的圣灵浇灌。上帝启动
了新的时代，通过这个时代，他通
过相信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弥赛亚
耶稣使我们与他自己相处融洽，
并在第三天被埋葬并再次复活。

福音的这一信息催生了由相信耶
稣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真正
教会（教会或上帝的召会）。如果
你在这个日期加上 2000 年，你
就会来到 2030 – 2033 年。

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主
耶稣用他的血印下新约的那
一天，所有相信的人都通过它
获得罪的赦免、永生并认识
上帝（耶利米书 31.31-34）。
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主

耶稣用他的血印下新约的那一
天，所有相信的人都通过它获
得罪的赦免、永生并认识上帝（
耶利米书 31.31-34）。如果你
在这个日期加上 2000 年，你
就会来到 2030 – 2033 年。

那么，我是说这是弥赛亚回归地
球的日期，也是我们前面一篇文章
中描述的时代结束的日期吗？不
一定是因为还有未知的因素。但
至少从预言事件在我们这个时代
迅速发生的方式来看，这很有趣。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期待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看到与圣经预
言有关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
有趣的是，2030 年是联合国的日
期已设定完成其 30 世纪议程。

无论祂再来的日期是什么，主都
告诉我们要守望等候祂的再来，
这是真信教会的“有福的盼望”：

因为，　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
显明出来，训练我们除去不敬
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
过克己、正直、敬虔的生活，等
候福乐的盼望，并等候至大的
　神和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的缘故
舍己，为了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
恶，又洁净我们作他自己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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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赛亚的回归将实现以赛亚

关于弥赛亚从耶路撒冷统治
并为世界带来和平的预言：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
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
万国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
民族前往，说：「来吧，我们登
耶和华的山，到雅各　神的殿。
他必将他的道教导我们，我们也
要行他的路。」因为教诲必出于
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
撒冷。他必在万国中施行审判，
为许多民族断定是非。他们要
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
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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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問題的另一面目

全国农民联盟主席 Mynette 
Batters 周日在《邮报》上写道：
“迄今为止，我们完全没有政
府计划或承诺英国将继续其
作为食品生产国的角色。”

全球食品价格飙升使许多家庭
难以负担购物。巴特斯夫人说，
令人惊讶的是，还没有政府提
出“一项明确的计划，以确保
我们维持目前生产的粮食数量”
。她说，由于与俄罗斯的战争，
主要小麦生产国乌克兰在出口农
作物方面遇到的问题导致价格螺
旋式上升。她补充说，不断变
化的天气模式“也使得很难确定
每年世界各地的收成情况”。

nfuonline.com

‘粮食战争’的前景应该促使
世界各国政府采取行动。有句
话说，我们实在是“离无政府状

态只有三餐”——换句话说，
如果人民连续无法吃三餐，他们
就会爆发骚乱。如果倍增这种情
况在许多国家，你就会开始感受
到食物短缺可能引起的剧变。
巴特斯夫人说，英国拥有“生
产食物必要的条件，但我们从
政府那里得到的是“计划占用
更多农田种植树木并为海狸提
供家园。我们已经制定了如何
在绿化带的农田上建造住房的
计划。我们正在农田上快速建
设太阳能农场，农民选择它们
是可以理解的，以减少他们面
临的粮食生产经济风险。 ”

Express.co.uk

政府未能支持粮食生产正在世
界各地发生。有证据表明，联
合国和世界经济论坛(WEF)推动
的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政
策正在造成粮食短缺。这导致
粮食生产减少并接管土地，以
推动联合国的17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1976年被称为“人居一”
的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宣布：
“土地不能被视为由个人控制的
普通资产” 

人居一会议记录

并且私有土地所有权是“因此，
财富积累和集中的主要工具助长

了社会不公正。因此，对土地使
用的公共控制是必不可少的。”

人居一会议记录

在 2021 年 1 月的世界经济论
坛“大重置”提案中，克劳斯·
施瓦布做出了他现在臭名昭著
的“预测”，即到 2030 年“你
将一无所有并感到快乐”。请
注意共产主义统治下的苏联和
中国将农民赶出土地并将其集
体化为国家所有。在这两种情
况下，这些政策，在斯大林和
毛泽东之下都引起了的饥荒。

