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同教对于预言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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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爱斯猛著,曹云祥译 

 

译者序 

 

大同教冶各教于一炉,以博爱为宗旨,以和平为鹄的,提倡人类之一体与世界之大同,而不斤斤于仪节

与陈腐信条之束缚,实为现代新兴之开明宗教,适合时代需要与吾国国情,曹云祥先生有见于 此,特将大

同教理书籍迻译多种,以介绍于国人之前。首先出版者为新时代之大同教一书,原著者为爱斯孟博士,对于

大同教之历史与教义,叙论极为详尽,译笔亦极畅达。原文中有关于预言之实践二章,因引证圣经与耶教旧

约宗教可兰经中之预言过多,读者若非耶教徒与回教徒,不易引起兴趣,反而多生疑难,故未经译出。惟大

同教自经曹先生介绍以来,已渐引起国人之注意,本社为使读者得窥该书全豹起见,特将此二章译出,另订

单行本发行。大凡先知先觉者本其特殊之聪明与渊博之学问, 对于社会情形,观察透彻,对于历史往事,

了若指掌,故预言将来之事,未有不中者。亚卜图博爱在一九一二年时,预言欧洲大战之爆发,即系根据当

时国际情形,断定此事之不可避免,并非如神妙之不可测也。 

１９３２年９月３０日于上海 

大圣博爱和拉是上帝的显示,是上帝在他的一切圣书,如新旧约与«可兰经»中所期许的人。 

—— 亚卜图博爱 

 

 

预言之解释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phecies 

 

预言的解释是极端的困难,而一班宗教家解释预言的意见又极不一致。 这本不足怪,因为按照各种

经书上所载的预言,有很多是难于了解,要等到这些预言应验了,其意义才能显明,然而这也只为那些心情

纯洁而无偏见的人们所明白。如此在«旧约»内«但以理书»中载着,“但以理呵,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

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   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人站立,一在河这边,一在河那边。

                                                

* 
 上海大同教社，1933 年 4 月。 



有一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 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呵,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  他说,

但以理呵,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
①
 

假若上帝把预言隐秘起来,要等到预期的时候,于是就是对于讲出这些预言的先知者,也不把意 义

完全宣示给他们知道,那末我们除开希望上帝所派遣的使者,会把预言中隐秘的意义宣露外,就不 能希望

别人了。预言的历史与其在过去各时代中之被人误解以及先知者的郑重警告,我们如果对于这些加以反

省,对于预言的真实意义与其实现的情形,我们就不会随便相信一班理想家的论断了。 另一方面,当其人

出世,声称将实现预言时,我们定要以开朗的无成见的心胸去检查他的声明。  假若他是一个欺骗者,当然

不久就要被人发觉,对于我们也不能有什么害处。但是任意排斥上帝的使者, 只因为他降世的形式与时

期非一班人所期望的,那就是大错而特错了。 

博爱和拉一生的言行证明他是一切圣书所讲的预期者,他有权力打开预言的封印,而将神秘圣奥中

的“年久原封未动的美酒”倾露出来。让我们赶快去听他的解释罢,在他的解释之下,我们再行检查先知者

所讲的秘语罢。 

 

主之来临 

The Coming of the Lord 

 

在“最后的时日”中之主的来临,是一个“悠远的圣神的事体”,所有先知者对于这件事都引领企盼,多

方歌颂。然而所谓“主之来临”,到底是什么意义呢?   自然上帝总是在他的人民之间的,“他是近在咫尺之

间,如手与足之一刻不相离。”但是人们不能看见上帝的形像,也不能听到他的声音,所以不能了解他的存

在,除非他在一种显明的形式中,表现他自己,用人类的语言,告诫人民。 为表现他的高超的性格起见,上帝

是每每的拿一个常人作他的工具。 所有先知者即为上帝与人们间之中间人,由这中间人之介绍,上帝乃

与人们亲近,与人们交谈。 耶稣是一中间人,而耶教徒视耶稣之降世如上帝之来临,是完全不错的。他们

看见耶稣的容颜,即如看见上帝的面貌,他们听到耶稣的言语, 如闻上帝的声音。博氏告诉我们,万军之主,

永远的天父,世界的创造和改善者之来临,按照所有以前先知者所讲的,是要在“时代的终点”内实现,这意

义不是指别的,是指上帝要在一个常人的身上, 显示他自己,如他借耶稣显示他自己一样,不过在这一次

内,这种显示要成为更完满与更光荣的而已,而所有在以前的先知者如耶稣等,他们降之世,都是为着要训

练人们的心情,以作接受此次伟大显示的准备。 

 

                                                
①
   «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四节至十节（Daniel XII,4-10）。 



对于耶稣降世的预言 

Prophecies about Christ 

 

犹太人因为不能了解关于救世主的统治的预言的意义,就排斥耶稣,对于这一件事,亚卜图博爱有着

下面的一段话:                                        

“犹太民族现时还在等着救世主的降临,日夜祷告上帝,以促其早日来到。 耶稣降世后,他们反对他,

把他杀害,说:‘这不是我们所盼望的人。看吧,当我们的救世主来了,一定有许多奇异的征兆, 证明他是我

们的真救主,我们是知道这些征兆的,不过还没有显示罢了,这位救世主会在一个无名的 城市内出现,他

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且在他的手里握着钢剑和铁笏来统治人民。 他会实行先圣的言行,他会征服东

