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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2012年12月21日
不是世界末日？

美洲三大文明美洲三大文明

玛雅文明玛雅文明

印加帝国印加帝国

亚兹特克帝国亚兹特克帝国

最强盛时期最强盛时期::公元公元250250--900900 2012年12月21日

玛雅历停了！玛雅历停了！

基督徒如何

看这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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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天 地 要 废 去 。 我
的 话 却 不 能 废 去 。
13:32但 那 日 子 ， 那 时
辰 ， 没 有 人 知 道 ， 连
天 上 的 使 者 也 不 知 道
， 子 也 不 知 道 ， 惟 有
父 知 道 。 (可13:31-32)

1996, 
Dec 17 

Sheldon Nidle California psychic Sheldon Nidle predicted that the world would end on this date, with the arrival of 16 million space ships and a host of angels. [113]
 

1997, 
Mar 26 

Marshall 
Applewhite 

Applewhite, leader of the Heaven's Gate cult, claimed that a spacecraft was trailing the Comet Hale-Bopp and argued that suicide was "the only way to evacuate 
this Earth" so that the cult members' souls could board the supposed craft and be taken to another "level of existence above human". Applewhite and 38 of his 
followers committed mass suicide. 

[114]
 

1997, 
Oct 23 

James Ussher This 17th-century Irish Archbishop predicted this date to be 6000 years since Creation, and therefore the end of the world. [115]
 

Hon-Ming Chen, leader of the Taiwanese cult God's Salvation Church, or Chen Tao — "The True Way" — claimed that God would come to Earth in a flying
1998, 
Mar 31 

Hon-Ming Chen 
Hon Ming Chen, leader of the Taiwanese cult God s Salvation Church, or Chen Tao  The True Way   claimed that God would come to Earth in a flying 
saucer at 10:00 am on this date. Moreover, God would have the same physical appearance as Chen himself. On March 25, God was to appear on Channel 18 
on every TV set in the US. Chen chose to base his cult in Garland, Texas, because he thought it sounded like "God's Land." 

[116]
 

1999 

Seventh-day 
Adventists 

Some literature distributed by Seventh Day Adventists predicted the end in this year. [117]
 

Charles Berlitz 

This linguist predicted the end would occur in this year. He did not predict how it would occur, stating it may involve nuclear devastation, asteroid impact, pole 
shift or other earth changes. 

[118]
 

1999, 
Jul 

Nostradamus A prediction attributed to Nostradamus stating the "King of Terror" would come from the sky in "1999 and seven months" led to fears of the end. [119]
 

 

::

为什么在中国

是热门的话题？是热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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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会有

末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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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罪 SINSIN罪罪 SINSIN

对亚当说
3:17 3:17 又又 对对 亚亚 当当 说说 ，， 你你 既既 听听 从从 妻妻 子子
的的 话话 ，， 吃吃 了了 我我 所所 吩吩 咐咐 你你 不不 可可 吃吃 的的
那那 树树 上上 的的 果果 子子 ，， 地地 必必 为为 你你 的的 缘缘 故故
受受 咒咒 诅诅 。。 你你 必必 终终 身身 劳劳 苦苦 ，， 才才 能能 从从
地地 得得 吃吃 的的 地地 给给 你你 长长 出出地地 里里 得得 吃吃 的的 。。 3:18 3:18 地地 必必 给给 你你 长长 出出
荆荆 棘棘 和和 蒺蒺 藜藜 来来 ，， 你你 也也 要要 吃吃 田田 间间 的的
菜菜 蔬蔬 。。 3:19 3:19 你你 必必 汗汗 流流 满满 面面 才才 得得 糊糊
口口 ，， 直直 到到 你你 归归 了了 土土 ，， 因因 为为 你你 是是 从从
土土 而而 出出 的的 。。 你你 本本 是是 尘尘 土土 ，， 仍仍 要要 归归
于于 尘尘 土土 。。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热力学第二定律

“熵增定律”
表明了在自然过程中，一个孤立系统
的总混乱度（即“熵”）不会减小。

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
但但 那那 日日 子子 ，， 那那 时时 辰辰 ，， 没没 有有