在世界经济论坛“食品创新中
心”秘书处的总部荷兰，当局
正在实施预计将摧毁该国高产
农业部门的氮政策。该计划还
包括广泛征用农场，因为农民的
土地被抢走。在加拿大、爱尔
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
府的各种努力也在努力根据可
持续发展计划削减农业生产。

论坛网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有一些计
划将农地转为“野化”项目和
植树。正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西
方全球主义机构所建议的那样，
斯里兰卡经济灾难的一个促成
因素是采用绿色政策和有机农
业。这主张禁止合成肥料和杀
虫剂，这大大减少了对该国经济
至关重要的大米和茶叶产量。

有机消费者组织

时代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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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农民赶出土地并将其集
体化为国家所有。在这两种情
况下，这些政策，在斯大林和
毛泽东之下都引起了的饥荒。

在世界经济论坛“食品创新中
心”秘书处的总部荷兰，当局
正在实施预计将摧毁该国高产
农业部门的氮政策。该计划还
包括广泛征用农场，因为农民的
土地被抢走。在加拿大、爱尔
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
府的各种努力也在努力根据可
持续发展计划削减农业生产。

论坛网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有一些计
划将农地转为“野化”项目和
植树。正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西
方全球主义机构所建议的那样，
斯里兰卡经济灾难的一个促成
因素是采用绿色政策和有机农
业。这主张禁止合成肥料和杀
虫剂，这大大减少了对该国经济
至关重要的大米和茶叶产量。

有机消费者组织

在美国，牧场主正在倒闭并出
售他们的土地用于太阳能电池
板以创造绿色电力。比尔盖茨正
在购买大片土地，没有人知道
究竟是为了什么。美国各地的食
品储存中心发生了一系列神秘的
火灾。新西兰已经决定，动物排
放的甲烷正在导致全球变暖，因
此他们对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款
取决于他们拥有的绵羊和奶牛的
数量。这可能会使养殖它们变得
无利可图，因此它们将被淘汰。

纽约邮报

世界经济论坛的网站上充斥着
旨在证明“利益相关者”对食
品供应进行全面转型的信息，
这基本上是指由他们控制的非
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这些努力
的最终目标是减少个别国家和
人民的主权。推动这一议程的
人的意图不是像他们声称的那
样拯救地球，而是加强对人的控
制。斯大林认识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说，“谁控制了食物，谁
就控制了人民。” 在斯大林统治
下的苏联，这导致了数百万人的
饥荒和饥饿（正如为末期日子圣
经所预言的那样）。

Covid 19 的大陪审团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在英国，
我们幸运地摆脱了封锁和无休
止地Covid 疫苗的压力。随着感

时代的迹象



26 www.lightforthelastdays.co.uk

染人数不断增加以及NHS今年冬
天即将到来的危机的警告，这种
情况将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在过去两年中，全
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运动质疑
对 Covid 大流行的处理方式。
最详细的反对声明来自由律师 
Reiner Fuellmich 博士领导的“
大陪审团”程序。证据是在六个
大陪审团法律诉讼中提出的，每
个诉讼持续大约六个小时。可在 
https://stopworldcontrol.com/

jury/ 

上 找 到 对 此 的 摘 要 。 以
下 是 其 中 的 一 些 摘 录 。
一 群 国 际 律 师 、 顶 级 专 家
和 著 名 科 学 家 向 大 陪 审 团
提交了证据，证明CO V I D - 1 9
大流行是一场犯罪活动，目
的 是 建 立 世 界 独 裁 统 治 。
专家们展示了如何使用精神控
制和心理操纵来控制全世界公
众的意见和行为。以下是英国
政府官方文件中的一个例子：
英 国 政 府 S A G E / S P I _ B 
C o v i d 团 队 会 议 记 录 ：

“感知到的风险：相当多的人
仍然没有感到Covid19的足够
的个人威胁；需要使用强硬的
情感信息来提高那些自满的人
对个人威胁的感知程度。”
 英国政府 SAGE / SPI_B Covid 

团队

疫 苗 死 亡 报 告 包 含 实 验
性 Covid-19 注射导致死亡
和 严 重 不 良 事 件 的 证 据 。
以 下 是 他 们 的 一 些 发 现 ：

