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东预言

Herbert W. Armstrong 著

这本小册子是由世界神教会出版的非卖品，为公益教育事业提供免费服务之用。

1948，1954，1972 年于美国印制
世界神学院
版权所有



中东预言

中东危机的惊人内幕——及其危机是如何解决的！

处于水深火热的中东危机不断。少有人能认识到动乱背后的真正意义。他们
似乎根本不清楚它预示的危机——全世界的终极危机。

是时候面对现实了！是时候了解预言给我们的启示了。是时候知道导致世界
危机的要因为何——即连续不断出现的危机背后的意义！

想知道答案，只有一种方式。上帝是创世者——他能兴邦也能丧邦——他能
在事情未发生之前预见未来，所以我们才能知道，并有所警戒！

是揭开这一惊天预言的时候了！

揭示未来！

如此动荡不安，水深火热的情形，其真正意义何在？想知道答案，就要了解
一则从未有人知悉的惊世预言——在此之前一直未曾公开过——该预言于 2500
年前就曾预言过世界万国会不断出现危机，乃至最后陷于战乱！

这是圣经中最惊人的预言之一。这则预言比其他任何预言都更为具体，更为
详细地描述了直至现在发生的历史事件。它是圣经中最长的一则预言。但以理书
第十一章记录了这则预言，并描述了即将发生的大战！

但以理书第十章描述了大战的序幕。但以理是在波斯王古列在位第三年获得
这则预言的（但以理书 10：1）。一个“人”，显然是大天使加百列（但以理书 9：
21），出现在但以理面前，使他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但以理书 10：
14）。

“北方之王”和“南方之王”

第十一章的第一句承接了第十章的最后一句。天使对但以理说，“看，波斯
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
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但以理书 11：2-3）。

事实上，波斯还有十二位国王，但只有前四王服从古列王，他们是本则预言
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他们是 Cambyses，伪 Smerdis，Darius 和 Xerxes。最后一
位王，即 Xerxes 是四位之中最富足的，并激励大众攻击希腊国。

后来马其顿的菲利普王计划了一场大战意图征服波斯，其军队中多数都为希
腊人。他在大计未成之前就去世了。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继承了他父亲的
大计并入侵波斯。他与波斯军于公元前 333 年在伊苏斯展开了一场血战（但以理
书 8：2，5-6）。而后，他挥军突袭埃及，并于公元前 331 年，于 Arbella 战役一
举击败了波斯军，之后，亚历山大征服了印度，他战无不胜。

现在请注意预言中的第四句：“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
（方原文作风）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
被拔出，归与他后裔之外的人”。

这些事情是如此惊人而又如此准确的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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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引用上世纪出版的英文权威历史著作，Rawlinson 所著的《古代史
指南（学生用书）》：“他[亚历山大]英年早逝[公元前 323 年 6 月逝世，享年 33 岁]，
未留下子嗣，也没能记录下其才能与功绩”（237 页）。整个王朝群龙无首，陷入
一片混乱。于公元前 301 年，出现了四国分治的局面，如预言所示，亚历山大的
四位将军分而治之。他们是：

1. 托勒密（Soter），统治埃及，属于叙利亚和朱迪亚的一部分。
2. Seleucus（Nicator），统治叙利亚，巴比伦王国及印度东部地区。
3. Lysimachus，统治小亚细亚。
4. Cassander，统治希腊和马其顿。
这是预言的第四句所认证的现实。
现在请注意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此处的预言仅预示了这四国中的两国所采取

的行动：埃及，被称为“南方之王”，因为它处于耶路撒冷的南部；叙利亚，是
北方之王，因为它处于朱迪亚的北部。该预言之所以与这两国有关是因为它们曾
轮流夺得圣地，也因为它们之间的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朱迪亚而战。请看第五句：

“南方的王[埃及]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
权柄甚大”。历史上的托勒密一世，被称为 Soter，使埃及变得越发强盛，超过了
亚历山大的宏伟目标。而他的一位王子，或将帅，Seleucus Nicator，也变得越发
强大。于公元前 312 年借着托勒密在战乱中被俘的机会，于叙利亚立国，加冕称
帝。