西各国,他会光荣他的优秀民族犹太人,他会使世界和平,在这个和平的状况中, 就是野兽也不会伤人,狼

与羊同饮,虎与鹿同睡,蛇与鼠同巢,各种动物都是安闲自在。’ 

“犹太人的思想和言语是如此,因为他们不懂得«圣经»,不懂得其中所含的真理。他们只知道依照字

面上解释,其精义所在,他们是一点也不能了解的。 

“诸位听着,我现在要把真实的意义解释出来。耶稣虽然是生在拿撒勒地方,不是什么无名城市  的

人,但是他是天意使之降世的。他的身体是玛丽生的,但是他的伟大精神是天赋的,他以舌作剑, 将善与恶,

诚与伪,忠实与叛逆,光明与黑暗,分别出来。他的言词如同快剑一样,锋利无比。 他所乘的宝座,不是可以

毁灭的物质的宝座,是永垂不朽的荣誉的宝座,他复述并完成了摩西的教训,他履行所有先知者的言行。他

的言语征服了东西各国,他在世界上有不可磨灭的力量。他感化了一班能了解他的犹太人,这些人都是出

身微贱的男女,因为与他亲近之故,为他的人格与思想所熏陶,都成 了伟大的人物。有许多民族,因为种族

的偏见,以前分崩离析,常以刀兵相见的,自受了他的感化之后,到现在居然能化干戈为玉帛,彼此互相友爱

和睦起来了。”
①
 

大多数的耶教徒,对于这些指着耶稣而讲的救世主的预言的解释,都予以接受,但是对于指着后来的

救世主而言的同等的预言,他们就与犹太人采同样的态度,希望有一个大奇迹发现,预言会照字面上所讲,

一字不改的实现。 

 

关于巴孛与博爱和拉之预言 

Prophecies about the Báb and Bahá'u'lláh 

 

                                                
①

  «亚卜图博爱之箴言»六一页。 



按照大同教的解释,讲到“时代的终点”“最后的时日”“万军之主”与“永远之天父”之来临的那些 预

言,不是指耶稣的降临,是特别指着博氏而言的,譬如载在«以赛亚书»中的著名的预言如下: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民,有光照耀他们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

头上的杖,及欺压他们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并那混

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

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增加无穷,他必在大

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①
 

这是预言之一,从来人民均以为这个预言是指耶稣言的,其中的语气亦颇有点相似,但是我们稍加思

索之后,就会发现这个预言实在是指着博氏而言的。 耶稣固然是一个光明的带送者与救世者, 但是于他

降世以后,差不多有二千年之久,世界上的人民仍然是在黑暗中行走,以色列的儿女与其他 许多上帝的儿

女仍然是在压迫之棍下呻吟。另一方面,在大同教的时代中,不过数十年之久,真理的光辉即已笼罩东方与

西方,上帝的父道与人类兄弟之道的福音,已经传布到世界各国家内,强大的军人独裁政治在世界上是已

经被推倒了,国际联盟诞生,给予世界上被蹂躏与被压迫的民族以急速之解放。动摇世界的大战,在大战中

所使用的以前所未有的军火、毒气、炸弹、飞机等,诚然是上面预言中所讲的“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

博氏著述长文,讨论政府与治理的问题,阐明这个问题如何可以得着最妥善的解决,他是把“政权担在他的

肩头上”,这是耶稣未曾行过的。  至于这些名称,如“永在的父”、“和平之王”,博氏曾再三声明他自己是

父的显示,关于父的事是耶稣与以赛亚曾经讲过的,耶 稣称他自己为子。博氏又宣称他的使命是促进世

界之和平的,但是耶稣讲:“我不是送和平的,是送一把剑的。”事实上,在耶教的时代内,是时时有战争发生

的。 

 

上帝的光荣 

The Glory of God 

 

“博爱和拉”这个称呼,在亚拉伯文内是“上帝的光荣”,从前希伯莱的先知者常用这个称号以代表在

最后时日中降世的预期者。如此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内载着下面的话: 

“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战争的日子

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

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 的要改为平坦,崎崎

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这个预言,是与上面的预言一样,因耶稣与有先驱者约翰之降世,有一部分的实现;但是仅仅只  有一

                                                
①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至第七节。 



部分,因为在耶稣的时代内,耶路撒冷的战事并没有完结,在以后的几世纪内,这个地方仍是在  极端纷乱

的状态中。但是自巴孛与博氏降世后,才有更圆满的应验表现,因为耶路撒冷的光明时代已经黎明了,而它

将来永久的和平与光荣的希望,好像已得有充分的保障。 

其他的预言,讲到以色列的改善者,主的光荣时,说这是要从东方的圣地,从太阳升出的地方来  的。

博氏是降生在波斯,在派勒司丁的东方,他又来到圣地,度过他最后二十四年的生活。 假若他是自动的来

到这地方,人们还可以说他这种行为是骗人的勾当,有意要照着预言中所讲的做;但是他是一个失了身体

自由,而被放逐来到此地的,他是被波斯的皇帝(Sháh)与土耳其的苏丹送来的,这两个暴君决不会有利于

博氏的计划,他们之所以要放逐博氏到此地,是特意使他受苦的,但是恰好应验预言中所讲的,使博氏能宣

称他是“上帝的光荣”这是由天意所主使的。 

 