美国。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VAERS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9 月 17 日，已有 726,963 人遭
受了不良事件，包括中风、心力
衰竭、血栓、脑部疾病、抽搐、
癫痫发作、脑和脊髓炎症、危及
生命的过敏反应, 自身免疫性疾
病, 关节炎, 流产, 不孕症, 快
速发作的肌肉无力, 耳聋, 失
明, 发作性睡病和猝倒症。除了
天文数字的严重副作用外，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报告说，有 15,386 
人因接受实验性注射而死亡。

英国。英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
不良事件的报告，包括失明、中
风、流产、心力衰竭、瘫痪、自
身免疫性疾病等。在第一波免疫
接种后不久，报告了超过 100,000 
起不良事件，其中包括 1260 例
失明（包括完全失明）。同样在
英国，接种疫苗的母亲在短短六

周内流产率增加了 366%。此外，
英国国家统计局无意中透露，在 
2021 年的前 6 个月内，有 30,305 
人在注射后的 21 天内死亡。

这报告还包含来自欧盟和以色列的
类似报告。

这只是不良事件的短期海啸。
全球领先的疫苗经销商、全球疫
苗推广的推动者比尔·盖茨在
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大多数
不良事件仅在两年后才会出现，
这也是疫苗研发通常需要多年时
间的原因。这意味着未来几年的
死亡和残疾浪潮将成倍增加。
特别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被强
加注射，疫苗护照正在实施。

该报告声称，报告的不良事件
不到1%，首先是因为大多数人不
知道存在疫苗伤害报告系统。

其次，过去几十年来，制药行业一
直在对所有试图向公众宣传疫苗危
险性的医学专家进行无情的媒体战
争。一种部署策略是谩骂，并选择
了“反疫苗者”的负面标签来羞辱
和责备所有公开谈论疫苗接种造成
的破坏的科学家、医生和护士。

一些国家现在将公开反对疫苗的
科学家贴上“国内恐怖分子”的
标签。结果，无数医疗专业人员
害怕报告不良事件，这进一步
导致这些副作用的报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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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的医学专家进行无情的媒体战
争。一种部署策略是谩骂，并选择
了“反疫苗者”的负面标签来羞辱
和责备所有公开谈论疫苗接种造成
的破坏的科学家、医生和护士。

一些国家现在将公开反对疫苗的
科学家贴上“国内恐怖分子”的
标签。结果，无数医疗专业人员
害怕报告不良事件，这进一步
导致这些副作用的报告不足。

然而，一些世界专家已经发声。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卢克·蒙塔
尼耶博士发出严重警告，我们目
前正面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
种族灭绝风险。 mRNA 技术的发明
者 Robert Malone 博士现在警告不
要使用他的技术进行这些注射。
德国疫苗开发办公室前负责人兼 
Univac 首席科学官 Geert Vanden 
Bossche 警告说，注射可能会损
害接种疫苗者的免疫力，使他们
容易感染每一种新的变异病毒。
世界各地的主流媒体和政府都将
这一切视为“阴谋论”，但该报
告有大量书面证据支持，其中大
部分来自政府和医疗当局本身。

它 还 显 示 了 如 何 抑 制 治 疗
Covid19的安全且经过尝试的
医疗方法，以推动人们使用疫
苗。它的结论是，实际上有一
个阴谋正在以拯救人类为幌子
引入一种新形式的控制系统。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与唤醒
革命的教条格格不入

在美国达拉斯举行的保守派政治
行动会议 (CPAC) 上，匈牙利总理
维克多·欧尔班 (Viktor Orbán) 
因毫无歉意地捍卫婚姻、传统家
庭单位以及公开反对激进的性
别意识形态而获得起立鼓掌。

“匈牙利应保护一男一女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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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制度！家庭关系应以婚姻以
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为基础。总
而言之，妈妈是女人。父亲是
个男人。让我们的孩子一个人呆
着。句号。讨论完毕。我的朋
友，政治是不够的。这场战争是
一场文化战争。我们必须振兴
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
的大学和我们的社区机构。”

欧尔班在描述他如何取得政治
成功时说，主要因素之一是他的
政府“不妥协地致力于法律和秩
序”，幽默地补充说，他的政
府“决定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性
别，我们需要更多的护林员。”

