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成就 2015 年天兆之 2018 年的天兆 

 

近几年来，很多牧师就世界末了的话题去解经，包括我们三

个人（ Jopie Ratu 博士牧师， Sridadi Atiyanto 博士与 Yunus 

Ciptawilangga 工商管理硕士）也一起编著了一些关于世界末了的

书， 同时也写了关于世界末了的解经论点有个解经论点认为我们

都已经到了世界末了，其中一个证明就是于 2010 年 03 月 23 日开

始生效的关于健康福利的一条法令，以奥巴马医改制度（Obama 

Care） 而命名的。奥巴马医改的正式名称就是 The Patient 

Protector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或以 Health care，Bill 

HR 3200 而命名的。很多人将奥巴马医改制度与世界末了联系在一

起因为那套制度叫人将芯片植入体内。为了更加明白以上事情，请

看看我们编著的《芯片作为 666 预言的兆头是否正确》一书。 

当马可.比尔兹牧师发现了如血色的月全蚀并将它命名为血

月，并且他相信这是世界末了的其中一个兆头时， 世界末了的话



题从此就越来越受关注了。再者， 于 2014 年至 2015 年 发生了

四次血月并且都发生于以色列人的节日中， 即于 2014 年逾越节与

住棚节以及 2015 年的逾越节与住棚节。 

当我们仔细研究时， 我们就发现不仅发生了四次血月或四连

环血月， 但是也发生了两次日全蚀，一次发生于以色列人的新年

中，另外一次发生于吹角节中。 

 

与使徒行转第2章：20 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 

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相符， 所以很多牧师都相信以上

天兆是经文里所提到的，使很多人都等候着与红月相关连的年头里

会发生什么事情。 



  遗憾的是当人们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等着那年第一次红月

时，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甚至在其他月蚀与日蚀发生时，也没有

发生任何事情。 2015 年 9 月 28 日于耶路撒冷能够看到的最后一

次红月出现时， 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所以自从 2015 年 9 月 28 日红月出现后， 很多写了或讨论

了 关于天兆或与末了有关的牧师都纷纷闭口不言了，包括我们在

内。 为何如此？因为我们都相信会发生的巨大事情都没有发生，

甚至连一件事情都没有发生。 

所以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后，作者开始上网浏览,看看其他就

世界末了的话题解经的牧师们对此事的看法。 大部分牧师虽然他

们的释经论点叫人信服，但还是就此事深表歉意，包括我们在内。 

但是今年八月初，我们又得到了 2018 的天兆可能是成就 2015 

天兆的一些令我们感到惊奇的兆头以及其理解。 



 意思就是与我们预计会发生于 2015 年的世界末了之天兆有可

能会发生于 2018 年，因为 2015 年与 2018 年的天兆相差不大，特

别是从正月一日与细罢特月 15 日开始计算的。 

 

但是在我们谈论此事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之前所谈论的。 

 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降世时， 上帝赐给了我们一个天兆， 

就是在东方的星星。这颗星星带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并且带领他

们到伯利恒去见主耶稣。 



马太福音第2章：1  当希律王的时候 ，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有 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2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 

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马太福音第2章：9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 

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 

 

耶稣再来的日子也会是一样的，他将很多兆头赐给我们，而

部分兆头我们都会谈论于此。 

 

第一个兆头 

有一个来自希腊的统计学学家，名叫保罗格里法斯，学了与符

合圣经的完美对称的四连环月全蚀有关的事情， 就是四次连续发

生的月全蚀（血月或红月）， 即于第一年的逾越节与住棚节发生

的两次月全蚀以及在次年发生的。 



在他所作的研究中， 保罗格里法斯采用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的资料因为资料上注明了六千年以来的月蚀与日蚀，就是 从公元