第六句讲到，“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连合，南方王的女儿必就了北方王来
立约[边注“权利”或“平等地位”或“联姻”]：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
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她来的，并生她的，以及当时扶助
她的，都必交于死地。”

字字应验！

事如预言所述就在第 50 个年头的年末发生了！
此时的叙利亚统治者，北方之王，是安提阿古二世，被称为 Theos。他的夫

人叫做 Laodice。Rawlinson 在古代史第 251 页提到，“在她的影响下，他与托
勒密 Philadelphus 于公元前 260 年开战，直到公元前 252 年战争才因安提阿古和
Bernice，托勒密的女儿联姻而结束。”

预言中说“生她的人”会死去。而且她和她所嫁的北方之王都无法掌握军权。
他们三个都必交于死地。这一切如此准确地发生了，

Rawlinson 的史书第 251 页和 252 页提到，“Philadelphus[生她的人]于公元
前 247年逝世，安提阿古抛弃了Bernice，并与前妻 Laodice重修旧好，而 Laodice
却因为怀疑他的忠贞，并为保全他儿子 Seleucus（二世）的权利，于公元前 246
年将其杀死……Bernice 也被 Laodice 杀死。”

圣经中只有这一预言如此详细地描述了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读这些王国的
历史就如同在你面前一步步，一句句揭开这一惊人预言的面纱。该预言无疑应验
了！



中东预言

圣地易手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第七句：“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边注，“王
室”]，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击他们，而且得胜”。

她的“本家”或“枝”。她的父母就是她的根。因此，这人必然是她的兄弟，
他会夺得南方之王的王位，令预言应在他的身上。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Rawlinson 在著作的同一页中又是如何描述这一事件的准
确发生的（第 252 页）：

“托勒密 Euergetes[三世，Philadelphus 的长子（第 272 页），也就是 Bernice
的哥哥，她本家的一支]于公元前 245 年入侵叙利亚，为其姐姐 Bernice 的死复
仇……。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他席卷了一切财富。”

但以理书 11 章第 8 句说道，南方之王将金银铸成的宝器掠到埃及去，其统
治时间比北方之王的统治时间长，那时的北方之王是 Seleucus 二世，第九句说他
会回到埃及。正如第七句中所说，他会“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托勒密三世确实
占领了叙利亚的保障，Seleucia，安提阿古港，该国的首都！之后，他于公元前
526 年将无数战利品和 2500 个神像和铸成的偶像带回埃及。Cambyses 被驱逐出
埃及。直到公元前 222 年他才能继续统治埃及，而北方之王 Seleucus 二世已于公
元前 226 年逝世。

当他逝世后，他的两个儿子继承了北国王位；首先是 Seleucus 三世于公元前
226-223 年统治了三年，而后，他的兄弟安提阿古三世，被称为“大帝”，于公元
前 223-187 年在位。Seleucus 二世的两个儿子都召聚许多军兵对埃及发动了猛攻，
为其父亲报仇，并重新夺回 Seleucia 港这一保障。

第 10 句中已经准确预言了这一事件：“他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
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他又必回来再去争战[边注，“再次征战”]，直到南
方王的保障”。

“而且”第 11 句接着说道，“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争战，摆列大
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

安提阿古大帝在 27 年后，收回 Seleucia 他的保障，之后又占领了叙利亚，远
至 Gaza 包括朱迪亚地区。第 10 句末尾的预言随即应验。但是年轻的埃及王托勒
密四世（Philpater）被激怒，带着 20000 名伤兵重创安提阿古大帝；他杀了上万
人，兼并朱迪亚直至埃及地区，第 12 句也应验了。

但是，他却没能巩固战果，因为他急着和安提阿古讲和，解散军队，将胜利
果实拱手相让。第 12 句说，“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仆
倒，却不得常胜”。

“因为”第 13 句接着说，“北方王必回来摆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
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满了所定的年数”或 12 年后，
即公元前 205 年，托勒密 Philopator 逝世，将其王权留给了尚处襁褓的儿子，托
勒密 Epiphanes。之后，安提阿古集聚了一只强大的军队，并获得了完胜。