 

上帝的日子 

The Day of God 

 

“日”这一个字在“上帝之日”与“最后之日”的这些成语中,它的意义是“天运”。每个伟大的

宗教的创始者都有他的“日子”。每个人是像太阳一样,他的教义有黎明的时期,等到教义中的真理渐

渐启迪了人们的心智,势力趁涨起来,就如同太阳上升到了天空的顶点。 于是他的势力又会渐渐的消散,

其教义为人误解与破坏,黑暗笼罩世界,如同太阳之西坠了,要等到明日的太阳复升,人们才能重见光明。

上帝的最高显示之日,就是最后之日,因为这个日子应永无终止的时候,应永无黑夜的袭击。这个太阳要

永不下坠,要启导现在与将来世界上所有人们的心灵。  事实上,神灵的太阳也从来没有没落过,摩西、

耶稣、摩罕墨德以及其他先知者,都仍是在天空中灿烂地照耀,不过有一层云雾把 人们的眼睛掩蔽,使

他们不能看见这些圣哲者的光辉。 博氏为最伟大的太阳,他会在最后把这种黑云驱散,使各种宗教中的

人民重见所有先知者的光明,而一致的崇拜唯一的上帝,所有先知者都是反映这个上帝的光明。 

 

关于亚卜图博爱之预言 

About the Prophecies of 'Abdu'l-Bahá 

 

在«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与«撒迦利亚»等书中,有几个预言是讲到有一个人叫枝子的,耶教徒



总以为这是指耶稣,但是在大同教徒看起来,这是特指亚卜图博爱。波斯的普通习惯,是通常称长“最大

的枝子”,亚卜图博爱既为博氏之长子,所以在大同教徒中,普通都是以此称呼他。 博氏在他的著作中, 

常常称他自己为树,为根,称其子亚卜图博爱为枝子。  亚自己也曾经写述了下面的话: 

“亚卜图博爱是上帝约书的中心,是补足树的枝子。 树是根本,是基础,是无限地实体。”
①
 «圣经

»中关于枝子最长的预言,是在«以赛亚书»内第十一章: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主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 明

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主的灵。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 豺狼必与

羔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

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主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当那日,主必 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

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忒罗、古实、伊兰、示拿、哈马以及众海岛上所剩下的,他必向

列国树立之大旗,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 

亚卜图博爱评注这个预言以及其他关于枝子的预言如下:                 

“在无可比拟的枝子的显示日中,一件大的事情要发生的,是上帝的旗帜在各国中的树立,其意义

即为各个国家与各种民族都要在一个神圣旗帜之下,受它的庇荫,而联合成为一国。 这种神圣的旗帜不

是别的,就是主的枝子的本身。 宗教与信仰的仇视,种族与人民间的相敌对,与窄狭的爱国心,统同在他

们中间铲除干净。信仰统一宗教统一,大家成为一个民族,一种人民,共同住在世界五大陆上,世界和平

由此得以实现。这个无可比拟的枝子会把以色列的人民聚集起来,这意思就是在这个时代中,从前散处

在东西各地的犹太人,都会能够回居圣地内重行团聚。 

“现在我们看:这些事情在耶稣的时代内,没有产生,因为在那时各国不是在神圣的枝子的一个旗

帜之下,但是在这个万物之主的时代内,所有国家与人民都会在这个旗帜之下受庇荫。同时,以色列的人

民,从前散处世界各地,在耶稣的时代内,不能聚居于圣地内,一到博氏降世,这种神圣的允许,在所有先

知者的书中都载明过的,是开始实践了。你们可以看到现在犹太人陆续回居故土,成家立业,数目是那样

的渐渐加增,不久派勒司丁就要属给他们,而成为他们祖国了。”② 

在上面这一段话讲了不久之后,派勒司丁就脱离土耳其人的统治,列强允许犹太人在其故土内, 建

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在大战以后,我们又有了国际联盟,以仲裁国际间之纠纷,国际裁减军备会议,以谋各国军备之共同

裁减。这些都是实现预言中所讲的世界和平的进行。 

 