演讲结束后，政治左翼人士立
即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民选总
理是“专制”和“独裁者”
，坚称支持他的美国人同样
应 该 被 贴 上 这 样 的 标 签 。

“共和党是一个成熟的威权运
动。美国人民已经注意到他们
的极端主义，并厌恶地看着该
党奉承匈牙利独裁者维克多·
欧尔班并剥夺我们的自由，”
左翼媒体网络 MeidasTouch 在
该公司的推特页面上写道。

尽管受到“专制”的指责，欧尔班
似乎主要关注的是他希望限制移民
进入这个小国的愿望，以及他通过
民主进程在社会问题上采取的行
动，例如他的政府决定禁止同性“
夫妻”从收养儿童或他的国家的

法律禁止人们被允许合法地“改
变”他们的性别。他最近在匈牙利
选举中的政策赢得了压倒性投票。

美国的唤醒革命的暴政

许多美国人希望看到欧尔班的执政
风格。我刚刚收到的一篇帖子写
道：“自大流行开始以来，美国
大城市的犯罪率飙升了 400%。与
此同时，伴随着所有的混乱、暴力
和凌乱，贫困以惊人的速度上升。

自然新闻网

在所有这一切其中，民主党人仍
然希望全面取消对警察的资助。
就像电影《逃离纽约》一样，整
个腐烂、恶魔出没的城市是一座
大监狱，居住在那里的任何人随
时都可能死于暴力和无法无天
的境地。看看这看起来有多熟
悉，就像西雅图或波特兰在BLM/
Antifa“和平抗议”期间一样。

记者资源网

与此同时，教师们被告知要向年
仅三岁的儿童灌输激进的 LGBT 理
论。在威斯康星大学，学生们阅
读了一章题为“校园三岁房间里
的又一个同性恋日”的章节，该
章节告诉学生将 LGBTQ 纳入“
三岁儿童日托中心的课程”。
彩虹旗 LGBTQ 课程计划 - 健康学校 

healthyschoolscp.org.uk

学生必须参加名为“多元文化主

义：对话与实地体验”的课程，
该课程要求学生“批评殖民主义
和奴隶制等政治经济的性质和影
响，以及特定的社会建构和歧视性
话语，如种族/种族主义、白人、
贫穷、阶级/阶级主义、性别/性
别歧视、性取向/恐同症、教育领
域及其他领域的不同能力/能力歧
视。”然后，他们必须确定教育系
统是否“通过对文化、种族、社
会阶层、性别和性取向…以及恐
同症等霸权形式的严格审查，反
映了公平和平等的教育机会”。

大学教育课程的学生必须阅读的其
他标题包括：
-“异父权制与白人至上的三大支
柱”；
-“玩弄性别”；
-“当性别框不适合时”；
《跨性别女性宣言》；和
-“在学校支持跨性别和性别广泛
的儿童。”

https://washingtonstand.com/
news/public-school-teachers-
told-to-indoctrinate-kids-as-
young-as-3-in-lgbt-radical-

gender-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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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的异教仪式

在伯明翰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
开幕式是一场庆典主导我们土
地的“多样性宗教”，除了
我们的文化和宗教之外，每
种文化和宗教都得到肯定。据
独立报（29/7/22）报导，开
幕式是一封致伯明翰的“情
书”，其中还包含谴责英联邦
国家反同性恋法律的信息。

另一方面，《今日预言》的一
名记者在观看了这一事件后表
示：“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
到的，我仍然为这种讽刺所表
现出的神秘崇拜感到悲痛”。
读 者 关 心 的 方 面 有 很 多 。
其 中 包 括 以 下 内 容 ：

-BBC官方评论员将高架舞台结构
称为伯明翰的“巴别塔”，它被
视为火源和治愈之源，并在其周
围进行了奇怪的仪式舞蹈。

-令人不安的怪异音乐不断响起（
其中一段来自黑色安息日，自封
为恶魔硬摇滚的先驱）。

-物体漂浮在黑暗的房间里，整栋
建筑也在“移动”；喷着淫秽烟雾
的凶猛铁牛，猩红色的恶魔眼睛发
出火光，所有舞者都向它鞠躬。

变装歌手像半神一样悬浮在天
上；承认“神圣的”古兰经，以
使所有人认识到不同文化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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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坚持；没有提到独一真
神，也没有提到伯明翰数百年的
基督教遗产；令人困惑的仪式展
示与奇异的吟唱——例如，包括
一个狼人型的人物、一个巨大
的“蛞蝓豆”和一个被黑色“恶
魔”拉着的丑陋小雕像。