前 3000 到公元后 3000 的资料。   

从统计学来看的话， 发生符合圣经的四连环月全蚀的概率为

1,85 x (10)139  之一次。作为对比，一百万可以理解为(10)6 = 

1.000.000, 而 十亿 可以理解为(10)9 = 1.000.000.000 , 一万亿可以理

解为(10)12 = 1.000.000.000.000。所以若发生符合圣经的四连环月全

蚀的概率为 1,85 x (10)139  之一次， 那么发生的可能性就非常渺小并

且更可以被忽略掉。不过倘若符合圣经的四连环月全蚀发生的话，

那么此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上的概率还未加上于 2014 至 2015

年以色列节日中发生的日蚀，因为于 2014 至 2015 年符合圣经的四

连环月全蚀发生时，也会发生两次日蚀，而这两次日蚀也发生于以

色列人的节日中。 

保罗格里法斯先生研究得出了下一次符合圣经的四连环月全蚀

是在 2582 至 2583 年发生的，也就是 570 年以后。 



从公元前 3000 到现在一共已发生过八次 符合圣经的四连环月

全蚀，并且更有趣的是当符合圣经的四连环月全蚀发生时， 总是

与以色列人有关的重大事情同时发生的。 

第一次四连环月全蚀发生前，于公元 33 年发生了三个奇特的

自然现象。 

 

图 A:  于公元 32 年 逾越节与住棚节时发生了两次月全蚀，而于

公元 33 年的逾越节与住棚节发生了两次月偏蚀。 除此之外，于 

公元 33 年 的逾越节中发生了一次日全蚀。 



 这些天兆与主耶稣于公元 33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情有密切关

系。 

 于 公元 33 年 四月三日就是逾越节那天发生了日全蚀（日头 

变黑了），符合路加福音第 23 章：44－45 所讲的内容：“那时约

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头变黑了。” 

 

第一次四连环月全蚀 

 

 

在那些天兆发生的时候，同时也发生了以色列人分散到欧洲因

为受到了罗马帝王马尔库斯.欧列里乌斯. 安东尼的逼迫。 



第二次四连环月全蚀 

 

 

在这些天兆发生的时候， 发生了 伊斯兰哈里发即伊斯兰继承

人想占领欧洲，但是终于被查理曼大帝打败了。有很多基督徒与犹

太人死在战场上。 

 

 

 

 



第三次四连环月全蚀 

 

 

在这些天兆发生的时候， 发生了罗马帝国亡国，伊斯兰国占

领了拜占庭，大量基督徒与犹太人战死的重大事件。 

 

 

 



第四次四连环月全蚀 

 

 

在这些天兆发生的时候， 发生了伊斯兰国想占领全欧洲，但

最后还是被欧洲列国击败了，大量基督徒与犹太人战死的重大事

件。 

 

 

 



第五次四连环月全蚀 

 

 

在这些天兆发生的时候， 发生了哥伦布第二次抵达美洲的事

情并且此行拉开了美洲成为殖民地的帷幕。在作者编著的《芯片作

为 666 预言的兆头是否正确》书上提到了 美国是最后的末世掌权

者。 

 

 



第六次四连环月全蚀 

 

 

在这些天兆发生的时候， 发生了以色列国家的诞生获取了联

合国公认的事情。 

 

 

 



第七次四连环月全蚀 

 

 

在这些天兆发生的时候， 发生了以色列国在经过 6 天战争后

终于占领了耶路撒冷东部。 

 

 

 



2014 至 2015 年的四连环月全蚀 

 

 

若我们从符合圣经的四连环月全蚀中间的日子即 2015 年 1 月

5 日算起， 那么第一次红月与第四次红月的天数是对等的， 第二

与第三的也是如此，相差一日都没有。 

 



此外，发生于耶路撒冷 2011 年 6 月 15 日的第二次月全蚀也是

与于耶路撒冷 2018 年 7 月 27 日即将发生的月全蚀的天数是对等

的。 

最后红月将发生于 2015 年 的住棚节，并且在耶路撒冷那里显

得既更大也更明显。 

总的来说，月全蚀与 2014 至 2015 年符合圣经的四连环月全

蚀有关 的日全蚀或偏食都如下图： 

 

 

 



