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廿四37-39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圣经对世界末日的预言

第十课…

关于巴比伦帝国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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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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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诺亚方舟所在的地点是亚拉烈山，
山底下有些湖泊，开始一条河流，
 圣经上叫伯拉河，
伯拉河
地理上叫幼发拉底河，大河的意思
 流经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
流经土耳其 叙利亚 伊拉克
最后进入波斯湾
1998 这条河出了一个大事情，
这条河出了 个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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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两个国家受到了威胁，告到联合国，2004开了会议，
很多河流是世界性 流过几个国家 大家可以共享的
很多河流是世界性、流过几个国家、大家可以共享的。
会议结束后世界各国签约，土耳其没有签，
 因为幼发拉底河称为人类文明的摇篮，
因为幼发拉底河称为人类文明的摇篮
历史上从没有干过，
既然没干过 我又何必签？
既然没干过，我又何必签？
建了水坝装水、还是要放给你们
 万一上游的水没了，水库里的水是要保留着自己用，
万
游的水没了，水库 的水是要保留着自 用，
下游这些国家说，你有水而我们没水，
这又要表示什么呢？战争开始了，
所以报纸说：将来不是为石油而打，而是为水而打。
启十六12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创世纪是第四条河，是从伊甸园流出来的，
创世纪是第四条河
是从伊甸园流出来的
到启示录，河水终于干了，是神把它弄干了。

水源问题可能会引爆下世纪的中东战争。
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修了廿二个水坝，
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修了廿二个水坝
2005 全部完工、修好一个就开始存水，
对底下的叙利亚 伊拉克讲：
对底下的叙利亚、伊拉克讲：
你们要开始几个月没有水喝…

土耳其每一年都有雪下在高山上，雪水融化，才产生这条河流，
河流所流过的地方 如叙利亚 伊拉克都是沙漠地带
河流所流过的地方，如叙利亚、伊拉克都是沙漠地带，
因为这条河灌溉而成了一些肥沃的土地，
当河水没有的时候 这些地就会恢复为沙漠
当河水没有的时候，这些地就会恢复为沙漠。
启十六12-16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
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
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
世界的最后一天
希伯来话叫作哈米吉多顿。
河水是怎么干掉的呢？固然是神的时间到了…
启十一3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毛衣

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6 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
这二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

很多人说其中有一位是先知以利亚，
一千二百六十天世界上没有雨、天下大旱，
千二百六十天世界上没有雨 天下大旱
就是这条河面临干枯的情形！

可已看到，在末世的时候很多的事情，神认为时间到了，
要结束这个世界的时候 预言 个个都应验
要结束这个世界的时候，预言一个个都应验。
圣经中的预言共 1817 个，
 96.5%
96 5% 都已经应验了，包括过去帝国、
都已经应验了 包括过去帝国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以色列亡国
 3.5%
3 5% 正在应验中，是对末世的预言，
正在应验中 是对末世的预言
以色列已经复国、末世预言一个个出现，
还有 基督出现、
还有敌基督出现、
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
当 96.5% 都应验时，
相信最后的 3.5% 也会按照神的话语一个一个应验。
彼后一19
彼后
19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
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耶五二4 他(尼布甲尼撒王)与耶和华竞争。

萨达姆胡笙说，
他要再一次征服以色列国，
所以当美国与他打仗的时候，
他们的飞弹是拼命打以色列去。
哈一11 他(预言的尼布甲尼撒王)

以自己的势力为神。
萨达姆胡笙以自己的权威到处立像，
老百姓都要在他的像前拍手敬拜他
 过去巴比伦城为泥沙淹覆，
夺权之后 挖出已经恢复
夺权之后，挖出已经恢复
 庆祝宴席上，给所有到场的人一个金币，
背面是尼布甲尼撒王 正面是他自己
背面是尼布甲尼撒王，正面是他自己


在这些世界预言中，有一个指巴比伦王的重现…
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传到他的儿子，国家就亡了，
伦 布
撒
539BC - AD1932 巴比伦亡国了 2470 年，
没有 个王是巴比伦的人 都是外来侵略的人
没有一个王是巴比伦的人，都是外来侵略的人
 1932-1958 伊拉克被英国立了一个国王
 1958 两党革命夺权，国王被推翻，
两党革命夺权 国王被推翻
萨达姆胡笙 (海珊) 的党1979 夺得位置，
当总统之后 曾经宣布
当总统之后，曾经宣布
 要重建巴比伦城，恢复古巴比伦的荣耀，
自称是现代的尼布甲尼撒王的再生
 要再一次去征服以色列国和耶路撒冷