判断之日 

The Day of Judgment 
                                                
①
  «西星»第七卷,十七号三二五页。 

②
  «教理问答»七十五页。 



耶稣常用寓言,说明判断的伟大之日,“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各

人的行为报答各人”。
①
   他把这一天比做收获的时期,那时草莠除去了,麦子收割到仓内去了。 

“世界的末了(时代的终止)就是要如此的。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

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

样。”
②
 

“世界的末了”这一个成语在«圣经»内,如在上面的话以及同类的章节内所引用的,是引起了许多

人的误解,他们以为判断之日一到,世界就会忽然毁灭。其实这个成语的意义是“时代的终了”,世界是

指时代,所谓“世界的末了”决不是世界的末日到了”。 耶稣告诉我们,父的国是建立在地上,同时也

在天上。他告诉我们祷告:“你的国来了,你会做得在地上与天上一样”。在葡萄园的寓言中,当这园的

主人来毁灭那凶恶的园丁时,他不会同时把这园(世界)也毁掉,但是要把这个租给别的好户家,能培植

这个园子,按季产出果实来。世界不会被毁灭的,不过是要加以革新与改造罢了,耶稣在另一个时期内。

把那一天解释为“复兴期,那时人子要坐在他光荣的王座上”。 圣比得讲这一天是 “复新的时期”,“万

物恢复的时期,上帝从世界的开始起,就用他的先知者的口,讲过这时期”。耶稣所讲的判断之日,很显明的

是与万军之主、父的降临时期相合的,这在以赛亚以及其旧约中,都由先知者 预言过了,这对于凶恶者是

一个可怕的惩罚的时期,但是同时在天地间,公理要树立,正义要统治。 

在大同教的解释中,上帝的每个显示的降临即是判断之日,但是博爱和拉的最上显示的降临,对 于

现代是判断的伟大日子,耶稣、穆罕墨德与其他先知者所讲的号筒声响,是显示的呼喊,为天地间  的全体

而响着——肉体与灵魂。与上帝的遇合只是为着那些愿意与他相遇的人们的,这是了解他,  爱戴他,到天

堂去,与万物栖息于仁爱中的大道。至于那些人,宁肯从己愿,不肯信仰上帝的道理,如在显示中所表白出

来的,当然是要堕入自利、错误与恨心的深渊中。 

 

伟大的复活 

The Great Resurection 

 

判断之日也是复活或死者再生之日。圣保罗在他给哥林多人的书中说: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 号筒

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

死的。”
③
 

                                                
①«马太福音»十六章二七 

②«马太福音»十三章四○ 至四三节。 
③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一至五四节。 



关于死者的复活的意义,博氏在«笃信之道»(«意纲经»)一书中讲过:          

“在各圣书中所载“生”与“死”的意义,是指由信仰而得之生命,无信仰而得之死亡。在每个显示期中,

大多数的人民不肯相信,不能被指导到真理之光明中去,不服从永在的圣美者,就是因为不懂   得在上面

所讲的这层意义耶稣讲:‘你们要重生,’在另一处他又讲:‘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这意义是无论何人,如果没有受圣

学之水与耶稣之圣灵的鼓舞,就不配到上帝的国中去。 实际上就是讲只有那些臣仆是从灵生的,而得着

每个显示期中圣哲的鼓舞者,才配称有生命、复活与踏入圣爱的天堂中,其余的人只会有死灭、疏懈与堕

入无信仰与圣怒的火中假若你们试尝一点圣学的清水,你们就会知道真实的生命是灵的生命,不是肉的

生命;但是真实的生命是属于有光明的心灵者,他们饮了信仰之洋中的水,吃食笃信的果实。这种生命不会

有死灭随着的,如在经上讲:‘一个真实的信仰者是在今世与来世内都活着的。’假若所谓生命是指肉体的

存活,那就无疑的这种生命不久就要趋于死 灭。”(八十至八十五页) 

按照大同教的教义讲,复活是无关于肉体的,肉身一旦死亡,就完结了。 这个腐化了,它的细胞再也不

能恢复原状。 

复活是一个由于圣灵的恩典,而得着精神的生活的开始,圣灵的恩典是由上帝的显示而施与的。 他

要脱离的坟墓是无知与疏远上帝的坟墓。他要醒悟的睡梦是灵性的麻木在这种麻木的状态中,许多人还

是在等候上帝之日的黎明。这种黎明照耀世界上所有的人们,无论他们是活着的或已经死去了的,不过那

些灵盲的人,不能辨认这种光明而已,复活之日并不是每天二十四小时的一日,乃是一个时代,这时代已经

开始了,现代世界的环轮能继续多久,这个时代也会存在多久。这时代的晨星是巴孛,它的太阳是博氏的最

高显示,它的目光是亚卜图博爱——这晨星、这太阳与月光永不会有落下的时候,会继续在圣灵的世界上

闪耀,等将来他们的光辉要笼罩全宇宙。 

 

耶稣之复生 

Return of Christ 

 

耶稣在他的谈话中,常公用第三人称,讲述上帝将来的显示,有时也用第一人称代表这个显示。 他

讲:“我去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①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内,载着当耶稣升天

的时候,他的弟子是被告诉了一番这样的话:“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

还要怎样来。”因为有了这些与其他同类的话,于是许多耶教徒希望将来人子“在天上的云端带着伟大的

光荣”来临的时候,他们要再看见耶稣原来的面貌,就是与在二千年以前死在十字 架上的那个耶稣,他们

希能够发现他的形体是一样,他的伤痕是一样的。 但是只要对于耶稣自己的话稍加思省,就会把这种想

                                                
①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 



念驱除了。在耶稣时代内的犹太人,对于伊里亚的复生,是有着同样的思想,但是耶稣改正了他们的错误,

告诉他们“伊里亚要先来”的预言是实现了,不过在肉体上,不是从 前的伊里亚,是浸礼徒约翰:他在“伊里

亚的精神与能力中”来到世界上。耶稣说,“假若你们接受他, 他就是伊里亚,就是预言中所讲要降临的人。 

那有耳朵的人,让他听罢”。 所以伊里亚的复生的意义,是指另一个人的出现,为别个父母所生的,但是被

上帝用一样的灵和能启迪了。耶稣所讲的这些话,自然是暗指他的复生,会由另一个人的降世而实现,这个

人虽然是另外一个母亲生的,但是他把上帝的精神与能力表现出来,是正如耶稣表现出来的一样。博氏解

释耶稣之“重临”是由巴孛与他自己的降世而实现了。他讲: 

