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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有許多錯誤的概念、假教師和假先知。我是  

有許多錯誤的概念、假教師和假先知。 

的描述。 

我相信，對於聖經關於這個事件的解釋，主將他的精神  

賦予給我。我不比任何其他人更聰明（但以理書 2:30）。你必須祈禱  

並自己判斷這種解釋的合理性。你將會或者相信這種  

解釋，並採取步驟，以避免如神所願的這種災難，或者什麼都不做， 

靜等到這個事件成為事實。那麼要逃避這種影響可能還為時太晚。 

許多誠實的人，他們非常博學多聞地研究神的道， 

但不能把這張拼圖拼在一起。他們試圖透過借鑒兩場完全不同戰爭的  

經文解釋哈米吉多頓。我描述的這場戰爭發生在米吉多平原的戰爭役之前， 

米吉多平原就是通常說的哈米吉多頓。最簡單的答案就是最好的， 

但也是最難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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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的結果  

我們知道，今天有兩個超級大國，俄羅斯和美國。我們知道，以色列作為一

個國家不承認耶穌基督是彌賽亞。還有其他需要作出的改變。經過這場舊約



和新約中都有描述的可怕戰爭後，以色列將承認耶穌就是彌賽亞 （以西結書 

39:22）。許多以色列人將由他施（英格蘭）的船帶回以色列（以賽亞書 

60:9）。然後道路將被打開，耶穌會按照祂的話迴歸（馬太福音 23:39 

23:39）。在這場戰爭之後，西歐和東方的一股力量將會崛起，成為兩個超級

大國。然後，將為敵基督者（這是一種世界政府的形式）和哈米吉多頓搭好

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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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這一事件將會發生？ 

許多國家將在未來特定時間知道主耶穌基督就是神（以西結書 38:23）。我們

外邦人必須記住，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約翰福音 4:22）。有一天，神會

將猶太人接回，與祂連合在一起（羅馬書 11:23），全以色列都要得救（羅馬

書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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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描述美國的象徵  