若我们了解了 2014 至 2015 年的日蚀与月蚀以及之前与之后

发生的日蚀与月蚀是何等规整与对称， 那么我们就发现此时并

非偶然。为什么这样？ 与随时能坠落的流星的不同之处就是日

蚀与月蚀不是偶然发生的，因为要遵循固定的规律与数算，这些

规律与数算以太阳、月球与地球的固定周转为基础， 因为那些

天物的周转与运动是固定的。 以色列人的节日也是固定于犹太

人的日历中，每个节日是根据特定日期而定的。所以 2014 至

2015 年符合圣经的四连环月全蚀与其之前之后的日蚀与月蚀的

发生 一定由大能之手 所安排的。 假如我们以统计学来看的话， 

发生符合圣经的四连环月全蚀的概率仅仅是 1,85 x (10)139 之一

次， 那么 我们是否也可以想像发生于 2014 至 2015 年符合圣经

的四连环月全蚀期间的那些对称的月全蚀与日全蚀 的概率有多

渺小呢？ 我自己不确定有聪明的人可以做到甚至可以精打细算

或者安排那些与 2014 至 2015 年符合圣经的四连环月全蚀一样的

事情可以真正发生 。 



       所以那些事情是上帝叫我们苏醒的真实兆头， 至少有三件事 

      可 以说明的： 

1. 将会发生奇事并且与那些天兆有关的。 

2. 上帝将向世人显示他的大能，为的叫我们明白以及了解

再也没有像上帝那样满有权能。  

     以赛亚书 第40 章： 18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  

     形像与神比较呢？” 

       3. 上帝想要叫他的子女坚信他所有的应许。 

 
 若读者想要对以上内容更清楚，请读一读我们编著的《上帝

的完美天兆》一书。 

 

第二个兆头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3 节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 

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所以在耶稣再来之前，一切都平安稳妥，但是忽然来了一个

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的情况即一件希奇并且意想不到的事

情。 

我们都知道一位妇人在生产之前， 那么就会有因子宫收缩而

痛苦的感觉 。 临产之前因子宫收缩是忽然的，并且无法确定具体

时间， 什么时候开始并且会持续多久都无法确定。但时间确实很

短，而孩子生出来后， 那份痛苦也会消失。 作者藉着以上经文分

析与其有关的世界末了： 当情况平安稳妥时， 将会发生世界末

了，所以不是在大战的时候如：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发生的 。 

当情况平安稳妥时， 发生了一场将平安稳妥的情况改变成混

乱的情况且基督徒将受逼迫。发生的时间并不长，并且逼迫期过了

之后， 那些坚守信心的基督徒将会被提倒云里与耶稣相见，到了

那时后，赐给人类的恩典时期就此结束。 

 我们都了解了正常的孕期长达 266 日，而上帝也赐给了我们

与孕期一样长的兆头。我们会在以下解释那些兆头。 



 

若我们看看以上关于天兆的图片， 那么我们就会了解从中间

到 2014 年 4 月 15 日的距离长达 266 日，  并且到 2015 年 9 月 28

日也是一样长达 266 日。 

 



除此之外 ， 还有三个天兆也是一样各自长达 266 日，即： 

1. 1 月 1 日到 2015 年 9 月 23 日的赎罪节 

2. 3 月 20 日即以色列人的正月一日到哈努卡节日 2015 年 12 月

12 日 

3. 哈努卡 第一日以禄月 即 2016 年 9 月 3 日。 以禄月 1 日就

是悔改日的第一日或吹角节与赎罪节前的悔改时期 。 

 除此之外， 现任教宗方济各就是第 266 位教宗。他于 2015

年第 266 日参观了白宫即 2015 年 9 月 23 日参观的，就是在赎罪

节那天。 

 

第三个兆头 

马可福音第13章： 8  民 要 攻 打 民 ， 国 要 攻 打 国 ， 多 处 

必 有 地 震 ， 饥 荒 。 这 都 是 灾 难 的 起 头 。 （ 灾 难 原 文 作 

生 产 之 难 ） 



在印尼生活的我们可能也体会到地震， 至少一个星期发生一

次地震，有时不到一个星期会发生的。 不过， 地震不只在印尼发

生的 ，世上很多地方都会发生， 一些国家甚至发生过大地震，如

意大利、厄瓜多尔、中国、台湾、等等。 

不久之前在日本九州岛于五日内发生过频率达 600 次的地

震。 

 

