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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世历代以来，有关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或所谓世界末日的
到来，就像“狼来了”的喊声，不知戏弄了多少人，以至今
天，不信有此日子的人，把之当成茶前饭后的笑料；信有此
日子的人则闭口不言，生怕碰钉子。从而，“那日子”无形
中就成了不少信徒传福音的“忌日”。

然而，人们不喜欢被“狼来了”的骗声愚弄是一回事；最后
真的还是“狼来了”，又是另外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
本书就是从客观、理性、明确了解真相的角度，告诉你有关
耶稣再来的日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愿意以温柔敬畏
的心，回应世人对末日的困惑，劝戒人正视圣经关乎救赎和
末日审判的信息，免得人将现在还有的短暂光阴荒废在享乐
和虚度的遗憾中。
简而言之，这日子并非指着某一年，而是指着某一段时间而
言。圣经上明言，它将是一段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为期数
年的大灾难期。
根据圣经的整体观念和数字提示，结合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
社会现实判断，这一段为期好几年的时间，大概就从 2016
开始，过了这大灾难期，主耶稣才会从天而降。
特别是，2017 年很可能是一个会发生天翻地覆般重大变化
的年份。但这并不等于说，2017 那一年就是世界末日，而
是说，它在空前绝后，为期数年的大灾难期中，将占有一个
举足轻重的地位。

虽然，实际上我们仍然不知道主耶稣会在什么时候来（这才
符合圣经上所说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
是，现在我们起码知道，一旦进入 2016 年之后，必将有一
个为期数年的大考验、大审判在等待着每一个人。这就够引
人注目了。

本书将引人入胜地一步步为你剖析得出此一结论的客观理由 。
梦醒了，才知道自己面对着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和极其艰
难的考验，相信你读了本书之后，再进入未来，必认同此话
不假。
2016 转眼就来到了人的跟前，难道你不想知道，随着脚步
声越来越近 2016，接下来大概将有什么事情，会很快地逐
一发生，以及这大灾难期到底会持续多久，并最晚可能在什
么时候结束吗？
2014 年 1 月 31 日

.

一、从《难以相信的预言》说起
上个世纪的末了，当人类即将跨进 2000 年的前夕，大家都
意识到 2000 年是一道重大的坎。当时，世人都在担心所谓
的计算机危机——“千禧年虫”，会不会敲响世界末日的丧
钟。结果 2000 年的元旦日在平安无事中度过，人们才放下
了心中的那块悬挂的石头。

不少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所谓“千禧年”的日子，那
是指着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有的人称之为世界末日。从而 ，
很自然地我们就把 2000 年与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连在一起。
在二十世纪末，有不少论及圣经中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书问
世，其中有一本写于 1999 年，名为《难以相信的预言》
（ 英 文 名 叫 The Cassandra Prophecy: Armageddon
Approaches，作者为 Ian Gurney，上 Amazon 的网站就可
以看得到）。

在这本书中，讲到了圣经《但以理书》中所提到的几个与末
日有关的数字 2300 天、1290 天、1335 天，及《启示录》
中提到的 1260 天等数字，如何与末日连在一起。该书把它
们跟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现代历史连在一起，进而为我们揭开 ，
神最后审判的大日子，可以确定为 2023 年。

也许，看到这里你会说：“又来了！”，甚至于不想再看下
去了。是的，多少年来，有关所谓世界末日什么时候会到来 ，
不知多少人，喊了多少次的“狼来了”，结果人们发现一次
又一次地上当、受骗。

远的不说，才过去不久的所谓 2012 年 12 月 21 日是世界末
日的玛雅预言，不是又落空了吗？难怪，再提起与世界末日
有关的日子，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信和反感。
但是，你不喜欢再受“狼来了”的戏弄是一回事，但最后狼
还是真的来了，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本书，不仅是因为该书中所提及的 2023
年值得注意，更重要的在于该书把圣经中的几个数字，与以
色列的近代历史连在一起，启发我们对于末日的理解，应该
超越以往的模式，进入与当今的社会现实密切联系的另类思
考。
简而言之，《难以相信的预言》一书对于《但以理书》及
《启示录》中的几个日子是这样剖析的：
一般来说，研究圣经的人对主耶稣针对末日所说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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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的人须要会意）”（太 24:15），都是几乎毫无例外地把
其与发生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曾
经一度被安提奥古四世占据和糟蹋的这一历史事件连在一起
的。

但是，《难以相信的预言》一书的作者却以为，这是一种误
解。它乃是指回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死后，掌控回教的势力
占领了耶路撒冷，并在耶路撒冷城东（也叫老城）的位置建
立了圆顶的清真寺，成了犹太教以至延伸到天主教、基督教
的一个蒙羞的记号。而那一时刻，就落在清真寺开工的日期 ，
即公元 688 年。
在圣经上，神曾对先知以西结说：“你要向左侧卧，承当以

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
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
三百九十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
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
侧卧四十日，一日顶一年。”（结 4:4-6）
由此而来，你就可以看到，一年是可以当作一天来计算的。
正是根据这个原则，该书就由 688 年，引出了以下几个具有
特殊意义的年份：