舊約中還有一場尚未發起的重要戰役，有些神學家這樣說，我也同意這一點。

在以西結書第三十八和三十九章，有一個國家聯盟將會攻擊並試圖摧毀以色

列。也有一些國家反對攻擊以色列。非常有趣的是要提一下先知異象中古代

國家位置的國家今天的名字。我相信，當先知看這場戰爭時，他把他視野中

的國家標上他當時所知道的名字。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名字在聖經裡沒有被

提到的原因。當然，當先知以聖經中所記載不同時間的異象看到美國時，我

們國家還沒有被發現。沒有我們國家的專門的名字，他們就只有使用盡可能

貼近的語言描述美國。在這一點上我們有一個早先的例子，這個例子由先知

所做。先知瑪拉基書在第四章第五節中受到上帝的啟發，說先知以利亞將在

「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之前被差派去。瑪拉基書（4:5）是說以利亞復活並

迴歸嗎？不是！這節經文意味著，與以利亞非常相似的另一個人將在彌賽亞

之前出生並前往，去準備人心。耶穌基督認定施洗的約翰是與以利亞相像的

那種人，他被預言將在祂前面到來（馬太福音 11:14）。Elias是希臘語的以利



亞（Elijah）。我希望我們不犯猶太人一樣的錯誤，他們不把施洗的約翰認做

以利亞的榜樣（馬太福音 17:12、13）。我相信，「海島」這個單字在某些場

合代表了美國，也許先知在看到他們的異象時不知道一些島國專門的名字。

「海島」這個單字有一些定義可以用來描述美國及其島國盟友。例如，它有

兩個含義是跨海的土地或沿海居住的人。1985年美國的人口預測顯示，我們

50%的人將生活在沿海。如果你把就像內陸海一般的五大湖沿岸一大群人也包

括進來，那麼你現在說的就是美國 50%以上的人口，每年還有更多的人搬到

沿海地區。在未來意義上使用或在一般意義上說到未來時用來描述美國的的

另一個單字，是巴比倫。因為我們在先知異象時是一個未被發現的國家，我

相信他們使用了那個時代（或者過去）的另一個國家的名字，這個國家與美

國最像。巴比倫這個單字意思是「神的大門」。比起美國，有哪個國家要有

更多的傳教士，要做更多事情地幫助有需要的國家，美國也是已知世界上宗

教最自由的國家。真的，我們一直是「神的大門」。那麼我們怎麼能假裝單

字「海島」和「巴比倫」在聖經的適當地方不代表美國呢？以同樣的方式，

以利亞代表了施洗的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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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他施人？ 

用許多學者的話說，名字叫做他施的地方也是不確定的。我們知道，他施人

使用船進行貿易，他們開采錫（以西結書 27:12）。有幾個曾經名叫「他施」

的地方。然而我相信，壓倒性的證據是英國就是他施。英國（大不列顛）的

名字來自「Britannia」這個單字。Britannia是一種銀白色合金，主要是錫、銅

和銻。劫掠英國的維京人也在地中海進行貿易和劫掠。有理由相信，維京人

用英國的錫和銅交易地中海地區的其他貨物。來自大不列顛（他施）的商人

很可能透過腓尼基人與以色列和中東其他國家發展貿易。當羅馬人征服英國

早期的布立吞人時，英國人就有被稱為獒犬巨狗與他們並肩作戰。據說這些

狗起源於亞洲。獒犬是英國現存最古老的狗。這些狗如何到達英國？我相信

這些狗透過與中東的海上貿易到達英國（他施）。在聖經中，對「他施」與

海島相一致的描述是「少壯獅子」（以西結書 38:13）。我們知道大不列顛的

標誌是獅子。在我進一步之前，我想說，這本小冊子與許多小冊子不同在於



鼓勵基督教讀者對發現的資訊給予縝密和虔誠的考慮。透過聖靈的引導自己

來決定，這條記載是否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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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支援或反對以色列？ 

這是古代王國以及現在是哪個國家的名單。除了他施和海島兩個例外，這些

古代王國的大多數名字的位置得到普遍接受。在任何好的聖經地圖集或全面

的分析彙編中，查找這些名字。 

                                     將會攻擊以色列的國家  

歌革和瑪各位於今天的俄羅斯。 

歌革——古老的西古提或韃靼的羅施、米設和土巴的首領。 

瑪各—— 瑪各的後代，他們的土地被稱為西古提，在亞洲  

和歐洲的北部。 

米設、土巴和陀迦瑪位於今天的土耳其。 

陀迦瑪—— 亞美尼亞北部的歌瑪之子。 

米設——雅弗兒子的後裔，莫斯希或 Mosochi。 

土巴——Tibarenes，黑海南部和 Colchis西部。 

波斯今天被稱為伊朗。 

古實今天被稱為衣索比亞。 

利比亞今天被稱為利比亞。 

歌瑪的後裔遷徙到了歐洲。作為歌革和瑪各（蘇聯）的盟友，它們主要代表

東歐或華約國家。 

 歌瑪——他們定居在黑海北部，然後向南  



向西散佈到歐洲的遠端。 

反對攻擊以色列的國家  

示巴和底但位於今天的沙烏地阿拉伯。 

示巴——阿拉伯半島西南部或在曼德海峽附近非洲的一塊土地。 

 底但——西拉和鹽海之間以東附近一個區域，距離以東不遠。 

他施不能明確定位。我個人認為，他施位於今天的英國。 

以色列今天被稱為以色列。 

「海島」不能明確定位。我個人認為，海島就是美國，也可能還有其一些島

國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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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這場戰爭開戰？ 