第四个兆头 

 马太福音第24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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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们常看到在街上甚至街上某个角落都会有很多卖小

吃与饮料的商贩。此景不仅在印尼存在的，世上几乎每个国家都会

有的。 



在夏威夷州的怀基基海滩， 有很多酒店将其客厅装饰成了餐

厅或咖啡馆，客厅因此变小了。 美食节目也比以前更多， 有《喜

爱吃餐》、《食客疯》、《美食旅行》、《厨师旅客》、《铁厨

师》、《与我共晚餐》、《地狱厨房》、《亚洲美食频道》等等节

目都会谈论美食。 

 

如今， 出现了很多明星级的厨师。 其中一个作者的的父亲

在他九岁时已经开了餐厅的生意，而当时没有厨师能够像明星那

样。 那时，当厨师如同当机师一样，没有机师能够像明星那样。 

如今，厨师也能够像明星一样有名， 到处都会受欢迎。 对我们而

言，这就是很希奇的事情，因为之前没有发生过上述的事情。 

 此外， 餐厅也是如此。 现在若我们开了一家餐厅或 咖啡

馆， 就会觉得很了不起，会感到自豪。 之前我们都提到过其中一

个作者的背景是来自做餐厅生意的家庭的。在那位作者父亲的时代

中， 那些开餐厅生意的人是属于资本不足的人。 



那些资本充足的人会开纺织生意或做一笔批发生意,也会做工业生

意或其他生意， 而不是开餐厅。在 90 年代时，当他认真地去做

餐厅生意时， 做餐厅生意的还是那些资本微不雄厚的人。可是如

今有很多富翁、明星与著名演员都纷纷开了餐厅的生意并且为此感

到自豪。 

 在我们研究末了时， 我们都了解了末了的兆头是个非同寻常

的兆头。 而吃与喝方面也是如此， 我们都看到了 以上经文所讲

的不只是与卖饮食的越来越多有关系，并且也与在崇拜活动场所内

饮食的现象越来越多有关系。 

 看到这些现象，作者自己感到很伤心 ，因为那些行为难道不

是表示了不尊重也不尊敬上帝吗？为何这样讲呢？最容易明白的解

释就是当我们去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的行为很不适当，

这样就表示什么呢？这样就表示 了我们侮辱了主人！ 所以若我们

的行为在崇拜活动场所内即上帝的家里不当， 那么我们其实是在

侮辱作为主人的上帝。 



 我们都从几十年以前已经去过教堂了，但凭我们记忆，之前

没有人在教堂里吃与喝东西，甚至也没有牧师在讲道时喝放在讲道

台上的咖啡。 

 

第五个兆头 

如同以上经文的解释， 在此经文里的嫁娶并非一般嫁娶。 这很有

可能与如今比较流行的 LGBT 即女同性恋 、 男同性恋 、 双性恋者

以及跨性别者有关系。 

此外， 存在着其他一个现象， 就是成人与儿童的婚姻多起来了。 

我们指的意思不是恋童癖， 而是真的存在成人与儿童结婚的现

象，甚至与 10 岁的儿童也有。 

2016 年 10 月 11 日的 Kompas.com 刊载了每七秒中， 在世界

各地至少有一名 15 岁以下女童与远远比她大得多的男人结婚的报

道。 



 

http://internasional.kompas.com/read/2016/10/11/09073141/setiap.

tujuh.detik.ada.satu.gadis.di.bawah.15.tahun.menikah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预计， 女童婚姻于 2030 年将从七亿人增加到 9

亿五千万人。 

 

第六个兆头 

使徒行传第2章：20 “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 在

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 

 在我们编著的《耶稣再来的天兆》书中提到了不论成就了还

是尚未成就的与以色列节日有关的一些经文、一些根据圣经预言的

http://internasional.kompas.com/read/2016/10/11/09073141/setiap.tujuh.detik.ada.satu.gadis.di.bawah.15.tahun.menikah
http://internasional.kompas.com/read/2016/10/11/09073141/setiap.tujuh.detik.ada.satu.gadis.di.bawah.15.tahun.menikah