688 年 + 1260 年（把《启示录》所提到的 1260 天
换算成年）= 1948 年 *——这一年，犹太人自公元
70 年，罗马军队摧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在世界各
地飘流了约两千年之后，神迹般地向世界宣告“以
色列”这个国家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688 年 + 1279 年 = 1967 年——这一年，中东爆发
了 6 日战争，刚刚复国才 19 年的以色列人出奇制
胜地从环绕他们的众仇敌阿拉伯国家手中，夺回了
耶路撒冷的老城，从公元 70 年以来，第一次重新
把圣殿山纳入自己的地盘。

也许，你会问，这 1279 的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原来它是由
1260 换算过来的。因为，照圣经的历法，一年按 360 天算，
1260 天就相当于三年半；而公历是按一年 365 天计算的，
比圣经历多出了 5 天，同时四年必有一闰（即加多 1 天），
于是照公历计算的三年半，就比就照圣经历计算的三年半多
了 19 天： 5（天）x 3.5 （年）+ 1（闰年多出的 1 天）=
18.5（天），而取其整数加上 1260 天就是 1279 天。



688 年 + 1290 年（把但以理书第 12 章所提到的
1290 天换算成年）= 1978 年——这一年，以色列、
美国与埃及等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在美国见了面，签
订了大卫营协议。这是以色列人自公元前 1290 年
出埃及之后，第一次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正式和好
的日子。



688 年 + 1335 年（把但以理书第 12 章所提到的
1335 天换算成年）= 2023 年。这一年，就是《难
以相信的预言》一书的作者所提出的大审判的日子，
一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正确，却值得令人注意
的未知数。

除此之外，在《但以理书》中，还提到了另外的一个数字—
—2300 日，它出现于以下这段经文里：“我听见有一位圣
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
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异象〔军旅或
作以色列的军〕，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二千三
百日圣所就必洁净。”（但 8:13-14）

《难以相信的预言》一书，同样把 2300 天当作 2300 年看待，
而其起点，却放在公元前 333 年，理由是这一年希腊的亚力
山大为扩展自己的地盘，以本年的决胜之战为后来彻底取代
波斯帝国一锤定音。


若把公元前 333 年当作起点，经过 2300 年，终点
就落在 1967 年。正如前面所言，那年恰好是以色
列人经过了六日战争，占领了耶路撒冷老城的年份。
它好比亚力山大当年以决胜之战制服波斯帝国，是
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标记。

由上面所谈到的与以色列的近代史连在一起的这些数字——
1260、1290、1335、2300 等等，你可以发现：这一系列的
数字实际上带出了一个时间段（1948、1967、1978、2023
等等），而不是独立的一个时间点。
这就提醒我们，如果你想了解世界末日的真相，就必须从一
段的时间去探讨，否则一点一点瞎猜乱算的结果，必定没有
一个能命中目标。同时，落在这段时间里的每一个数字，都
可能和某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连在一起。这是我们在解读圣经
的末日预言时，一个不得不留意的重要环节。
至此，你也就应该有所醒悟了，为什么历世历代以来，那些
想方设法揣摩主来日子的人会失败？因为一开始他（她）们
就站在一个错误的出发点上。要不是神可怜我们，圣灵让我
们醒过来，人就始终落在“点点滴滴”的陷阱中出不来。
同时，圣经让我们看到，凡是来自神的启示，都被一个双重
见证的原则所限制。也就是说，某一件事，仅凭一个人所说
的并不算数，必须至少有两个人说到同样的一件事，并且得
到相同的结论才行。

从这一点出发，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世界末日应该
以一条时间线段，而不是以一个时间点来思考的立场，以及
有关 2023 年为大审判终点的说法，是否经得起理性的推敲 ，
并同时又符合双重见证的原则。
在进入细节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先跟你讲清楚。那就是，
圣经对有关世界末日的问题，到底是怎么看的。
概况性地说，圣经告诉我们，人类有两次的复活，而这一次
耶稣再来的时候，将为人类带来第一次的复活。届时，那些

有份于头一次复活的人，他（她）从死里复活之后，将会得
到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灵体，从此永永远远地与上帝同在；

而无份与头一次复活的人，如果你在耶稣到来之时还活着的
话，那么，就会随着主的再来而进入千禧年的时代。换言之 ，
人类多少年来所盼望的“世界大同”，人类既健康长寿，又
和谐相处的美梦成真了。
这个千禧年实际上会存在多久我们并不清楚，只知道当它结
束的时候，人类第二次复活的时间也就到了。那时，复活的
人都要在上帝的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如果名字没有记在
上帝生命册上的，最后就会被扔进火湖——圣经也称其为
“第二次的死”。
由此而来，你就要明白，一般我们所提到的所谓世界末日，
都是指着这次耶稣再来之时所要发生的事说的。

并非每一个人碰到“末日”就完了，不管是有份于人类第一
次复活的人，还是有福进入千禧年的人，对于他（她）来说 ，
“末日”之到来，乃是一个美好之“未日”的开始。当然，
如果你想进入如此的“未日”，而不是“末日”，那么在耶
稣降临的前夕，就要与其他人一样经历一段艰难、严峻的考
验，看你是否真的信耶稣，对祂是否能够信靠到底，这是跑
不了的事。
当你明白了此一前提之后，下面希望你能平心静气地继续看
下去，相信对于任何一个诚心追求真理的人来说，也会越看
越“入味”。

.