“假若今天的太阳讲,‘我是昨天的太阳’!  这是确实的;然而按顺序讲,它说,‘我是另外一个太阳,与昨

天的不同’,这也是对的。因此我们去想想日子罢:假若讲所有的日子都是相同的,这是不错的;但是按照称

呼与名号,说它们是各不相同,这也是对的。 因为它们虽然是相同的,但是每个有一个称呼、性格与名号,

是各不相同的。 用这同样的方法与解释,我们可以懂得圣灵显明的分别与一体,于是你可以悟解性格和

名义的创造者,关于分别与一致的语句的解释。”
①
 

亚卜图博爱讲:“要知道耶稣第二次之重来,并不是如一班人民所相信的那个意义,是指一个在 他之

后降世的预期者。他要与上帝国及他的权力同来,上帝的权力是已笼罩世界了。这种统治是在心与灵的

世界上,不是在物质的世界上;因为物质的世界,在主的眼前,是比不上一个蝇子的一翼,假若是那些知道的

人,你就懂得了!  耶稣与他的国,从起初之外没有起初的时候来了,而且耶稣是圣的实体的表现,单纯的

实体与天的本体,这是没有一个起初或一个终止的。 这个只有表现,起来,显示与每个时代中的落下。”
②

 

 

时代的终了 

The Time of the End 

 

耶稣与其弟子讲述了许多表记,这些表记会把人子在父的荣耀中“复临”的时期分别出来。 耶稣讲: 

“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到了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

都得应验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 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

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③

 

他又讲: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说我是耶稣;要欺骗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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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

                                                
①
 «笃信之道»十五页。 

②
 «亚氏的信»第一集一三八页。 

③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至二四节。 



打国。多处必饥荒与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他们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为

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被此陷害,被此恨恶。且有好些假 先知起来,欺骗大众。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了,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①

 

在这两段话中,耶稣以明显的辞句,预言了在人子降世前必要发生的事情。自耶稣说了这话后,  一

世纪一世纪的过去了,他所讲的这些现象,是件件实现了。 在每段话的末尾,他述出一件事情,以注明未来

事情的时期——在前一段内是犹太人被放逐的终止与耶路撒冷之恢复,在后一段内是福音的遍传世界。

这两件事情都已在我们的时代内一一实现了,这对于我们是颇奇异的。假若预言的其 余部分是同这些部

分一样的真确,那么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耶稣所讲的“时代的终了”内了。 

穆罕墨德(Muḥammad)也叙述了一些在复活之日内定要发生的事情。 在«可兰经»内,我们可以读着

下面这些话: 

“当亚拉讲:‘耶稣呵! 我会使你死,把你清那些无信仰者对你的诬告,把那些信从你的人(耶教徒)安置

在无信仰者(犹太人等)之上,直到复活之日;于你要回到我这里来,我会在你们中间,决定关于你们相异的

地方。”
②
 

“犹太人讲,‘上帝的手是锁起来了’。他们自己的手要被锁起来——为着他们所讲的话,他们要受责罚。

不仅此也,上帝的手根本是向外伸张的。 他随他意之所喜,施与恩典。 那从你的主所遣送下来的东西,

一定增加许多人的反抗与不信仰;我们把仇恨安置在他们中间,这仇恨要存在到复活之日。他们常常燃起

战争的烽火,上帝要把它熄灭。”
③

 

“我们为着那些讲‘我们是耶教徒’的人,接受了约书。但是他们忘记了被告诉的事情一部分;所以我

们在他们中间掀起仇恨,这仇恨要存在到复活之日,而在末了的时候,上帝会讲出他们所做的事情。”
④

 

这些话语对于犹太人之屈服于耶教与回教人民之下这一点上,是一一实现了。而且对于犹太人与耶

教徒之互相分裂与争斗,自穆罕墨德讲了这话之后,这事也已应验了。只是在大同教的时代(复  活之日),

这些事情才渐渐的终止了。 

 

天地间的表记 

Sign in Heaven and Earth 

在希伯莱,耶稣,穆罕墨德与其他的圣书内,在叙述将来要伴着预期者而显现的表记,有特别相同之处。

在«约珥书»(Book of Joel)内,我们读着下面一段话: 

                                                
①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至一四节。  

②
 Qur’án Súrah III.54—第三章五四节。  

③ Qur’án Súrah V.69—第五章六九节。  
④

 Qur’án Súrah V.17—第五章一七节  

 



“我要显出在天上与地下的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 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 