1980-1988
1980
1988 他进攻伊朗，报两千多年前的仇，
他进攻伊朗 报两千多年前的仇

因为巴比伦是被波斯帝国灭掉的，
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
这场战争打了八年，没什么结果。

两个预言在历史从来没应验过，是关于最后的巴比伦…
耶五十44b-45 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
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

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
和祂攻击迦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
和祂攻击迦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
赛十三4 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
有许多国的民聚集哄嚷的声音；
；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

指一场战争

耶五十41a 看哪，有
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
种民从北方而来。

巴比伦或现在伊拉克北边有库德族，有十万军队，
萨达姆胡笙用他们做化学武器的试验。
萨达姆胡笙用他们做化学武器的试验
 1991 老布希总统战争时，没有任何的举动
 2003小布希总统时，他说必须靠这个民族，
小布希总统时 他说必须靠这个民族
但土耳其害怕这个民族强大，
2003年3月27日
年 月 日美国空降部队占领边境，
建立了基地，库德族就可以参战。

耶五十41 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

并有 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 从地极来到
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
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带着许多国来进攻巴比伦的，
圣经上的预言必须要实现…
 可以看出这个大国就是美国，
参加这场战争的共有十四个国家
 不是为了金银财宝或占领土地，
而是正如经上所说的，是被激动
是
所说的 是被激动
美国参加这场战争是为了九一一事件
赛十三3 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

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夸高傲之辈，
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美国的军队是勇士的形象
美国的军队是勇士的形象，
也是矜夸高傲之辈的形象。

那美国什么时候离开伊拉克呢？
耶五一9 我们想医治巴比伦，她却没有治好。

离开她吧！我们各人归回本国。
2003年12月美国要离开伊拉克的预告，

美国想把民主、和平带给他们，
想医治巴比伦，却没有被治好
 最后答案圣经说：
离开她吧！我们各人归回本国。
果然美军最后撤军，
伊拉克比美军还没进去之前，弄得更糟糕！


从世界历史来看，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预言，
 耶利米书用了二章(五十、五一)
 以赛亚书用了一章(十三)
来形容这场战争。

耶五一31-32 通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

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
报告巴比伦王说
「城的四方被攻取了
渡口被占据了，苇塘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
伊拉克的通讯系统在美军进攻时全部轰炸完了，
新闻部长说：美军还远得很呢！
美军进城之后，萨达姆胡笙不见了，
那时我在教会已讲了这两处的圣经，
就有人问：萨达姆胡笙藏到什么地方？
我说：如果这是圣经所预言的话，
那就往圣经上看…
那就往圣经上看
耶五十24 巴比伦哪，你被寻着，

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
果然2003年12月14日，
萨达姆胡笙被捉到。

欧巴马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等于承认战争失败，
伊拉克
伊拉克从那时开始到处无政府状态，
时 始到处 政府状态
这就引进最后「末期北方王」出现。
太廿四15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

「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
当时的听众是犹太人，都知道但以理所说已经应验了：
175BC 发生过马加比革命，
 从北方来的希腊帝国所留下西流基王国，
曾占领耶路撒冷，把偶像搬进圣殿、
在圣殿杀猪、猪的血涂在圣殿的墙壁上
 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对神极大的侮辱，
终于革命 由马加比家族带领
终于革命，由马加比家族带领，
赶走西流基王，恢复圣殿
新约在主耶稣的时代，
新约在主耶稣的时代
有一个修殿节，就是纪念这事件。

什么叫「会意」？是要叫犹太人再次了解
主耶稣所讲「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主耶稣所讲「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不是过去那个西流基王，而是将来要出来的
 但以理所说的北方王在历史上都应验了，
但以理所说的北方王在历史上都应验了
但是这个王一直到末时–世界末了
那我们就分析一下：
那我们就分析
下：
西流基王国所占领的地点，就是现在
伊朗 伊拉克 叙利亚三个国家
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三个国家，
这三个国家最后要统一起来，进攻以色列，
 伊拉克事件是三国要统
伊拉克事件是三国要统一的先兆，
的先兆，
萨达姆胡笙被拿走后，才可能成为一个国
 三个国家有共同的信仰，就是伊斯兰什叶派，
，
斯
派，
他们要等待一个最后的先知
我们看出来，要使得后面事情成立，
伊拉克必须把萨达姆胡笙拿走，才能做出后面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