二、希伯来字母中隐藏的奥秘

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神选用它来写圣经 ，
其中自然隐藏了深奥的用意。希伯来文的字母一共有 22 个，
每一个字母都有独特的含意，同时也与数字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

这 22 个字母以 1 开头，以 22 结尾，它与主耶稣自己在希腊
文新约中所宣告的“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 ，
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 22:13）正好相对应。
当数字 22 与 1 相合的时候，也就是数字 23 出现的时候了，
代表所有的一切都进入“完”了的时刻。

这一个“完”字，对于那些有份于人类第一次复活的人来说 ，
意味着他（她）们已经通过了数字 23 所代表的上帝的审判，
在耶稣里面得到了永生，自己的一生最终进入了完满的结局。

数字 2023 可以视为 2 + 0 + 2 + 3 = 7，而数字 7 代表千禧年，
由此可见，对于无法加入头一次复活行列的人来说，若能蒙
上帝的怜悯过渡进入千禧年，何尝不是一种从头开始的福气？
许多研究圣经数字的人都知道，数字 23 在圣经上带有明显
的审判意义。所以，《难以相信的预言》把与数字 23 紧密
联系的 2023 年称为大审判的日子，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
的事了。
在希伯来文的 22 个字母当中，有一个是和主来的日子密切

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它的第 20 个字母，原意指“头”，
引伸出来的意思是“开始”。换句话说，当你与 20 碰头的
时候，就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的开始，而且，这一新的开始，
又很快就会与结束一切的 22 碰头。
在进一步谈到数字 20 的奥秘之前，先让我们简单地为你介
绍一下有关“数根”的概念。
有关什么叫数根，以及它是怎么算出来的，请你先看一下本
书后面的附录一。当你看完了附录一的内容，知道数根是怎
么一回事了，请再回到这里来，听我们继续为你说下去。
在本书的后面，你还可以看到附录二中有两个图表。它们是
两份大同小异的图表：附录二（1）是数字 1 至 100 的数根
表；附录二（20）是数字 1901 至 2000 的数根表。
如果我们把 100 当成一个整体数段来看的话，附录二（ 1）
的图表就对应数字 1；而附录二（20）的图表则对应数字
20。
从附录二（1）的图表中，你可以发现 9 个数根之中，没有
出现数字 9 的指定循环数根——（136_244）；而附录二
（20）中的图表，却看不见代表人的数字 6 的指定循环数根
——（217_352_160）。
这是为什么？
因为自 1 至 100、101 至 200、201 至 300...... 直到 2101 至
2200，9 个数根在每 100 个数字段中所出现的数目和次数是
不一样的：有的缺这个，有的缺那个，也有 9 个数根都一起
出现的。

这种参差不齐的情形是有其深奥内涵的，因为他们与圣经数
字的含义，及圣经的整体性紧紧联结在一起。
比方说，附录二（1）没有出现数字 9 的指定循环数根——
（136_244），那是因为数字 1 是代表神，祂是活人的神，
所以在一开始相对于数字 1 的 100 个数字中，自然见不到
（136_244）此一循环数根——代表最后进入第二次死的叛
逆受造者。
而附录二（20）中的图表，看不到代表人的数字 6 的指定循
环数根——（217_352_160）， 而且在 2200 个数字中，就
独有对应于数字 20，自 1901 至 2000 的这 100 个数字中，
罕见地缺少了（217_352_160）此一数根，而该数根是直接
与人连在一起的。这意味着，一进入 2000 年，这世界就有
的“人”不见了。
此外，从附录三，你又看到另外的一份图表，它摘录自一本
叫作 The Pattern & The Prophecy: God's Great Code 的书。
在附录三的图表中，罗列了从 1 至 2000 的三角数（也叫
“杨辉三角数”）排列，其中的运算程序可能不是三言两语
能够讲清楚，这里我们也不打算细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上网查看该书：BibleCodes.ca） 。
但是，即使你不清楚这些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也可以容易
地看出，这个表有 50 行，每一行有 40 个数字，50 × 40 =
2000，从第 25 行的中间位置（相当于进入数字 1000），开
始出现数字 5，连续 28 个 5，往后的 986 个数字就与前面的
986 个数字一一对应，再也没有出现什么新的数字了。
照该书说的话，“2000 以后，这一结构就穷尽了，再也没

有什么新的出来。这就像耶稣所说的‘成了！’一样。”
同时，从附录三的图表中，你可以看到代表进入到主耶稣恩
典之中的数字 5，是从中间 1000 的位置开始，28 个 5 毫无
间隔地连在一起的。

这暗示我们，一进入所谓的“千禧年”，神在受造者即人的
身上所要进行的第一次分开的工作就要大功告成了。换言之 ，
人类的第一次复活就到了。
由此而来，我们就看到，当人类一进入 21 世纪，一个前人
从来没有见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必定要发生。那就是有份于人
类第一次复活的人，随着主耶稣的到来，很快就要在宇宙间
亮相了。这些脱离了先前的亚当的旧人行列，加入到末后的
亚当的新人行列的男男女女，是神从无到有创造的“人”，
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所以，你看以上的两个附
录不约而同地奇妙应证了这一点。
我们把附录二（20）与附录三放在一起之目的，无非是想告
诉你，凡来自神的启示，都必定离不开双重见证的原则。附
录二（20）与附录三所要表达的含意是一样的：一进入了
“无人”的 2000，随着三角数系统百位数的寿终正寝，人
类将很快就会见到耶稣再来的面。并且，我们将进入一个与
现今的世界截然不同的新时代。
然而，问题又来了。
相信，有的人必定会问：我们不是已经迈进了 2000 年吗？
即使 2001 年发生了引起整个世界震动的 911 事件，但至今
仍然如挪亚和罗得的日子，人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
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既不看见“大洪水”到来，也