解经论点以及与天兆有关的科学事实，使读者都可以从中能够更全

面得到与耶稣再来有关的描述。 

 



此本书的内容分成四个部分。书上的开头部分谈论关于耶稣

的诞生以及他再来的事情（ 第一章）、 接着谈论关于以色列人的

大节日（第二章）， 然后谈论关于耶稣再来的天兆（第三章），

最后关于夏季节日的预言成就（第四章）。 

以旧约里的预言为出发点以及伴随着耶稣诞生的天兆，虽然

确切的日子与具体时间没有宣告，但是为了可以预测耶稣再来的事

情，我们都寻找了可寻的记号，不管它是预言还是关于末了的经

文、时代的兆头 、天兆等等。 

 这本书 讲述了关于昔日与以色列人的节日同一日的天兆并且

也讲述了一些随其发生的特大事情。 

根据过去发生的事实，笔者也分析了将在 2014 年至 2015 年

会发生特大事情，而此事与尚未成就的与以色列人节日同一日的天

兆有关。 

为什么我们必须认识以色列人的大节日？因为这些节日与上帝

子民过去的历史以及将来的事情，特别与末了有关系。 



有两种节日， 就是已经成就的与尚未成就的，两者都与末了有

关，如：大患难、耶稣从天而降与被提之事。 

与这些节日有关的信息越来越引人注意，特别是在我们发现了

很多大事件都发生在圣经提过的四次连环红月那天的事实之后， 

如以色列国的诞生， 耶路撒冷过了 6 日战争后于 1967 年 6 月被占

领等等。 

以色列人的节日可分成两大类， 即雨季节日与夏季节日。 

雨季节日 即逾越节、初熟节与五询节已经得以成就。 

逾越节是由主耶稣于逾越节时，作为神羔羊为救赎人类而死来完成

的。 

初熟节也是由主耶稣的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而成就了。 

五旬节由五旬节时圣灵降临的时刻而成就的。以色列人的夏季节日

分为四个节日，即夏季节日里的吹角节或 Rosh Hashanah、 赎



罪节或 Yom Kippur 、 住棚节或 Sukkot 与修殿节或哈努卡

节。这些夏季的节日都尚未成就。 

与那四个节日相关连的预言如下： 

吹角节 ： 

吹角节所包含的预言就是于末世时，以色列人在于那灾难期或大艰

难再次会面对选择 拜偶像还是不拜偶像 。拒绝拜它的将会被折磨

或杀害，而上帝指示了那些还住在犹太地的人要预先逃到城外。大

艰难会在吹角节那时结束，但并不代表整个逼迫就此结束。 

赎罪节： 

赎罪节也包含了一个预言， 而此预言与大艰难也有关系。 此

预言讲述了那些坚守到底不去拜那敌基督的人会记在生命册上。反

之，那些赞扬敌基督以及拜他偶像的人不记在生命册上。 

住棚节： 



住棚节起源于在沙漠中住在棚屋或住棚里的以色列人都受到了

上帝的云柱与火柱的保护的记载。 

不过，此节日与世界末了的关系就是此节日则象征了信徒最盼望的

时刻，即被提的日子。 

据圣经的记载， 此事情在离大灾难结束后不久的日子，将会

发生。除此之外， 被提之前 ，在天上将出现人子降临的天兆，就

是耶稣从天而降，而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如同帖撒

罗尼迦前书第4章：16 所言：“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 有呼叫

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

人必先复活 。” 

 

哈努卡节： 

最后的节日就是修殿节或哈努卡节。此节日庆祝的目的是为了纪念

于公元前 165 年 犹太厉基斯流二十五日所进行的圣殿再度洁净。



因为在此之前， 于公元前 168 年被安提古斯四世所沾污。安提古

斯四世在圣殿里用猪献祭并且将猪血撒在祭坛上。 

圣殿再度洁净的活动原来与上帝子民被提之前受洁净有密切关系， 

就如但以理第12章：10  节所道： “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

， 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惟独智慧人

能 明 白 。 

藉着洁净时期，我们将会经过熬炼，直到第七灯台为止，意思是直

到完整的阶段为止，我们才一起被提到云中，与主相遇。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7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