之后，他与马其顿的 Philip 结成联盟并与其他国王们一起对抗埃及，他们从
南方之王的手中夺得了腓尼基和叙利亚南部。他们获得了部分犹太人的帮助。
Josephus 在犹太历史中写道许多犹太人曾帮助过安提阿古。看，万能的神早在几
百年前就准确地预言了这一切！——

“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
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第 14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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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你手中的圣经！

为了节省篇幅，请读者借此阅读你手中的圣经，读关于该预言的每一句话，
我们也就无需将该预言整幅转载过来。我们在此仅叙述历史事件。

第 15-16 句——“那荣美之地”，指的当然是朱迪亚，这一圣地。安提阿古大
帝围攻埃及，并掳走 Sidon，于公元前 198 年的 Panium 山之战中将埃及在朱迪亚
的势力击溃，之后，安提阿古占领了朱迪亚。

第 17 句——在希伯来语中“立公正的约”（见边注）相当于“同等地位或婚
姻”，但是他所嫁之人却与其倒戈相向。公元前 198 年，安提阿古安排了他的女
儿 Cleopatra（并非公元前 31 年埃及的 Cleopatra）和年轻南方之王托勒密
Epiphanes 的婚礼，期望能彻底占领埃及；但事与愿违。

Rawlinson 在第 254 页中写道，“答应以 Coele-Syria 和巴勒斯坦为嫁妆，却没
有履行”。Cleopatra 并没有真正站在安提阿古一边，因为她知道这一切只不过是
为了占领埃及所使的伎俩。

第 18 句——因此安提阿古于公元前 197 年至 196 年间，将其注意力转向征
服小亚细亚的许多海岛。但是一位罗马将军，Lucius Cornelius Scipio Asiaticus，最
终于公元前 190 年，在 Magnesia 一战中将其击败。

第 19 句——安提阿古后来将其注意力转向其本地东西方向的保障。但是，
就在他为了聚敛财富而试图抢夺 Elymais 的 Belus 东方神殿之时，他于公元前 187
年被杀。

第 20 句——他的儿子 Seleucus 四世 Philopator（187-176），为了筹钱，向朱
迪亚派出一位收税官，Heliodorus。但是他仅仅在位 11 年，后被 Heliodorus 毒害。

第 21 句——他没有子嗣。但是他的兄弟，安提阿古大帝的小儿子，名为
Epiphanes（安提阿古四世），一个卑鄙小人出其不意地用谄媚的话得国。他的助
手 Eumenes 对其施以援助。Rawlinson 于第 255 页写道，“安提阿古[Epiphanes]
在 EUmenes 的帮助下，驱逐了 Heliodorus，并于公元前 176 年夺回了王位。他将
言行伪装成罗马人的样子，极尽谄媚之能事，令其臣民震惊。”

安提阿古 Epiphanes

第 22 句——“同盟的君”指的并不是耶稣。而是安提阿古试图用屈从他的
人来取代这位犹太大牧师。

第 23-24 句——尽管起初只有少数人追随他，但因其“罗马人的行为举止”，
因其极尽瞒骗谄媚的本事，令他成为强盛。

他还入侵了加利利和下埃及。他的父辈们，前叙利亚国王们都曾袒护过犹太
人，但 Rawlinson 在第 255 页中写道，他们“因这位一意孤行的国王所设计的疯
狂之举而陷入绝望之境”。

第 25 句——Rawlinson 于第 255-266 页写道，“安提阿古收到来自托勒密
Philometor[现在的南方之王]的幕僚们的战书……于公元前 171 年攻击埃及。这
位南方之王曾答应将 Coele-Syria 和巴勒斯坦作为王太后 Cleopatra 的嫁妆”
（277-278 页）。但是他在战争中遇到了他的侄子，托勒密 Philometor，这位南方
之王极大极强的军队。可是这位埃及王却被自己人出卖，令安提阿古以智取胜。

第 26-27 句——Rawlinson 在第 278 页继续写道：“Pelusium 一战获胜后，安
提阿古进军 Memphis，以年轻的国王作为人质[托勒密 Philometor，南方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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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他鲸吞全国。”公元前 174 年，南方之王的叔叔设宴。安提阿古装作与年轻
的托勒密联盟，一同对付他的兄弟，Euergetes 二世，但是他们彼此都在试图欺
骗对方。