没有发现现代所多玛被烧的镜头，又该如何解释呢？
这又要回过头来，重新看看希伯来字母带给我们的启示了。
前面已经说过，希伯来字母共有 22 个，从第 20 个字母到第
22 个字母还有一站之差，因为中间只隔着第 21 个字母。这
第 21 个字母的意思是“牙齿”。乍看之下，你可能一时难
以摸到它的真正涵义。
然而，联想到圣经多次提到，那些将被神丢进黑暗或火炉里
的人“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就知道这“牙齿”乃带
有审判的含义。由其字根所引伸出来的字——削尖、燃烧、
审判、粉碎等等，不必多说你就知道它们要表达的意思是什
么了。
由此，你就可以明白，这第 21 个字母乃是象征审判，从 20
到 22，必定有一个审判的程序出现。换句话说，当人类迈进
了 2000 年之后，直到见耶稣之前，必定要经历一个短暂的
审判阶段，而此一为期数年之久的阶段，也就是圣经中所提
到的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期。
当人类迈进 2000 年，就是进入了 21 世纪。你看，这世纪是
由 21 开头的，它意味当人类进入了 21 世纪的时候，实际上
就是进入了耶稣降临之前的过渡期，而这过渡期的最大特点
就是在其后期，必定会碰到维持至少三年半的大审判期，也
就是所谓的大灾难期。而且，此一过渡期是与犹太人的住棚
节相对应的。
犹太人有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传统上，
都认为最后的住棚节是与耶稣的第二次再来连在一起的。这
住棚节通常又与吹号节及赎罪日连在一起，它们都落在犹太

历的第七个月之中。从 7 月 1 日的吹号节，到紧跟在住棚节
最后面的“第八日”（住棚节只有 7 天，特别加多个“第八
日”成了“最大之日”），不多不少一共是 22 天，恰好与
22 个字母相对应。
所以，我们若把人类迈进 2000 年以后，所要经历的 22 年迎
见耶稣的过渡期，与犹太历从吹号节到住棚节等 22 天挂上
钩的话，就可以看到，发生在 2001 年的 911 事件，就相当
于在吹号节之日所吹响的号角，宣告人类一年近于一年地走
向住棚节的“第八日”——象征着人类头一次复活的“最大
之日”的到来。
至此，对于人类迈进了 2000 年之后，为什么似乎一切还没
有起什么重大的变化，以及，911 事件所隐藏的重大意义，
你起码应该有些领悟了吧？
圣经上还有句话说：“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若
是先从我们起首，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
呢？”（彼前 4:17）
严格地说，末日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期，就是对神家里人的审
判期，为的是洁净信徒，使他们得以进入千禧年成为神的百
姓；或哪怕肉体被毁，灵魂却最后可以得救。
由此而来，我们也就找到了进入 2000 年之后，为什么还不
见主耶稣再来的正确答案。因为，我们要经过数字 21 所代
表的审判期，才能来到 22 所代表的终点站。
圣经是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写的，这两种文字的共同点就是
每一个字都可以与数字挂上钩。“十字架”的数字是 777，
而数字 21 = 7+7+7，这原本由三个 7 加在一起而有的数字

21 就与十字架拉上了关系。所以，你就可以进一步看到，在
人类进入 2000 年之后，与 21 世纪碰头的时候，数字 21 所
代表的大审判期，就在等待着每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的十字架 。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祂的两边是两个同时被钉的犯人 ，
其中有一个悔改归向主；而另外一个却顽固不化死硬到底。
这正是大灾难期人类被分成两边的最好写照。
基督徒效法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走向各各他，
经由审判的髑髅地进入天国的窄门；而不信的人尽管也要受
钉十字架的苦，但最后还是落到火湖的下场，与那位主应许
他进乐园的悔改者相比较，有着天渊之别。
值得一提的是，在科学的领域里，数学、物理、化学是三大
主要的科目。其中，物理可推，化学可变，唯有数学最接近
“绝对”的客观；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把物理、
化学与数学三者，与研读圣经的途径连在一起的话，物理就
相当于文字解经，化学就相当于灵意解经，而数学自然就与
数字解经连在一起。
显然，由于数学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所以数字解经应该说具
有其它两种解经法所无可相比的可靠性。但是，由于数字在
圣经中所占的比例很少，加上在以往的年代，似乎在神的时
间表上，还没有进入圣灵为我们揭开圣经数字之律的时刻，
所以尽管历世历代以来，有不少的人一直在圣经数字的研究
上下功夫，也获得了一些可喜的心得，但仍然难以揭开其中
的奥秘。

随着人类迈进了计算机时代，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现在可
以看到，圣灵正以前所未闻的速度，为我们揭开数字的奥秘 。

所以，研读圣经的人，千万不要固执己见，把数字解经视如
数字游戏，而忽略了许多末日预言的“疑团”，正是神要借
着数字解经的这把钥匙，为我们一一解开的。

.