们 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

同在 。 

若想得到更全面的了解， 请看看我们所编著的那本书。 

  

第七个兆头 



 在我们所著《耶稣再来的天兆》的解释里，我们解释了虽然

因为我们所谈论的日蚀与月全蚀的发生、以色列人的节日与经文都

相互支持，使我们自己也充满信心，但是以上六个兆头最后没有得

到证实。 

这件事是无人能够故意匹配的，因为发生日蚀或月蚀以及以

色历人节日的时候都是固定的，因为它们都有特定的周期与规律并

且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其周期与规律。那些说明此事的经文也指出

了此事，一些经文甚至指出了特定的某些日子。 

 所以作者再去研究到底我们的解释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并

且祈求上帝能够指示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但是我们都找不

出我们解释的错误并且没有得到其他指示，使我们都不能写任何东

西， 因为没有得到新的资料。 

今年八月份，我们得到了新的指导。作者再次受提醒，要去

看看发生于耶路撒冷的两次月蚀 ，叫作者试试看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与 2018 年 7 月 27 日在耶路撒冷发生的红月。2015 年 9 月 28

日的红月实际上也就是 2018 年 7 月 27 日的红月， 反之亦然。 

 

 

当我们仔细观察时就发现原来 2018 年至 2019 年发生了三次

月全蚀与四次日偏蚀。当我们更深地去研究时， 那三次红月是在

犹太人的植树节与情人节发生的。 



 

 

犹太植树节是什么节日(Tu Bishvat)? 

 犹太植树节就是以色列人的其中一个“新年”是于犹太厉细

罢特月 15 日进行的。 希列学派相信犹太厉是于希罢特月 15 日开

始的。 

以色列人拥有四种历法，有的是从尼撒月 1 日开始的， 有的

是从细罢特月 15 日开始的，有的是从提斯利月 1 日，有的是从以

禄月 1 日开始的。 

 



犹太情人节是什么节日(Tu B’av)？ 

犹太情人节是个庆祝爱的日子， 是个举行婚礼的美好时刻。

所以在犹太情人节时，很多以色列人举行婚礼。 犹太情人节是个

在神殿里庆祝的充满欢乐的节日， 是象征葡萄丰收的开头，于赎

罪节时结束。 

在那两个节日里， 耶路撒冷的少女穿着白色衣服， 然后在

葡萄园里跳舞。 

 



从所有季节中，对以色列人而言，再没有比情人节与赎罪节

更愉快的节日了。  

 作者认为犹太情人节与启示录第6章：9 至11节里关于第五印

有密切关系：“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

道，并 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阿

，你不 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 

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我们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因为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如同那

些少女在情人节跳舞时穿的衣服。 

第五印揭开了之后有被提之事， 十四万四千以色列人从地上

作为初熟的果子被提上去。所以我们被提上去之前， 十四万四千

以色列人作为初熟的果子先被提上去。 



当作者仔细研究此事时， 作者就明白了我们解经的错误在什

么地方。  

我们解经的论点是以使徒行转第 2 章：20 节为依据。 在那里， 

谈到了主耶稣降临之前，出现了日全蚀与月全蚀的自然现象。 

 

之前， 我们解释了以上天兆就是 2014 年的两次月全蚀与

2015 年 3 月 20 日的日蚀， 而预言的应验是发生于 2015 年 4 月 4

日的月蚀 ， 9 月 13 日日蚀以及 9 月 28 日的月蚀中。 

但是原来 2014 年至 2015 年的所有天兆即四次红月与日蚀就

是以上之前在经文里所提到过的天兆， 



此外， 我们对与那些天兆有关的事情的解释也许原本就是那

些天兆的解释 。 

 

而它的应验与 2018 年至 2019 年的天兆有关系。为何如此呢？ 

根据我们以上所解释过的，关于以色列人拥有四种历法， 其

中两个是从尼撒月 1 日与 从细罢特月 15 日即植树节开始的。尼撒

月 1 日是从地球被造之始日开始的（www.torahcalendar.com) 

细罢特月15日的历法是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而开始的， 就如出

埃及记第12章：1 至2节所记载的：“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

，亚伦说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http://www.torahcalendar.com/