人人 知知 道道 ，， 连连 天天 上上 的的 使使 者者 也也 不不 知知 道道 ，，
子子 也也 不不 知知 道道 ，， 惟惟 独独 父父 知知 道道 。。
挪挪 亚亚 的的 日日 子子 怎怎 样样 ，， 人人 子子 降降 临临 也也 要要挪挪 亚亚 的的 日日 子子 怎怎 样样 ，， 人人 子子 降降 临临 也也 要要
怎怎 样样 。。 当当 洪洪 水水 以以 前前 的的 日日 子子 ，，
人人 照照 常常 吃吃 喝喝 嫁嫁 娶娶 ，， 直直 到到 挪挪 亚亚 进进 方方
舟舟 的的 那那 日日 。。 不不 知知 不不 觉觉 洪洪 水水
来来 了了 ，， 把把 他他 们们 全全 部部 冲冲 去去 。。 人人 子子 降降
临临 也也 要要 这这 样样 。。 太太

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
24:3 24:3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
说、请告诉我们、甚么时候有这些事．说、请告诉我们、甚么时候有这些事．你你
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甚么预兆呢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甚么预兆呢。。 24:4 24:4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
你们。你们。 24:5 24:5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你们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 人冒我的名因为将来有好 人冒我的名
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24:6 24:6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
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
末期还没有到。末期还没有到。 24:7 24:7 民要攻打民、国要民要攻打民、国要
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24:8 24:8 这这
都是灾难的起头。都是灾难的起头。((太太24:32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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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气候的反常气候的反常
::



6

四川大地四川大地震震
四川大地震四川大地震

Date 日期 Place 地点 Magnitude 震幅 Deaths 死亡人数 (Damages) 
4/18/06 San Francisco 8.3 3000 
5/22/60 Chile 9.5 Tsunomis 82 ft high 
3/28/64 Alaska 9.2 125 
7/27/76 Tangshan, China 8.0 250,000 
9/19/85 Mexico 8.1 7000 
10/17/89 Loma Prieta, CA 7.1 $6 billion damages 
1/17/94 Northridge, CA 6.7  
1/17/95 Kobe, Japan 6.9 5,502 
8/17/99 Izmit, Turkey 7.4 17,118 
9/20/99 Taiwan 7.6 2400 
1/26/01 Gujarat, India 7.9 20,000 
10/31/02 Italy  Entire class of children killed 
5/1/03 Turkey 6 4 1605/1/03 Turkey 6.4 160 
5/21/03 Algeria 6.7 2000 
12/26/03 Southern Iran  26,000 
2/24/04 Morroco  500 
2/26/04 SEAsia Tsunami 8.9 Hundreds of thousands 
2/22/05 Zarand, Iran 6.4 Hundreds die 
3/28/05 Nias, Indonesia 8.7 1,300 
10/8/05 Northern Pakistan 7.6 73,000 
4/1/06 Western Iran 6.0 1,200 
7/17/06 Indonesia 7.7 650 
8/15/07 Peru 7.9 519 
5/12/08 Sichuan, China 7.8 70,000 

Source CNN.COM, “Major Earthquakes in 20th Century”二＋世记的大地震。 
BBC News Channel, May 12, 2008, http://news.bbc.co.uk/1/hi/world/2059330.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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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揭 开开 第第 四四 印印 的的 时时 候候 ，， 我我

听听 见见 第第 四四 活活 物物 说说 ，， 你你 来来 。。

我我 就就 观观 看看 ，， 见见 有有 一一 匹匹 灰灰
马马 骑骑 在在 马马 上上 的的 名名 字字 叫叫 死死马马 。。 骑骑 在在 马马 上上 的的 ，， 名名 字字 叫叫 死死 。。
阴阴 府府 也也 随随 着着 他他 。。 有有 权权 柄柄 赐赐 给给
他他 们们 ，， 可可 以以 用用 刀刀 剑剑 ，， 饥饥 荒荒 ，，
瘟瘟 疫疫 ，， 野野 兽兽 ，， 杀杀 害害 地地 上上 四四 分分
之之 一一 的的 人人 。。 启启

( 6:7-8)

:: ::

::
但以理阿、你要隐藏但以理阿、你要隐藏

这话、封闭这书．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直到末
时 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时 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
知识就必增长知识就必增长。。 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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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不法的事增多、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
冷淡了。冷淡了。 ((太太24:12 24:12 ))

3:1 3:1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3:2 3:2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

::

33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
夸、狂傲、谤夸、狂傲、谤讟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
不圣洁、不圣洁、 3:3 3:3 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
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 3:4 3:4 卖主卖主
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
神．神． 3:5 3:5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
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提提后后3:13:1--5)5)