在描述這場戰爭時，使用「末後的日子」這個短語（以西結書 38:16）。這句

短語在描述彌賽亞期間或之後的時期時用過多次。另一個關鍵是要知道什麼

時候，所有這些國家必須完全結成盟友，才能對以色列作戰或為以色列而戰。

根據經文，所有這些國家中只有一個今天沒有站隊。這個國家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今天是美國非常忠實的盟友，就像曾經的伊朗（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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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打這場戰爭？ 

有幾個原因。以色列家將在那一日後知道耶和華（以西結書 39:22），（撒迦

利亞 2:11）。耶和華的名字將在其他國家面前顯為大、顯為聖（以西結書 

38:23）。像古巴比倫一樣的未來國家將因其罪惡而被毀滅（啟示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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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阻止這個事件？ 



我們不能阻止它。也許我們可以推遲它，但它一定會發生。當約拿向尼尼微

佈道時，大城在他們悔改的時候倖免於難。但是，大約六十年後，尼尼微被

摧毀了。 

美國在這場戰爭中將被如何毀滅？這場戰爭的結局是什麼？我希望當我們學

習這段未來的經文記錄時，我們將能夠認識到這是什麼意思，而不是拿以色

列的錯誤當作榜樣。即使以色列有許多證據，不管是經文和其他東西，他們

並不承認耶穌基督是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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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將如何開始？ 

俄羅斯將會看到，這個地區唯一的反對力量就是以色列。就算是以色列，與

蘇聯及其盟友的軍事力量相比，就像一個沒有城牆的鄉村（以西結書 38:11）。

這樣或那樣的事情為何發生，有著形形色色的猜想。直到事件真正發生之前，

我們將不會知道大部分細節。然而，我們得到作出符合邏輯的決定的所有必

要事實。由於某種原因或者捏造出的藉口，也許沙烏地油田，或以色列戰勝

了某個阿拉伯國家，俄羅斯及其盟國將進攻以色列。看來他們會南北夾擊。

在這場戰爭發生之前，蘇聯將集結軍隊。一般在戰爭實際開始一年之前，將

會被世界注意到（耶利米書 51:46）。在俄羅斯人聚集軍隊開始攻擊時，他們

的一些軍隊將會相互攻擊（以西結書 38:21）。阿拉伯人會打阿拉伯人嗎？進

攻從北向前推進。以色列人失去了如此多的男性人口，按照經文，將會是一

個對七個女人（以賽亞書 4:1）。在絕望中，他們將去美國（巴比倫）尋求幫

助（彌迦書 4:10）。這個叫巴比倫的未來國家可不能是原來的巴比倫，因為

你從聖經學習中知道，古巴比倫不是以色列的朋友，而是征服了他們。俄羅

斯及其盟友對以色列的直接攻擊幾乎完全被消滅。攻擊以色列的所有軍隊只

有六分之一或大約 15%倖存（以西結書 39:2）。可能因為美國（海島）的這

次成功的反擊，將會有瑪各與「海島安然居住的人」（美國）之間發生的核

戰爭。這個未來的巴比倫（美國）將作為被列為以色列的贖價被送出來（彌

迦書 4:10）。正如埃及在過去以及一樣，並可能再次重演（以賽亞書 43: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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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過去和未來的巴比倫  