三、隐藏在圣经数字预言中的奥秘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为你揭开，隐藏在圣经数字预言中的奥
秘。
还记得前面讲过的话吗？《难以相信的预言》一书把以色列
1948 年的复国，1967 年的六日战争，1978 年的大卫营协议
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的 1260、 1290、 1335、
2300 等几个数字结合在一起。我们指出有关探讨世界末日
的真相，也应该顺着这样一条时段，而不是抓住时间的某一
点的方式去思考。
现在，我们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更加简洁的方法，让你即使不
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可以看到 1260、 1290、 1335、
2300 这些数字，与末日的时段自然而密切地联结在一起。

首先，你把 1260 中的四个数字的位置，互相掉换一下的话 ，
马上 1260 就变成了 2016。因为一天顶一年，所以 1260 天
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 2016 年。

同理，你把 1290 中的四个数字的位置，互相掉换一下的话 ，
马上 1290 就变成了 2019。因为一天顶一年，所以 1290 天
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 2019 年。
再看看 2300：实际上，若不算 2300 后面的 2 个 0，23 马上
就成了 2023 年的缩写，这是许多人一看就明白的道理。

还有，1335 的数字是与 1290 连在一起的：“从除掉常献的
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一千二百九十
日。 等到一 千 三百三 十五日的，那人 便 为有福。”（ 但
12:11-12）
这两个数字——1290 及 1335，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从数字而论，1290 = 15 x 86，其中的 15 代表神的帮助和扶
持；86 的数根是代表主耶稣的 371。而且，86 是“神”
（Elohiym）一名的数码 *。总而言之，这个数字有如下的含
义：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在神的帮助和扶持下，将有一批
圣徒，借着 1290 天这段特别日子的考验、磨练和洁净，不
断地进入到主耶稣的生命里面，直到最后加入了人类第一次
复活的行列。
而另外一个数字 1335 = 15 x 89，其中的 15 代表神的帮助和
扶持，而数字 89 的数根是 407。此数根一方面代表人与神正
常的关系，它来自神保守的恩典，另一方面则代表人与神之
间的不正常关系，因为夹有虚假的成份在其中。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数字 1335 虽然也包含了神的帮助、
扶持和恩典，但因为信徒还掺杂了不洁净的成份在其中，所
以无法进入 1290 之中，就只好退了一步，成为千年国度的
百姓，直到千禧年完了，人类第二次复活到来时，才在白色
大宝座前最后“交账”。
无论如何，能在主耶稣再来之时，进入神的千年国度成为祂
的百姓，就算是有福的了。
而且，你还可以看到，1335 – 1290 = 45，这两个数字的差
数 45，恰好是“罗得”一名的数码。我们知道，从所多玛被

天使硬硬拉出来的罗得，圣经上并没有否定他是一个蒙恩得
救的“义人”。但是，他与同样是义人的亚伯拉罕，两个人
的生命显然是不一样的。

如 果 说 ， 1290 是 代 表 亚 伯 拉 罕 一 类 的 义 人 的 话 ， 那 么 ，
1335 就是代表罗得一类的义人了。由此，你不但知道 1290
与 1335 之间的差别在哪里，也明白当主耶稣再来之时，为
什么有的人会复活或被提到空中与主见面，有的人却被留在
地上了。
如此一来，你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从 2016 年—2019 年
—2023 年，乃是一个长达七年的时段。尽管我们不清楚在
这一段时间里，具体会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事情，但显然
2016 年、2019 年、2023 年是这条时段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年
份。
有了这样的一个“指南针”，不就够了吗？何必在太多的细
节上绕来绕去地转迷魂阵？
此外，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个“见证”。
历世历代以来，有些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甚至毕生的精力，
对圣经中的数字，特别是跟末世预言有关的数字，做了大量
的工作，无疑也积累了不少的心得。
其中，有一位过世不久，名叫平罗德（Harold Camping）的
先生，他毕生对圣经的数字做了大量的研究，也提出了许多
独特的见解。在众多的数字中，他对数字 23 情有独钟，认
为它与神的审判紧紧连在一起，凡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
都少不了见到大的整数后面，有 23 的身影跟着。

比如，挪亚时代的大洪水，从亚当被造的 13013 年，减去大
洪水发生在公元前的实际年份 4990，就得到了 6023 的年数
（即 6000 的大整数，后面加多个 23）；
耶稣于公元 33 年被钉十字架，大洪水发生于公元前的 4990
年，加多 33 年，就得到 5023 的年数（即 5000 的大整数，
后面加多个 23）；
所以，他生前断定来到了 13023，即 2011 年，又是一个特
别的大日子（即 13000 的大整数，后面加多个 23），并把
其视为耶稣降临之前夕，圣徒被提的日子。虽然，他最后带
着失望的遗憾离世，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有益的教训。
为什么一个对 23 的理解如此深刻的人，最后却仍然在 23 上
失足？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忽视人类虽然进入了 2000 的大
限，但在 23 到来之前，还有短短的一段路要走。同时，也
忽略了数字 23 所代表的千禧年的真实内涵。

同时，他又错误地以为，在《启示录》中的天使吹响第七号 ，
主耶稣从天而降之前，有所谓圣徒或教会被提的事发生，以
至信以为真的人，有的甚至变卖了家产傻乎乎地等着“被
提”。可见，错误的观念必定引发错误的行为，值得对被提
一事耿耿于怀，特别是相信有所谓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的人
引以为鉴。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并不因为平罗德最后的“失算”，就
全盘否定了他在数字研究上的成果。他把亚当受造的日期定
在 13013，确实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如果从 2011 年的
13023，再继续往前走多 12 年的话，就可以碰到 13035，正
好是 2023 年；若把 13035 中的 0 拿走的话，就成了 1335，
又正好是《但以理书》中所提到的 1335 天，与《难以相信