 若我们将 2015 年至 2016 年天兆的图表与 2018 年至 2019  

年相比较， 那么就会发现两者都从以色列人的年首即尼撒月 1 日

与细罢特月 15 日开始的， 我们从此可看到奇特的现象，就是两者

的天数都是相同的，即：15 日对 15 日； 182 日对 182 日； 267

日对 267 日，都是相同的。 

让我们一起看看： 

 

 从2015年3月20日到4月4日与从2018年1月31日到2018年2月15

日都是15日之差或若我们按犹太厉的算法从日落到次日的日落计算



为一日的就是14日之差。创世记第 1章：5 节  神称光为昼，称暗

为夜。有晚 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因为尼撒月 1 日与细罢特月 15 日是从 3 月 20 日与 1 月 31 日下午

开始的，那么若数到 4 月 4 日与 2 月 15 日下午，相隔为十四日。

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于正月第 14 日庆祝逾越节 ，利未记第 23 章：5 

节“ 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 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所以若按照尼撒月 1 日的历法 ，尼撒月 14 日就是逾越节，

那么根据细罢特月 15 日的历法，公历 2 月 15 日就是逾越节。 

此外， 2015 日 3 月 20 日到 2015 年 9 月 13 日原来与 2018

年 1 月 31 日到 2018 年 7 月 27 日也是一样的，相隔 177 日。 

 



 

按照以上原则，据细罢特月 15 日的历法，那么 2018 年 7 月

27 日就是吹角节。 

2015 年 3 月 20 日到 2015 年 9 月 28 日也是与 2018 年 1 月 31

日到 2018 年 8 月 11 日的相差一样。 



 

以相同的原则为基础， 那么按细罢特月 15 日的历法，公历 2018 

年 8 月 11 日就是住棚节。 

之前我们所讲过的关于我们明白了 “2015 年 9 月 15 日红月

就是 2018 年 7 月 27 日的红月， 反之亦然， 并且在更大的范围

上，其意义就是 2015 年的天兆也与 2018 年的天兆拥有一样的兆

头、发生的事情与其含义，反之亦然 。 

所以按照我们的计算， 那么于 2015 年 8 月 29 日或距尼撒月

1 日数到第 162 天的日子，常献的燔祭就会被除掉了，敌基督的像



会立在耶路撒冷，如同但以理书与启示录所记载的，是否从细罢特

月 15 日数到第 162 日的那天会发生以上事情呢？  

但以理第12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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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录第13章：14 它因赐给它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 

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 

 

 

 



 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或距除掉常献的燔祭并立敌基督的像有

一日之后，将会发生日偏食。那么当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若我

们看看启示录第 13 章：15 节， 那么此经文解释了那兽像不只是

在耶路撒冷设立的，并且会颁布一个叫所有世上的人都拜兽像的命

令， 若有拒绝拜兽像的人， 那么他就会被杀害。 

关于立敌基督的兽像，主耶稣给了我们更具体的解释，说敌基督不

只是立了一尊人人都要拜的兽像， 但是他自己会站在神殿并且将

自己自称为上帝，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被逼拜他的兽像并且要

认他为上帝，所有拒绝他的将会被杀害。 

所以很有可能那日的日蚀与发生于耶路撒冷的大艰难有密切关系。 

马太福音第24章：15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 

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 。 

16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17 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 

 
18 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19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 

 
20  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 

或是安息日 。 

21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 

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22 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 

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但以理书第9 章：27   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一 七 

之 半，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或作使地荒凉的 

） 如飞而来，并且有忿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作倾在那荒凉

之 地 ）， 直到所定的结局。 

 

但以理书第11章：31   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 

除 掉常献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 

 

 



 

此外，尼撒月1日后的267天就是哈努卡节， 我们解释了在此日信

徒会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如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

17节所道：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 

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最后日蚀发生于 2019 年 1 月 19 日，从植树节或细罢特月 15

日相隔 340 天。 那么按此日的天兆，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呢？因为我们将 2018 年至 2019 年的天兆解释为 2015 年至 2016 年