神境冒渎

第 28 句——公元前 168 年，安提阿古带着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反对并杀
害了许多犹太人，后来又从耶路撒冷神殿带了不少金器回到安提阿古。

第 29 句——同年，他再次入侵埃及，却不如前次般顺利，因为南方之王
Philometor 获得了罗马的支持。

第 30 句——罗马战船来攻击安提阿古，他被迫向罗马战船的指挥官 Popillius
投降，并撤出埃及，将塞浦路斯归还埃及。从朱迪亚回来，他承受着失败的痛苦，
将他的愤怒发泄在犹太人身上，却对那些背弃圣约的犹太人十分关照。

第 31 句——之后，公元前 167 年，即第二年，达到了恐怖的极点。安提阿
古出兵圣地，他亵渎神邸，除掉常献的燔祭（也见但以理书 8：11，24）并（犹
太教历 15，希伯来历）在神殿中放置他渎神的像（Rawlinson，第 255 页）。公元
7 世纪，许多传教圣经的人们将此预言传于回教徒，并在耶路撒冷的疑似古神殿
遗址处建岩顶圆顶寺！但是该预言的每一句话，每个步骤，每个字都预言了现实
的历史事件，正如此处所列举的，所以这一渎神的行为也是毋庸置疑的——即安
提阿古 Epiphanes 于公元前 167 年所立的神像。

预言传至基督及其使徒耳中

第 32 句——安提阿古试图毁灭犹太教。他除掉常献的燔祭，他禁止神殿举
行宗教仪式。他通过巧言勾引犹太人，令他们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

但是——就在此处，该预言与那些古代北方和南方王国的历史事件断了联
系。到此为止，该预言已经在 Seleucidae 或叙利亚北方王国以及埃及南方王国的
历史中一点一点地应验了。但是，如大多的注释所说，一切准确的细节都在这句
话之后突然断了线。

现在，让我们详细看看第 32 句，尤其是后半部分：
“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这就是安提阿古 Epiphanes 做的

事情。但是请注意后半句话：“惟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自公元前 167 年起，人们是从何时开始认识神的，并

能够刚强行事，能够为神服务？答案是，就在马加比时期，即从公元前 166 年起，
和 2 个世纪之后，耶稣基督首次现身和其使徒传教期间！

第 33 句——“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
火烧，或被掳掠抢夺”。

耶稣和其使徒们确实训诲了许多人。但是耶稣被人处死，历史也证明早期的
所有使徒们，除了约翰之外，都牺牲了。而这种情况仍然持续着，直到中世纪，
仍然有成百万的人因为他们的信仰而牺牲。

第 34 句——“他们仆倒的时候，稍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
们。而[第 35 句] 智慧人中有些仆倒的，为要熬炼其馀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
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

这里大致描述了神之臣民的一切行为，从基督所在之日直到现在。比较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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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启示录 12：6，11，13-17 的这些篇章。请注意从那时直到现在末劫时期不断
发生的现象。

第 36 句——该预言所指的新约早期和中期的北方之王是谁？公元前 65 年，
叙利亚被罗马帝国吞并，成为罗马的一个省。罗马王如今控制了朱迪亚，因此上
此处的北方之王指的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国主。该句中说他会据其意愿任意而
行，超过所有的神，他确是如此；因为罗马王令万民对其像对神一样敬奉并献祭。
他就好似神一样。他反对真神，并屠杀一切基督徒。

第 37 句——他的父辈们敬奉申明，但是这些罗马帝王们却自封为神。
第 38 句——罗马帝王们敬奉力量之神，或（边注）军备，制造出世人所未

知的战争武器。“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
所不认识的神”。公元 476 年前，当他们自封为神之后，这些追随其后的帝王们，
从 Justinian 开始，于公元 554 年起用金，银和权力敬奉他们的列祖列宗所不认识
的神。（对比但以理书预言和启示录 17：4，5 和 18：3，16）。

第 39 句——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

预言跳至现世

现在来看看我们所处的现世。
第 40 句——“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如今谁又是“南方之王”？
他不可能是埃及国王，因为公元前 31 年，埃及已经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一个