的预言》所讲的 1335 的终点，即 2023 年恰好吻合。
如上所言，平罗德一生最在意大数字的后面，是否跟了个
23；如果有的话，就意味着有重大事件要发生。那么，2023
不就刚好是在 2000 的大数字后面，挂了个 23 吗？
如果说，他生前所断定的 13023（即 2011 年）为圣徒被提
的日子，还是个从亚当受造的日子 13013 推算而来的数字，
也没有谁可以肯定说这样的推算是否确实无误；那么，这次
在 2000 之后出现的 2023，却是一点也不需要“考古”，就
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它是真的了。看来，数字 23 还真的有
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之处。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在剖析圣经数字预言的过程中，
数系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而值得考虑的因素。所谓数系，就
像植物所属的“科”，同一科的植物就有着类似的特点；同
理，属于同一个数系的数字，它们必有相同的数根，及除了
0 之外的相同位数——此所谓数字的“各从其类”。
比 如 ， 前 面 提 到 的 1260 和 2016 ， 1290 和 2019 ， 23 和
2300，13035 和 1335 等四组数字，分别属于四个不同的数
系。每一个数系中的数字必拥有相同的数根；另外，不管数
字中包含有多少个 0，把 0 通通拿掉之后，剩下的自然数的
位数必定相同。这就是数系的两大特点。
由此而来，你也就明白了，以上所列的这些数字之所以可随
意调整它们的位置，把 0 或拿掉或加入，是因为它们处在同
一个数系之中，而并非随心所欲地哪一个数字想换就换，想
变就变。可见，数字解经是受到数学之律和圣经的整体性严
格限制的，不可以随便轻率“投机取巧”。

而且，看起来数字 0 在或加或减的过程中，是再简单不过的
举手之劳了。但是，它所包含的属灵含义，却不是三言两语
就能说清楚的。圣灵在圣徒身上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
把人“倒空”——换言之，就是使人变成 0。一旦人真的变
成 0，不在乎别人是否看得见自己，就成了神手中随意可加
可减，随时随地可以派上用场的有用器皿了。
由此看来，数字解经是与圣经的整体性、不变性和无误性密
切联系在一起的，离开圣经的原则立场，没有不乱解或曲解
数字的正确含义的。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一则闻名于世的预言。有一个叫诺查丹
玛斯的法国预言家，在十六世写了一本名叫《诸世纪》的预
言书，该书所论及的预言，因其应验率之高而令后人把作者
奉为神明。但是，他有一则论及世界末日的预言却意外“失
灵”，从而，一方面让人们对所谓末日预言的可信度大打折
扣，另一方面也增添了对世界末日的迷惑感。
这则排于《诸世纪》第 10 卷第 72 首的预言诗是这样说的：
1999 年 7 月，
为使安哥鲁莫亚王复活；
恐怖大王将从天而落，
届时前后玛尔斯将统治天下，
说是为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
我们尚且不必去讨论这首预言诗的内容细节，反正人们认为
他所说的日期已经“失灵”了，就少有人感兴趣对其诗中的
内容再做深入的探讨。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预言中所提
及的日期——1999 年 7 月虽然过去了，但不见得是诺查丹玛
斯说错了话，而是听的人马马虎虎地会错了意。这常常发生

在自以为是的人身上。

实际上，这首预言诗的原文，1999 后面的“7 月”并非指第
7 个月，而是带复数的“7 月”。另外，在 1999 与 7 月之间，
也没有任何的标点符号。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其看为 19997
个月，而不是 1999 年的 7 月。如此一来，若按一年 12 个月
来计算的话：
19997 ÷ 12 = 1666.41666......
你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在小数点的前后都是 666，那正是
圣经《启示录》中所提到的，在末后长达 42 月之久的大灾
难期中，在人类历史舞台上活动的大批人物。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答案中的 666 通通不算，而把小数
点前的 1，与小数点后的 41 加在一起，不多不少等于 42，
与大灾难期的 42 个月恰好不谋而合。
再进一步看，小数点前面的 1666 可以当作 1 + 6 + 6 + 6 =
19；小数点后面的 41666 可以当作 4+ 1 + 6 + 6 + 6 = 23，
你还记得末日时段上的 2019 年及 2023 年吗？19 与 23 岂不
是可看作这两个数字的缩写？
从另外的一个层次来看，小数点前面的整数 1666 = 2 x 17 x
49，整数带有“完全”的含义。数字 49 = 7 x 7 ，而代表复
活的数根（1459_919），第一次的出现就与 49 连在一起。
由此而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一组与“完全”连在一起
的数字的含义，是跟千禧年前、后人类的两次复活有关的。
特别是在 1666 = 2 x 17 x 7 x 7 的一连串数字中，明显地出
现了 217，它与 2017 同一数系，暗示我们这一年绝不寻常；