在啟示錄第 18章中，對未來巴比倫被毀有一段非常生動的描述。聖經為什麼

說的是巴比倫，而不是埃及、亞述或者那個時代的其他國家？原因很簡單。

所有的證據很容易讓人將耶穌基督認定為彌賽亞，儘管許多人拒絕相信這一

點。所以，在先知眼中，最像這個新的隱藏國度的國家也是古巴比倫。當你

比較這古巴比倫和美國這兩個國家時，它們相似的程度引人注目。古巴比倫

商業中心和世界經濟大國，正如美國今天的樣子。兩國都有非常強大的軍事

力量。古巴比倫的占星家對星辰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今天，在美國有很多占

星書籍和每天報紙上的文章，說的是你頭頂上的「星相」，提供對一天運勢

適當預測。在一個名叫居魯士的人征服古巴比倫的很早以前，他的名字和事

跡就已經被預言到（以賽亞書 44:28. 45:1）。我認為這個未來的巴比倫就是

美國，這個國家將被毀滅，在它毀滅前也是很早就已有預言（啟示錄第 18

章）。用聖經的話說，這兩個國家都是頃刻間灰飛煙滅。古代巴比倫被一個

自己人的背叛毀滅了。1985年，美國和西歐曾經有過多少由自己人演出的間

諜醜聞。按照歷史記載，這個人領著居魯士攔住流過巴比倫城牆的河水，讓

梅德人和波斯人在夜裡進入城市，在很短的時間內征服了巴比倫（但以理書

5:30,31）。通常情況下，要打下巴比倫這樣的城池，就算不會花上好幾年，

至少也要幾個月的時間。即便如此，還不能保證能否打得下來。啟示錄第十

八章所述的未來巴比倫（美國）在一個小時內被摧毀。如果你告诉我第一次

听到的某些东西，但是要告诉我在神的道同一章中告訴我三次，不因该被忽

視。只有在現代核戰爭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破壞下，一個國家才能如此徹底和

快速地遭到摧毀。今天，我們的洲際彈道飛彈可以在大約四十五分鐘內擊中

蘇聯的目標。蘇聯潛艇發射的核飛彈在八分鐘左右就可以擊中美國的目標。

令人非常恐懼的是，美國和蘇聯正在讓他們的飛彈越來越先進，步伐之快甚

至讓我所提供從發射到命中目標的時間可能在這本小冊子印刷時就已經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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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對美國及其覆滅的描述  