主的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回归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到他们下

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耶和华审判) 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主的日子在那里到了。日月昏暗,

星宿无光。主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主却要作他百姓的 避难所。”耶稣讲: 

“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

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①
 

在«可兰经»内,我们读着下面的话: “那时太阳要被掩没,星宿要坠落, 

那时众山要崩溃, 昼夜要展开, 

那时天要不受障蔽, 

地狱要遭火烧。”(八十一章 Qur’án Súrah LⅩⅩⅪ) 

博氏在«笃信之道»一书内,解释那些关于太阳、月亮与星宿,天与地的预言,是象征的语句,不能照字

面去推测其意义。原来先知者所注意的,是精神方面的事情,不是物质方面的事情,是灵性的光明,不管现

实的光明,当他们讲到判断之日,引用太阳这个字,是指正义的太阳。 太阳既是光亮的最上源泉,所以摩西

在希伯莱人中,耶稣在耶教徒中,穆罕墨德在回民中,都是一个太阳。 先知者讲太阳变黑了,他们的意思是

这些圣灵的太阳的高尚教义,被后来人民之偏见与误解所蒙蔽,于是人民在灵方面,就陷入黑暗中了。月亮

与星宿是较小的发光体,是象征一班宗教中的首领与教士的,他们应该指教和启导人民。所以讲月亮要不

放光,或要变成血,众星要从天上堕落,这就是指后来宗教领袖们之坠落,从事争斗,而宗教家惟现实是务,

把他们的神圣职责抛弃了。 

这些预言的意义,不能一言而尽,这些象征的字句,还有许多别的意义。博氏讲“太阳”“月亮”与    

“星宿”这些字句的另一个意义,是指人民的风俗、习惯与制度。在每个后来的显示期中,因为时代的需要,

由以前显示期中所相传下来的制度、典则、风俗与习惯就要改变,所以在这个意义中,先知者讲太阳与月

亮要改变,星宿要散没。 

对于这些预言,要希望其照字面上所讲的实现,那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譬如月亮要变成血,星宿要

坠落到地上,我们拿这两句话来讲,天上的星,就是最小的一个也比地球大几千倍,只要一个掉下来,地球就

容不下,莫讲有许多了! 但是在别一方面预言也有在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同时实现了的。譬如圣地在好

几世纪中,实在是成为荒废的了,正如先知者所预言过的,但是在复活之日后,它已经开始繁荣了,这又是以

赛亚预言过的。 人民移植到那里去了,地方开辟了,在从前是一片荒土的,现在是茂盛的田园了。自然当

人们把刀剑与戈矛改造为锄犁与镰刀的时候,世界上的荒地都会要被垦殖了;从这些荒漠之地吹来灼热

与带沙的风,使得邻近人民受害者,会成为过去的东西,全世  界的天气会成为温和与平衡的,城市的空气

不会为烟雾与毒气所毁,就是在表面与实质的意义上,也有了“新的天与新的地了”。 

 

                                                
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九至三○ 节。 



降临的情形 

Manner of Coming 

关于他在时期的终了降临的情形,耶稣讲了下面的一番话: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要坐在他荣

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前面。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绵羊、山羊一般。”
①

 

博氏在«笃信之道»一书内,对于这些类似的话,加以解释道:                 

“就谓‘天’的意义是指先存之黎明与圣灵的源泉的降临,其地位是崇高不可攀的。  虽然这些古人在

生理上是他们母亲生的,然而在实质上,他们是秉着天的命令而降世的;虽然他们是居在地球上,然而同时

他们也是躺在意义之榻上的;当他们在地上走的时候,他们的意志是飞升到接近的天空中去了。他们不用

足的移动,旅行于神灵的地域内,不用羽翼,飞翔到一体的峰巅上。 

“所谓‘云’的意义,是指与人们的自大与欲望相反的事物,如在«可兰经»上讲:‘你们于是当一个  使

者来到你们中间时,发现他带着与你们的愿望相反的事物,就傲然的拒绝他,而控某些人以欺骗之罪,又将

某些人杀害。’
②这种云是典则之改变,法律之更换,传统的习惯与制度之铲除,与平民之忽然成名,他们是

在那些有知识而否认圣道的人之前,成为信仰者的;还有圣美者依照常人的限制而降世,如饮食、贫富、荣

贱、睡与醒以及其他等等,都便得人民疑惑,阻碍人民接受显示。 

“云既能掩蔽人们的眼睛,使其不能看见有形的太阳,所以上面这些情形,能阻碍人民,使其不能 

体认至上的太阳这些圣哲的人物既须屈服于物质的贫穷与生理上的需要如饥饿等等,于是使得人民迷惘

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一个人来自上帝:宣称其能主宰世界,称他是万物创造的动力怎么能被这些小事