而小数点后面的数字 41666......带头的是 4，接下来虽然也
出现 1666 的身影，但却不是一个整数，而是尾随着数不尽
的 666......，它告诉我们，由 4 所代表的堕落受造者没有一
个是完全的，而所有这些与 666 连在一起的，就是名字不在
神生命册上的人，其最后的下场就是进入第二次的死。
由此而来，你就可以看到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同样也不是指着
一点的时间，而是暗示这是一段为期 42 个月，位于 2019—
2023 这几年之间，它与我们一再提到的， 2016—2019—
2023 之末日时段的下一截恰好不谋而合。
倘若原先诺查丹玛斯就是这样留下神奇的伏笔的话，那么，
一方面我们就不能说他错了；另一方面则我们必须看到，神
不仅是用圣经经文彼此之间的默契对应，还在不同的时间，
用了不同的人，接二连三地为这个末日时段作见证。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提到另外几个与 2017 同属一个数系的
数字，也就是说，以下的这些数字都与 2017 这一年有着密
切的联系：
圣经第一节的数码是 2701；圣经最后一节的数码是 8991 =
888 + 2701 × 3，其中，888 是“耶稣”一名的数码。这意
味着从一开始，神早就为耶稣的降临，定下了准确无误的时
间表，只是我们无法知道而已。
挪亚时代的大洪水，是在 2 月 17 日来到的：“当挪亚六百
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
也敞开了。”（创 7:11）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数字 217 是与
大洪水的到来，有着密切的关系。若在 217 的中间加多个
0，就成了 2017，意味着末日的“大洪水”很快就要到了。

《哈该书》是一卷讲到在末了的日子，天上举行新郎与新娘
之“婚宴”的书卷。该书仅有两章，却特别提到了好几个年 、
月、日俱全的日子，其中有一个就是“七月二十一日，耶和
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该 2:1）。你看，这里出现了数
字 721，它也与 2017 同属一个数系。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圣经的章、节，虽然是由后人
加进去的，但冥冥之中却离不开圣灵之手的掌管。如上所言 ，
这一个“七月二十一日”的日子，一开始就出现在《哈该
书》的第二章。而这一章圣经，若把《创世记》第一章当作
整本圣经的第一章，并由之一路算下来，它恰好被排在第
911 章的位置。
不说你也知道，911 那天发生了什么大事，但是，可能你却
从来没有想到，911 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与接下来的住棚
节的“节期”，及羔羊与新娘所要举行的天上“宴席”连在
一起的。因为，“哈该”一名的意思是“节期、宴席”，神
早就把祂所要宣告的信息，与末日必然要发生的事情紧紧地
连接在一起。
若把犹太历在七月份中的节期，与人类迈进 2000 年之后的
前 22 个年头连在一起看的话，2001 那一年，就对应于犹太
历七月份之中的第一个节期——七月一日的吹号节，2015
年则对应于住棚节的开始，而 2022 那一年，必对应于住棚
节的最后的“大日子”。若你把 2022 年视为 2023 年，也没
有什么不妥，因为实际上它们是相通的。
由此而来，911 所发出的双塔撞击和砰塌声，无非就像几个
连续的号角声一样，向世界宣告：接下来的“住棚节”已经
屈指可数，而随着人类进入了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期，羔羊的
“婚宴”也必将很快就要、就会举行。

此外，911 在圣经章、节中的第一次亮相，是在《创世记》
第 9 章第 11 节：“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
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而且，若把《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当作整本圣经的第一节 ，
并由此一路算下来，整本圣经的第 217 节，就是刚刚提到的
911——《创世记》第 9 章第 11 节。
而 217 这个数字，它即是代表人的数字 6 的指定循环数根—
—（217_352_160），此一包含了三元数根中的第一元（你
还记得前面所说，一进入 2000 年，这个与“人”密切联系
的数根就不见了吗？）；同时它又与 2017 同属一个数系。
换言之，说到底，过去的 911，与未来的 2017 有着密切的
关系。

首先，我们看到 911 是跟挪亚时代的大洪水连在一起的，所
以，继 2001 的 911 事件之后，世界上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
反恐之风。另外，未来潮鸣电挚的“大洪水”必将如期而至 ，
这是活在现时代的人，终究免不了要面对的结局。但是，其
中也包含了神将为信祂的人带来的美好应许。这就要看，你
是站在哪一边去看问题了。
至于，即将来临的 2017 年，是否会发生比 911 更震撼人心
的事，我们就拭目以待好了。
所有这一些，都让人清楚地看到，认识和理解圣经的预言，
绝不能离开圣经的整体性，而写在圣经之中的每一句预言，
不管人怎么样曲解，最后神必定照着自己所定的不变旨意，
使之一一应验，从不落空。
在整本圣经中，只有一个女人，她一生的岁数被记载，那就

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撒拉享寿一百二十七岁，这是
撒拉一生的岁数。”（创 23:1）在这里，你看到了与 2017
同一数系的数字 127。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中指出，亚伯拉罕的两个妻妾代
表两约，使女夏甲代表旧约，妻子撒拉代表新约，由此而来 ，
我们就明白在撒拉一生的年日——127 这个数字中，隐藏了
新约时代结束的奥秘：在 127 中间加多个 0，再调换一下位
置，马上就变成了 2017，换言之，教会时代的结束是与
2017 年连在一起的。