2020小学小孩被杀小学小孩被杀
(Newtown, CT, 12/14/12)(Newtown, CT, 12/14/12)

:: ::
『『人子阿，这些骸骨就是以色人子阿，这些骸骨就是以色
列全家列全家 我要将以色列人从我要将以色列人从
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又从
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
回本地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
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
（（结卅七结卅七 约写于公元前约写于公元前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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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他 们 本 是 鬼 魔 的 灵 ， 施 行
奇 事 ， 出 去 到 普 天 下 众 王 那 里 ，
叫 他 们 在 神 全 能 者 的 大 日 聚 集
争 战 。16:15 看 哪 ， 我 来 像 贼 一
样 。 那 儆 醒 ， 看 守 衣 服 ， 免 得
赤 身 而 行 ， 叫 人 见 他 羞 耻 的 ，
有 福 了16:16 那 三 个 鬼 魔 便 叫 众
王 聚 集 在 一 处 ， 希 伯 来 话 叫 哈
米 吉 多 顿 。 ((启启16:1416:14--16)16)

审审 判判
20:11 20:11 我我 又又 看看 见见 一一 个个 白白 色色 的的 大大 宝宝 座座 ，， 与与 坐坐 在在
上上 面面 的的 。。 从从 他他 面面 前前 天天 地地 都都 逃逃 避避 ，， 再再 也也 无无 可可
见见 之之 处处 了了 。。 20:12 20:12 我我 又又 看看 见见 死死 了了 的的 人人 ，， 无无 论论
大大 小小 ，， 都都 站站 在在 宝宝 座座 前前 。。 案案 卷卷 展展 开开 了了 。。 并并 且且
另另 有有 一一 卷卷 展展 开开 ，， 就就 是是 生生 命命 册册 。。 死死 了了 的的 人人 都都
凭凭 着着 这这 些些 案案 卷卷 所所 记记 载载 的的 照照 他他 们们 所所 行行 的的 受受凭凭 着着 这这 些些 案案 卷卷 所所 记记 载载 的的 ，， 照照 他他 们们 所所 行行 的的 受受
审审 判判 。。 20:13 20:13 于于 是是 海海 交交 出出 其其 中中 的的 死死 人人 。。 死死 亡亡
和和 阴阴 间间 也也 交交 出出 其其 中中 的的 死死 人人 。。 他他 们们 都都 照照 各各 人人
所所 行行 的的 受受 审审 判判 。。 20:14 20:14 死死 亡亡 和和 阴阴 间间 也也 被被 扔扔 在在
火火 湖湖 里里 。。 这这 火火 湖湖 就就 是是 第第 二二 次次 的的 死死 。。 20:15 20:15 若若
有有 人人 名名 字字 没没 有有 记记 在在 生生 命命 册册 上上 ，， 他他 就就 被被 扔扔 在在
火火 湖湖 里里 。。 ((启启20:1120:11--15)15)

为什么世界

末 没有到末日还没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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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耽延不是耽延
3:93:9主主 所所 应应 许许 的的 尚尚 未未 成成 就就 ，，
有有 人人 以以 为为 他他 是是 耽耽 延延 ，， 其其 实实
不不 是是 耽耽 延延 ，， 乃乃 是是 宽宽 容容 你你 们们 ，，
不不 愿愿 有有 一一 人人 沈沈 沦沦 ，， 乃乃 愿愿 人人不不 愿愿 有有 人人 沈沈 沦沦 ，， 乃乃 愿愿 人人
人人 都都 悔悔 改改 。。3:103:10但但 主主 的的 日日 子子
要要 像像 贼贼 来来 到到 一一 样样 。。 那那 日日 天天
必必 大大 有有 响响 声声 废废 去去 ，， 有有 形形 质质
的的 都都 要要 被被 烈烈 火火 销销 化化 。。 地地 和和
其其 上上 的的 物物 都都 要要 烧烧 尽尽 了了 。。
((彼彼后后3:93:9--10)10)

悔改信主悔改信主

从从 那那 时时 候候 耶耶
稣稣 就就 传传 起起 道道
来来 ，， 说说 ，， 天天
国国 近近 了了 ，， 你你
们们 应应 当当 悔悔
改改 。。((太太4:17)4:17)

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回应

为什么2012年12月21日
不是世界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