情所苦恼呢?’因为我们知道每个先知者与其弟子都要受艰苦的挫磨,如贫穷、疾病与被人轻视等;他们的

徒众的首级是如何的在城市中被人当作礼物相赠送;他们是如何的在信仰上受人家的阻碍,每个人受敌

人的陷害是如此其甚,简直是后者对于前者可以任意处置了 

“权威之主特意使得这些情形与心灵不诚洁者的欲望相反,作一种试验的标准,上帝用这个标准,以

试探他的臣民,把善者从恶者内分别出来,把信仰者从否认者内分别出来 

“至于他的话:‘要派遣使者’等等,这‘使者’就是指一些人,他们由于圣灵的权力,用圣爱的火,把人类的

性格毁掉,而成为有高超者的特性……                       

“耶稣的人民既不能了解这些意义,而这些表记也没有如同他们与他们的教士所知道的那种情形表

现于外,所以他们从那天起一直到现在止,不相信圣的显示,所以他们是被掠夺了神圣的恩典,  与永在的

奇语相隔绝。这就是这些臣民在复活之日的情形。他们简直不知道,假若显示在现实的世 界上降临,其

情形是与传说中所载的相符,那就没有哪个敢于否认或反对他们,正直与偏袒、善与恶  都也不能分辨出

来。我们要平心静气想,譬如这些载在福音中的话,果真照字面所讲的实现了,使者与玛丽之子从天上乘云

                                                
①
 «马太福音»第二四与二五章。 

②
 «可兰经»十一章Qur’án Súrah Ⅺ。  



而降临,那可有谁敢否认,谁能反对或争论? 不仅如此,那时世界上的人民会是如此的震惊,他们会连一句

话都说不出,莫讲否认或接受了。”
①

 

根据上面的解释,可知人子的降世,是一个为平常的父母所生的、身份低微、贫穷未受教育而又受着

有势力者的压迫的人——这种降临的情形是上帝的试金石,他用此以判断世界上的人民,把他们分别出

来,如同牧羊人之分别山羊与绵羊一样。那些能睁开灵的眼光看的人,就能不受这些云的蒙蔽,而在“权力

与大荣耀”中感觉欢欣——即上帝的荣耀——他要来把荣耀露布;至于其他的人,他们的眼光还依然被偏

见与错误所蔽,就只能看见一片黑云,继续在黑暗中摸索,不能享受可爱的阳光。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

所仰慕的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 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 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人

的碱因为那天来了,要烧得如同炉子一样热,所有那些骄傲者以及为恶的人都要灭绝但是在敬畏我的人

们中间,正义的太阳会出来,在他的羽翼之下诊治人民。”
②

 

【注】预言实现的范围甚大,欲详细解释,非十万言,不能尽意。   本章所言者,仅依照大同教之解释,叙述

其纲要而已。所有载在«但以理书»与«约翰福音»内之启示录俱未引证。 读者如欲明究竟, 请恭考«教理

问答»(Some Answered Questions)、«笃信之道»(The Book of Asurance)与«大同教证明» ( Bahá'í Proofs)等

可也。 

 

博与亚之预言 

 

  “假若你在心里说话,我们怎能知道上帝没有说的话? 当一个先知者在主的名字中说出没有发生的

事情,那就这事没有由主说过,由先知者假定的说了,你不要怕他。”
③
 

 

上帝语言的创造力量 

ChapterXIV 

 

只有上帝有权去做他所愿做的事情,他的每个显示的最大证明是他的言语的创造能力——它的效

验在改变一切人类的事情与征服所有人们的反对。 上帝借先知者的语言,宣布他的志愿,那种语言的即

时或随后的实现,就是先知者的声明与启导的完美的最清楚的证明。 

“雨雪从天上降下来,不会返回到上天去,是要灌溉土地,使得土地能生长植物,开花结实,然后耕者才

能有收获,人民才有粮食,所以我讲出的话也要是一样的,我不能把话收回来。但是要使我的话成就我所喜

                                                
①
 《笃信之道》Kitáb-i- Íqán 四四至五八页。 

②
  «玛拉基书»第三章四节。 

③
  «申命记»十八章廿一节至廿二节。 



的事,应使其在我所派送的事情发展。”
①

 

当施洗约翰的弟子约翰跑去问耶稣,“你是否就是那个应来的人,或者是我们还要寻求另一个呢?”耶

稣的答复只是简单的指出他的言语所生的效力: 

“你们去把所闻所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

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都有福了。”
②
 

我们现在看看有什么证据,以表明博氏的语言有无这种创造能力,这种能力是上帝的语言的特质。博

氏告诫人们戒酒,从此禁酒运动即在全世界上推进;虽然现在酒的贸易仍然是很大,但是在这种不抵遇(编

者按:御)的运动之前一定要渐渐的衰落。博氏劝导采行代议政治,从此在各国内的法制权就都落到人民

的代表手中了,军事独裁政治一齐崩溃,决无复起之望了。他劝导极端贫富之限制,  从此对于生活之平均

与谋财富以累进税,均用法律规定,是渐渐为各国所采行了。他劝导产业与经济的奴隶之废止,从此工人即

渐渐的得着解放,而在实业中进步到合作经营的地位。他劝导男女的地位与权利应该平等,从此妇女所受

之束缚即渐渐减轻,她们正在奋斗,以取得与男子平等之权利与地位。  他劝导世界上应有一种普遍的言

语,于是即有世界语之发明,以应此需要,现在已各处通行了。他劝导国际间应成立一联盟会,这种联盟现

在是已经成立了,其重要亦渐为人了解。他劝导国际间纠纷应 在国际法庭内解决,从此各国间一有纠纷,

就多半取决于国际法庭,而它的范围也特别扩大了。他劝导各列强间之军备,应共同商酌裁减,这也是已经

实现了。他劝导教育之普及,从此各国均先后采行强迫教育制度,教育的标准是渐已提高了。这些例证是

不胜枚举,可以说博所劝导的事,是没有一件在世界上没有发生果效的。博氏是圣灵创造意志的真实宣示

与代表者,是有事实证明而无可否认的。 

我们如果对于博氏的预言与其实现作更详细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有力的证据。对于这些预言,