在《启示录》中提到，当“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
静约有二刻”（启 8:1），暗示这寂静与新约时代的结束有
关。因为，每当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都要为之欢喜。
若随着教会时代的结束，天上的欢呼声都没了，能不寂静么 ？
你还要明白，教会时代的结束并非指灾前、灾中被提论者，
常挂在口中的所谓教会被提。而是说，那时因着大环境的变
化，正常的教会活动已经无法像现在这样进行了。所以，信
徒们可能就要像早期教会一样，转入“地下”活动。可想而
知，那时要公开信耶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此外，圣经记载，挪亚的父亲“拉麦共活了七百七十七岁就
死了。”（创 5:31）拉麦死了 5 年之后，大洪水来了，拉麦
的父亲，即挪亚的祖父，圣经上活得最长命的人玛土撒拉死
了。应验了“玛土撒拉”一名的意思——“他死后降洪水” 。
如果我们把拉麦一生的年日 777 和他死了 5 年之后的大洪水
连在一起，最后你可以看到 5777 的数字（7775 与 5777 属
于同一数系，可以互相对换）；

照前面提到的平罗德的推算，玛土撒拉是在公元前 5772 年
生拉麦的，在拉麦死了 5 年之后，玛土撒拉才死，大洪水也
来了。若我们把这两个与拉麦的生死有关的数字合在一起—
—5772 + 5，同样得到 5777 的数字，与上面所说的恰好吻
合。
如果我们查一下犹太历，5777 年不多不少正好对应公元历
的 2017 年，不得不令人惊叹圣经数字的和谐和奇妙。
还有，照犹太人的传统算法，从亚当被造之日一路算下来，
意 味着 人类 历 史 进入 的第 120 个 禧 年， 不 迟 不 早 就 落 在
2017 年。这又是一条值得注意的线索。
最后，你甚至从诺查丹玛斯那则闻名于世，有关 1999 年 7
月是世界末日的预言诗，也可以看到 2017 的踪影。那首诗
位于《诸世纪》的第 10 卷第 72 首，从卷、首的数目，你可
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数字 1072，它与 2017 又在同一个数系之
中。
以上这些数据是从各个不同的方位进来的，却得到了相同的
结论，从而使我们难以怀疑，2017 这一年，在人类走向世
界末日的最后一程中，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当然，
请注意，这不是说 2017 那一年，就是世界末日的到来，而
是说，从 2016 至 2023 的期间，2017 年很有可能是一个举
足轻重的转折点。或者说，在那一年发生的事件，必将带有
重大的历史意义。
相信，你现在大概已经明白了最重要的一点：所谓的世界末
日是指一段时间，它乃是从 2023 倒数过来的，会连续维持
好几年的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整个世界将会落入空
前绝后的大灾难之中，人类必将面临重大的生死考验。

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 4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
6 年，如果说，所谓的世界末日，就相当于进入第三次世界
大战的话，那么，尽管今天的战争武器与前两次世界大战不
可相提并论，但从战争发展规律的程序来看，它不可能短短
数月半载就草草了事。站在理性的立场上看，这就与圣经上
所提到的为期数年之久的大灾难期，大体上是一致的。
至此，相信 2023 已经在你的脑海中深深地扎根了。无论如
何，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到底，直到碰到 2023 年的底线，就
像《但以理书》所说的，“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那人便
为有福”了。

如此一来，只要我们紧紧地抓住 2023，应该就不会错了吧？
可惜 ，如此的 看法 并 不正 确。如果 照这样 的 想 法去等待
2023 年之到来的话，你可能又要碰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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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访问我们的网上书店链接 1459919.com/booksc/cn 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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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出版社于 2011 年底出版了由台全同撰写的六本系列丛
书之后，我们结识了一位特别的读者罗得丢。他在彻底消化
了六本书之后，又在六本书的基础上撰写了另外三本书。至
此，整套“末日信息丛书”由原来的六本扩充为现在的九本 。
下面是整套九本书的作者和书名：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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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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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全同：《圣经中的数字和数根》
台全同：《末日钻“实”记（上）：但以理书和启
示录探解》
台全同：《末日钻“实”记（下）：福音书等末日
信息探解》
台全同：《吗哪（I）：如霜的珍珠》
台全同：《吗哪（II）：捣出来的新油》
台全同：《吗哪（III）：夜间的天露》
罗得丢：《易经中的末日信息：用圣经透视易经》
罗得丢：《站在末日读圣经：写给初学者》
罗得丢：《第六天的吗哪》

整套九本系列丛书的两位作者，在圣灵的奇妙带领下，以圣
经原文为根基，综合采用了原文字典、原文字系、原文经文
汇编、原文文法、原文对等字等多种现代的研经工具，运用
圣经的三一性——整体性、不变性和无误性，对圣经中常被
人误解的上帝的话之整体，作了客观、理性、综合的剖析和
概括。
加上第一本书所揭示的数字，并根据出自圣经的“三一归根

法”而破天荒发现的九个数根，更印证了上帝之律的简洁合
一，以及祂所启示的圣经与祂所创造的宇宙之间那种天地遥
相呼应的关系。整套系列丛书以全新的角度和字意、灵意、
数字三结合的解经原则，将长期困扰人之诸多圣经奥秘逐个
为您揭开。在此基础上，被中国人视为羣经之首的古老《易
经》也因此揭去被常人误解的面纱，显出其普遍规律之启示
的内涵。
现在你手中看到的这本小书，是《第六天的吗哪》中还未出
版的内容。鉴于现在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我们将其以单行本
的方式发行，以求让更多的人从“大迷惑”中醒来，看见圣
经所预言很久的“大灾难”不远了，就在门口了。

欲深入了解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奥秘，请点击访问我们的网
上书店链接 1459919.com/booksc/cn 订购“末日信息丛书”。
神道出版社
TheoLogos.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