的天兆之对应。 

若我们从 2015 年的尼撒月 1 日起，算到第 340 日， 那么将

会到 2016 年 2 月 23 日或亚达月 15 日即普珥节。所以根据细罢特

月 15 日的历法， 2019 年 1 月 6 日就是普珥节。 普珥节是为了纪

念那些要杀害以色列人而得到相应的报复的节日。 



第七印是否在普珥节那日被揭开，就是上帝会报复那些杀害

他的子民， 就是将他愤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启示录第 16 章：1 

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盛

神大 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所以， 综合起来，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2015 年与 2018 年天兆的天

数并且寻找两者相同的地方，如下： 



 

若我们仔细观察 2015 年与 2018 年的天兆， 那么将会发现两者都

具有一样的天数，所以按我们所观察的，2015 年的天兆与 2018 年

的天兆是一样的，反过来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两者在以色

列人节日的共同点并且同时也可看到那两者的每对天兆也是相悖

的。 

那两者是相悖的，是因为若 2015 年发生日蚀， 那么其另一个于

2018 年发生月蚀 ， 反之亦然。 



我们从此认为 2018 年的天兆很有可能是 2015 年天兆的应

验。 

所以上帝事先赐给了我们如使徒行转 第2章：20 节所记载的

天兆：“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

子未到 以前。” 

 

 

然后我们提供了一些解释，使读者能够明白天兆的含义与其

意义以及与以色列人节日有关的预言，并且叫读者能够更充分地预

备自己。 



 

 

而后来将此天兆在 2018 年的天兆中得以成就。 

 



结尾 

天兆的出现和它与以色列人节日的关系如此精确，连差一日

都没有，但愿此事能够叫我们省悟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甚至已在门前了。所以我们要立刻并且认真地预备自己来 迎接那

日。 我们至少要做好以下三件事： 

1.  多多读经 

在 Yunus Ciptawilangga 先生所著的《最大的试探》， 他

解释了人所面对的最大的试探不是饥饿、逼迫或进监牢，

而是看不到的试探，而此试探就是意义被扭曲的一些经

文。这样被扭曲的经文在过去能够使亚当和夏娃堕落。 

主耶稣也是受到了一样的试探，但最后他得胜了， 因为什

么呢？ 因为他很明了！当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

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不去做魔鬼所说的话

是因为他明白了“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 里

所出的一切话。 



在末了时，很多假先知会出现并且去迷惑上帝的子民。  

若我们的信心没有扎根即不明白上帝的话语以及没有与他   

同在的生活经历，那么我们就如同那 5 个愚拙的童女， 拿

着灯却不预备油，就很容易受魔鬼的欺骗。 在末了时， 

魔鬼就会用他的巧言去迷惑每个上帝的孩子，使他们背弃

真道。 

但以理书第11章：32 作恶违背圣约的人， 他必用巧言勾引。 

惟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 

所以在剩余的时间里， 我们要好好把握时间去学习上帝的

话语。 

   2. 灵修 

我们要开始并且增加与上帝交通的时间。请抽出足够的时

间向上帝祈祷，并且祈求上帝的智慧与力量，使我们可以

明白上帝的话语并且可以以他赐给我们的力量行他的道。 



 3. 管好家庭 

我们要管好自己的家庭。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要确定我们

的家人没有一个不接受主耶稣为主与救赎者。 因为他是我

们惟一的担保，使我们可以在天堂里与他永远同在。 

因为天父已经立了他为我们的救赎者，藉着他在十字架上

的牺牲而死、被埋葬了并且在第三天复活，而现在在天堂

里得荣耀， 圣灵因此愿意降临充满信徒。 

此外， 若我们现在遇到问题， 我们可以随时与牧师或长   

老分享。 但是在末了时， 我们进入了逼迫期并且必须逃    

跑， 正如马太福音第 10 章：23 节里所讲的：“有人在这 

城里逼 迫你们，就逃到那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 

的城邑 ，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那么，我们都将

逃到我们每个人的目的地。我们也许载也不能与我们的牧

师以及我们在主内的 



朋友一起逃跑。 若我们很幸运还能与家人一起逃跑，那么

只有我们家人才能成为一个我们相互分担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