我相信，舊約和新約中都記載了美國的覆滅。在以西結書 39:6中，由欽定版

聖經清楚地說出，我引用一段：「我要降火在瑪各和海島安然居住的人身

上」。我已經描述了海島和瑪各這些單字，所以讓我們來「安然」這個單字。

「安然」這個單字在希伯來語中有兩個含義。「安然」這個單字的一個意思

是安頓下來。「安然」這個單字的另一個意思是是相信自己非常安全，無需

警覺。除了以西結書 39:6之外，後者的另一個例子是士師記 8:11，用的是

Tregelle提供的葛聖紐希伯來-迦勒底辭典的翻譯。我相信，如果被降火在身

上，你絕對不會安全，有的只是一種虛偽的安全感或安然居住。因此，認為

欽定版聖經的解釋正確是符合邏輯的，即使聖經的某些其他譯本並不一致。

以西結書 39:6中所使用的單字「火」有幾個不同的含義。從希伯來文辭典所

引的這些含義之一如下：「在希伯來語中使用火和燃燒來指定任何破壞，無

論是對人還是對物。瑪各和海島這兩個國家將肯定會遭受嚴重的破壞。在啟

示錄中，有一整章（第 18章）用來描述這個未來巴比倫所蒙受的這種可怕破

壞。讓我們暫時假裝我們不知道這個未來的巴比倫是哪個。在啟示錄第 18章

第 4節中，使徒約翰說「他聽見從 天 上 有 聲 音 說 ： 我的民哪，你們要從

那城出來，免得與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災殃。」 換句話說，基督徒將受

到召喚逃出那個國家，所以他們不會因為那個國家犯下的罪而被毀滅！這個

未來的巴比倫將是一個有許多基督徒的國家。我們有一個羅得的例子，因為

他是正義的，所以在所多瑪和蛾摩拉的傾覆中倖免於難。我相信，主會在祂

所定的時間喚醒人們，召喚我們逃出去。神不希望我們留下來被毀滅，而是

活下來，直到地極，作祂的見證（馬太福音 28:19）。對引起所多瑪和蛾摩拉

罪孽的特徵，描述是糧食飽足、大享安逸（以西結書 16:49）。我們到處充斥

的食品雜貨店、食品券和每週更短的工作時間是不是就是這樣描述美國的？

在啟示錄 18:6中，巴比倫得到了加倍的報應。唯一受到加倍報應的其他國家

是以色列（以賽亞書 40:2）。我們知道以色列是如何被完全毀滅、打散並遭

受不堪提起的事情。看來神越讓你瞭解祂，如果你背叛祂，將受更嚴厲的審

判（雅各書 3:1）。在啟示錄 18:7中，這個未來的巴比倫覺得不會有傷害降

臨到她身上。這個國家感覺到，在它過得很好時，不會遭受公民的損失。聖

經在八節中說，在一天之內，她的災殃要一齊來到。古代巴比倫被也在一天

之內被毀滅。她的破壞將會產生很大的熱和火。第九節說，焚燒她的煙霧大



到讓其他國家的國王或領導者都能看到。聖海倫山的火山噴發 造成的煙塵據

報導在三個州的空中都可以看到。據說這場火山爆發據稱具有與小型核武器

同等的爆炸力。你能否想像，如果成千上萬的大型核彈頭（蘇聯人就有）在

一個國家爆炸，產生煙塵會有多麼巨大？在十和十一節，地上的君王和商人

對這個未來巴比倫的毀滅深感痛苦悲哀。他們仍不會靠近，「因為害怕她受

的痛苦」。為什麼其他國家不幫她？他們會不會是因為最初爆炸後長時間裡

致人性命和突變的輻射而不伸出援手？我想是的。十二至十四節談論在這個

國家可以看到的所有精美貨物。然而，在這個巨大的毀滅後，在這裡就永遠

不會再見到了！ 

在十五至十七節，這個以紫色、朱紅色和寶石為像徵的世界領先國家，在一

小時內被摧毀。如何可能在一個小時內摧毀一個國家？正常情況下，一個小

國在受到強大得多的國家攻擊時也能堅持更長的時間。這是否意味著這個巨

大的、強大、富有的未來巴比倫是被核武器或其他形式的大規模毀滅性摧毀？

這種煙霧是否污染到讓每個人都害怕施以援手，他們能做的只是站在一邊哭

泣？這是如此恐怖可怕，但這確是真實的，猶如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為了我們

的罪而死。我清除地記得有人問一個在廣島或是長崎原子彈襲擊中倖存的日

本婦女，如果有一場核戰爭，她能想到的未來是什麼樣子。她的說法非常令

人印象深刻。她大致是這樣說的。她說日本人很幸運，有一個美國在破壞後

在那裡幫助他們。在未來任何涉及美國的核衝突中，不會有人像美國幫助日

本人那樣能夠幫助美國。這個未來的巴比倫在其附近必定有大面積的水域。

這個國家必定與幾乎全部有船的國家貿易，因為在第十七節中暗示「連所有

靠海為業的，都遠遠的站著」。在第十八到二十節，許多人會說什麼樣的城

市或國家，像這個未來的巴比倫。在許多情況下，在古代，他們會用大城市

命名這座城周圍的地區，儘管這個地區會包括許多其他城市，會是我們今天

所謂的國家。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古羅馬，它所控制和征服的遠遠超過羅馬城

本身。關於這個未來的巴比倫來說，有一件可怕的事情要說。在第二十節中

暗示，這個未來的國家如此邪惡，以至於神的眾聖徒將因為這個未來巴比倫

的毀滅而申了他們的冤。我們第二十一節有一個例子是聖經中唯一透過把人

拴上磨石扔到海裡來懲罰的罪行（馬太福音 18:6，路加福音 17:2）。這種罪