省，被北方之王吞并了。如今，埃及是一个共和国家，由当地的阿拉伯人统治。
他们并没有自己的国王。

但是，在托勒密三世 Euergetes 统治时期（第 7 句），公元前 247-222 年间，
埃及吞并了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埃及南部（Rawlinson，第 272，273 页）。自
那时起，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所说（“埃塞俄比亚”篇）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曾
两次或三次被同一个政府统治。因此，这两个国家实为一个。而且“南方之王”
的属地中直到 20 世纪仍处于独立状态的唯一地区就是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南方之王

埃塞俄比亚在东非所有国家中是唯一保持独立的国家，其政府和王国的存在
期限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它属于南方之国的南部。因此，该政府是唯一可能
成为南方之王的。

在末劫时期——我们的现世——南方之王会进犯北方之王，在现世就是进犯
罗马！

1895 年，埃塞俄比亚的 Menelik 王派出由 9000 至 10000 人组成的大军攻打
Baratieri 将军率领的意大利军队。

埃塞俄比亚北部是厄立特里亚，属于意大利。而其东南部是意大利的索马里
兰。

1896 年，Baratieri 将军和 13000 人一起试图保卫厄立特里亚抵御埃塞俄比亚
的进攻。他们损失了 4600 名白人士兵和 3000 名当地军兵，3500 多人被俘。

在后来的战斗中，意大利人被打的四散溃逃，因为他们缺乏在山区国家作战
的经验，而且他们在人数上也处于劣势。这次战败使得意大利在非洲的扩张势力
受到重创。



中东预言

至此之后，意大利一直想要报仇！1927 年墨索里尼定立了时间，就在战败后
的 40 年，或 1935 年，就在他准备“最后达成我们的意志，实现我们的权利！”
之时。

1935 年到了。时钟敲响了！墨索里尼进攻了！现在来看看第 40 句：“……北
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
泛滥”。

暴风从空中来袭，扫荡一切。墨索里尼的确派了一支强有力的空军进入非洲！
同时，许多现代“战车”——卡车，坦克等——和战船载满了士兵。100000 多
名士兵驶入埃塞俄比亚。

请注意，墨索里尼的军队是从空中来的！惊人的预言准确的预示了这一点，
即墨索里尼在埃塞俄比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困兽之斗终于结束了。于是，欧
洲又出现了另一位领袖！看看接着会发生什么！

第 41 句——“他必进入那荣美之地……”——即圣地。这件事即将应验。
当复活的罗马帝国占领圣地之时，各国便在这个世纪末进入了最后也是最巨

大的危机阶段！其他预言揭示了罗马帝国的复活会使其屈服于美国和英国！（参
见免费书籍《美国和英国预言》）。

“而且”，第 41 句继续说道，“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
一大半亚扪人必脱离他的手”——约旦 Hashemite 王国的现代属地。这位独裁者
会联合许多其他人——共十人（启示录 17：12）——使古罗马帝国复活。

第 42 句说埃及不得脱离，证明埃及此时并不是“南方之王”。
第 43 句说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墨索里尼征服此地之后，埃塞俄比亚不再

是南方之王）都必跟从他——之后他就会控制它们。意大利在战争过后失去了对
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控制权。

第 44句——东方和北方的消息——苏联和亚洲——必扰乱复活的罗马帝国。
苏联会加入战争！

第 45 句——罗马帝国必于耶路撒冷设立他的宫殿作为复活的罗马帝国的首
都，并最终将其作为宗教中心！撒迦利亚 14：2 说道该城必被攻取！“之后他必
自取灭亡，得不到救助”！这句话指的是这“兽”和“假传教士”最终会死在神
的手上！启示录 19：19-20 和撒迦利亚 14：12 描述了他们的末日。

那么这一惊世预言结尾所述的末日何时来到？但以理书的下一句 12：1 说这
个时间就是正义复活的时间——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到来的时间！

该预言是从描述叙利亚和埃及两国开始的，就在 2300 年前亚历山大大帝去
世之后。但是该预言结束于正义的复活和基督的第二次到来，最终为该地区——
乃至全世界带来和平！显而易见，该预言必会实现！

你准备好见证这一事件了吗？这一刻即将到来。现在是时候做好准备了，因
为基督曾说过，“你们也要预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