核心是一头巨大的公牛，旨在连
接伯明翰的公牛环，现在是一个
主要的购物中心，但几个世纪以
来，中央市场可以追溯到中世
纪。仪式结束时出现了名为‘愤
怒的公牛’的生物，一头巨大的
机械公牛，眼睛发出红光。起
初，它处于困境中，对周围的人
都构成危险。一个名叫斯特拉的
角色让这个生物平静下来，然后
所有的人类表演者都聚集在这头
巨牛周围，开始向它鞠躬敬拜。

公牛是中东古神“巴力”的象
征。在艺术描绘和考古发现
中，巴力的形状是一头公牛，
与生育能力有关。显然，根据
迦南人的传说，这位神也击败
了艾尔，并与太阳和雷霆有
联系。在以色列人接触的所

有外国神中，他们似乎最难以
崇拜这个神，从金牛犊开始。

巴力哈达起源于美索不达米
亚，北边叫阿达德，南边叫伊
斯库尔。他早在阿卡德帝国时
期（公元前2334-2218年）就已
被证实，但在第一巴比伦帝国
时期（约1894年至约1595年）
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047-
1750年）垮台后变得更受欢迎
公元前）。然而，正是在这段
时间里，人们开始将公牛视为
他的神圣动物，这将成为他后
来肖像画的一个突出方面。

有趣的是，被称为“摩勒克”
的古代神灵也经常以公牛为代
表。除了性仪式外，摩勒克崇
拜还包括儿童祭祀，或“将儿童
送入火中”。摩勒克神像是一
个牛头男子的巨大金属雕像。

雕像内部或周围点燃了火。婴
儿被放在雕像的怀里或洞里。

当一对夫妇牺牲了他们的长子
时，他们相信摩勒克会确保家
庭和未来孩子的经济繁荣。

公牛也出现在希腊神话中的欧罗
巴。在故事中欧罗巴是一个来自
腓尼基（现代黎巴嫩）的美丽女
人。希腊神宙斯被她的美貌迷住
了，化身为一头公牛，把她带到
了克里特岛。然后他变回人形并
强奸了她。欧洲大陆就是这样

得名的。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大楼
外，有一尊骑着公牛/野兽的女人
的雕塑与这个神话联系在一起。

回到伯明翰，当这只巨大的野
兽被带出时，正在播放来自撒
旦摇滚乐队 Black Sabbath 的
音乐。最初，公牛是狂暴而危
险的，但女人斯特拉站在它面
前。然后，她带领演员们冷静
下来，并将其（根据BBC评论）
转变为爱与光明的象征。注意 
Stella 的意思是星星——评论
中有一点关于星星/路西法坠落
地球的故事。然后所有的人类表
演者聚集在公牛周围，开始向它
鞠躬。公牛平静下来后，三名
妇女被抬起来骑在公牛身上。

这是否让你想起了什么？

我在圣灵感动下，被天使带到旷
野去，我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
色的兽上；那只兽有七个头十个
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
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
子、宝石、珍珠作妆饰，手拿着
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和她
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写着奥秘
的名字，说：「大巴比伦，世上
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
和为耶稣作见证的人的血。我看
见她，非常诧异。启示录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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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在这本杂志上所写的所有内容，都指向圣经中关于我们这
个时代末期日子的预言以及主耶稣基督即将来临的应验。

鉴于此，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呼求主的名来拯救我
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祂再来时迎接祂。

亲爱的天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需要你的宽
恕。我相信弥赛亚耶稣代替我而死，流血偿还我的
罪，并且他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永生。我现在愿意
转离我的罪，接受弥赛亚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和
主。我将我的生命托付给你，并请求你将圣灵送入
我的生命，充满我，掌控我，帮助我成为你希望我

成为的那种人。感谢父亲爱我。

奉耶稣的名，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