行傷害無辜的兒童。我相信，這個邪惡國家套上磨石拋入海裡的象徵性毀滅，

代表著對傷害無辜兒童的象徵性懲罰。即使我相信我們的大多數孩子都被愛

被關心，我們的美國在對我們孩子的殘酷上領先全世界。這節經文重複了我

們在這一章中多次聽到過的主題。國家因為沒有認識他們的罪惡將其置於的

危險而被摧毀。第二十二和二十三節表明，許多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都

永遠不復存在。我們的商人是地球上最偉大的人。這些排名有波動，但一度

有五家美國公司被評入全球前十大公司之列。其它國家都無法望其項背。加

州一度被評為世界經濟第十國。在二十三節中說「萬國也被你的邪術迷惑

了」。「邪術」這個單字在希臘語中意味著用毒品施巫術。有大量證據表明，

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滲透著毒品。這一節意味著，不僅我們美國人會受到毒品

的誘惑。許多其他國家的人因為美國的影響而將被毒品誘惑。第二十四節的

這段文字很長時間讓我不能相信美國就是那個未來的巴比倫和在以西結書第

三十九章中提到的那個海島。大家都知道，我們國家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

我們都知道，在美國沒有人會因為宗教原因而被處死。那麼，我們身上如何

有「先知和聖徒的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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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的血來自何方？ 

在做過禮拜後的一個星期天，在我看電視分析師也他們的嘉賓之間談話時，

猶如受到一柄大錘的重重一擊。那位嘉賓是溫斯頓·丘吉爾在二戰期間和二戰

後的助手。當他說到，許多歐洲人讓美國對他們因共產主義而失去自由而負

有責任時，我被深深地觸動。他們還談到，包括許多許多基督徒在內，有几

百上千萬的人被處死，或被送往聞所未聞的奴役營！美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時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我相信主賜給我們這個力量用來幫助別人。相

反，在數百萬人被屠殺時，我們袖手旁觀。自己來研究一下歷史書或任何好

的百科全書。從 1945年到 1949年，我們是世界上唯一擁有原子彈的國家。

有最有生力的（我相信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戰士和裝備已經漂洋過海部署到

位，為什麼我們允許這個可怕的悲劇發生？在俄羅斯人不遵守自由簽署的協

定就會處於美國原子彈襲擊威脅下，他們可能被迫遵守《雅爾塔協定》，讓

那些歐洲國家獲得自由。俄羅斯人很有可能從歐洲國家撤出，而美國不會損



失一兵一卒。據估計，還有五千萬中國人在共產主義統治下被殺害，其中包

括許多許多基督徒。美國在 1946年切斷對反共節節獲勝的蔣介石的軍事物資

供應（不是人員）。1949年 10月，在蔣介石和他的軍隊逃到台灣之後，中

國大陸實際上成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我們可以把中國從共產主義中拯救出

來，但我們卻像對歐洲基督徒一樣，背叛了中國，尤其是中國的基督徒。伍

德羅·威爾遜說，美國「對世界其他地方的命運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我們

有能力如此輕鬆拯救其他基督徒的時候我們卻未能做到，我們該受到如何嚴

厲的審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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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信號  

我相信，神會喚醒其他守望者，他們將在這一刻到來時發出他們離開這個國

家的聲音。這個事件即將來臨有哪些警告信號？ 

1).     土耳其將為俄羅斯提供某種類型的便利。1985年，有發表的報導稱，俄

羅斯透過在蘇聯境內舉行入侵演習，對土耳其施加壓力。 

2).     在這場戰鬥開始大約一年之前，蘇聯及其盟友將會集結相當大的武裝力

量在中東使用（耶利米書 51:45-48）。 

3).     猶太人和基督徒將被召喚離開美國（巴比倫），（撒迦利亞書 2:7，啟示

錄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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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會發生什麼？ 

在前幾頁的事件發生之前，將有另一場將未來巴比倫（美國）與埃及其非洲

盟友捲入的戰鬥。這些盟友將包括衣索比亞（古實人）、利比亞（弗人）、

利底亞（西非國家，路 德 人），呂彼亞（埃及南部的土地，原文作「古巴」）

和所有雜 族 的 人 民 （巴勒斯坦人？），（以西結書 30:5）。這場戰斗在某

種程度上是早期古代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與埃及之間戰鬥的翻版。這段經文

很難理解，因為這兩場不同戰鬥的記錄似乎沒有循著特定的順序。同樣地，



對耶穌基督對聖殿破壞、耶路撒冷的毀滅以及導致他第二次降臨的事件，在

新約裡也沒有按特定的順序記錄。你可能會問，我們如何確定聖經何時在談

論古巴比倫或未來巴比倫。我相信聖經給了我們至少兩條線索。第一條線索

是，在探討與埃及開戰的古巴比倫時，經文通常以對尼布甲尼撒的稱呼，他

是古巴比倫征服埃及時他們的巴比倫國王。確定某些經文是談論古代還是未

來巴比倫的第二條線索是對聖經中給出記錄的描述。關於象徵性的巴比倫

（美國）和埃及與盟友之間這場未來的戰鬥的一些細節，在尼布甲尼撒的巴

布與埃及之間的古老戰役中沒有也不可能發生。對比耶利米書 46:13-26與以

西結書 29:11-15。 

這是一個清單，列出了在巴比倫和埃及的古代戰爭中可能沒有發生、 

但將在未來戰鬥中發生的事件。 

 

  

  

巴比倫（美國）與埃及之間未來戰鬥的特點  

A. 破壞之徹底令四十年之久沒有人獸居住。以西結書 29:11、12。32:13   

B. 埃及人將四散在列邦。以西結書 29:12。30:23、26   

C. 滿了四十年，埃及人將被招聚在一起， 

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必成為低微的國， 

不能再攀到列国之上。以西結書 29:13-15。撒迦利亞書 

 10:11   

D. 埃及將從密奪（埃及北部）到色弗尼   

（埃及南部，現代阿斯旺）到古實（衣索比亞）境界尽被摧毀。 

根據希伯來語辭典，密奪的意思是「塔」。以西結書 29:10，30:6、7   



E.古實人、弗人、路德人、所有外族的人、呂彼亞（「呂彼亞」原文作「古

巴」）人，以及與埃及結盟的人， 

都必與埃及人一起倒在刀下。以西結書 30:5、8   

F.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華。以西結書 29:6、9、16。30:8、25、26。32:15。

以賽亞書 19:21、22   

G. 乘船的使者將使安逸無慮的同盟古實人驚慌並有很大的痛苦。 

以西結書 30:9   

H. 許多埃及人會死去，沒有掩埋就被飛禽走獸  

吃掉了身體。以西結書 29:5。32:4  

I. 在埃及將不能清楚地看到太陽、天空、月亮或星星。以西結書  

32:7、8   

J. 其他國家因為埃及被摧毀而會生氣害怕。埃及  

滅亡的方式會影響其他國家。以西結書 32:9、10   

 

 K. 未來巴比倫將摧毀埃及，不僅僅就像  

尼布甲尼撒那樣打敗這個國家。以西結書 30:24、25、26。32:11、12   

L. 江河將改道，河水將澄清。以西結書 32:14   

M. 從埃及到亞述（伊拉克）的大道。以賽亞書 11:16。19:23   

N. 在這些戰爭後的某日，以色列，埃及和亞述（伊拉克）將一同  

一同敬拜耶和華，成為地上列國的祝福。以賽亞書 19:23-25， 

撒迦利亞書 10:10、12   



埃及發生這場災難至少有三個原因。埃及傾倒的原因是驕傲（以西結書 

30:6），是以色列虛假的希望（以西結書 29:16），這樣他們會認識耶和華

（以賽亞書 19:21、22）。 

因為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亡，從墳墓復活，我的  

讚美是神所悅納的。一切贊頌，永歸於祢！阿們。 

 你們的基督守望者， 

 Boyd E. Bayles III（以西結書 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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