我们现在约略举出几个来,其真确与否,那是无容怀疑的,这些预言还没有到实现的时候,就到处印刷出来

了,许多人都知道。在他所写给各国君王的信中,有很多的预言,这些信件都已辑录在一部名

Súratu’l-Haykal 的书中,这是四十年以前在孟买出版,以后又续版数次。我们以外还要举出亚氏几个最著

名的预言。 

 

拿破仑第三 

Napoleon III 

在一八六九年博氏写一封信给法皇拿破仑第三,责备他滥用武力,以引起战争,与其对于博氏前信之

轻视。在他的信内是有着以下的严厉辞句: 

“你的行为会使你的国家混乱,统治权要从你的手中失去,这正是报复你的行为,如此你就要陷 落在

悲惨的损失中了。所有在别的地方人民都要骚动不安,除非你在这个主义中起来,在这个正道中服从圣灵。

你的荣华使得你好虚荣吗? 凭我的生命,这是不能永久的,不,这要消逝,除非是你紧握住这强大的绳。我

们看见屈辱是追在你的脚跟后跑,然而你还不知道哩!” 

拿破仑在这时正当极盛的时代,其不注意这种警告是不待讲的。 在第二年他就与德国开战,自信他

                                                
①
 «以赛亚书»第四章十至十一节。Isa.IV.10-11。  

②
 «马太福音»十一章四至六节。 

 



的军队占领柏林是易如反掌,但是结果正如博氏所预言过的,是悲惨极了。他一败涂地,被俘至普鲁士,两

年之后死在英国。 

 

德国 

Germany 

 

博氏又写了同样的严重的警告,给战胜拿破仑的国家,结果他是如对聋子讲一样,毕竟可怕的情形实现了。

«亚可得斯经»( Kitáb-i- Aqdas)的著述,博氏是在亚句里安开始,在亚格囚禁期内的起先几年中完成。他在

这书内,上书于德皇如下: 

“呵柏林之王!  请你回想从前比你势力更大、地位更高的那个人,那就是拿破仑第三。 他如今到那

里去了? 他的财富到哪里去了? 请你采纳忠言,不要如同那些睡着不醒的人一样罢。他把上帝的信抛弃

不顾,那时我们把压迫军队施于我们的行为告诉他了,如此他处在四面楚歌之中,等到后来在最大的损失

中死去了。王呵,你深思关于他的事罢,同时也想想与你一样的人罢,他们攻城夺邑,征服上帝的臣民——

上帝把他们从王位上拿到坟墓中去。请受劝告。做一个有觉悟的分子 

呵,莱茵河的两岸! 我们已经看见你们饮血,因为报复的剑是在抽出来对着你们,你们要再有一次的

不幸。我们听见柏林的哀号,虽然现在它是很荣耀的。”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德国的胜利期间内,尤其是一九一四年德国向全世界宣战之时,波斯国

内大同教的敌人即据此以攻击博氏预言之不实,但是大战结果,德国的势力土崩瓦解,攻击者就无话可说

了,因此博氏之名乃大著。 

 

波斯 

Persia 

 

当波斯沙皇正居权位的时候,博氏著就«亚可得斯经»,在书内他祝福泰歇兰城,这是波斯的都城,他的

话语如下:                                        

“呵,泰(泰歇兰)的地方! 不要因任何事而忧愁。上帝使你为世界欢乐的光明地方。假若他愿意的话,

他会用一个人赐福给你的王座,那个人会用正义治理人民,会把上帝的绵羊聚集起来,这些绵羊  是被豺

狼所驱逐了的。就是他会用欢乐待遇大同教的人民。他在上帝的眼前是人民的必需人物…… 

“快乐罢,因为上帝给你预备了一丝曙光,在你那里是诞生了显示的黎明地……不久在你那里事情要

改变,一个人民共和的政体会要统治你,你的主是聪明的,是主宰者。 相信你的主的天国,即仁慈者决不会

停止用爱的眼睛看见。 在混乱之后,你不久就会得着和平,这是在奇异的书中,载定了的。” 

虽然到现在波斯的政治才开始走上轨道,如博氏所预言过的,但是立宪政体已经建立了,从目前的现

象看起来,较光明的时代不久即将来到。 



土耳其 

Turkey 

 

当博氏于一八六八年被幽禁于土耳其的狱囚内的时候,他对土耳其的苏丹与其首相白沙,写给很严

重的警告。他在亚格的军事囚堡内,对苏丹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呵,你自以为是人们中的最伟大者……但是不久你的名字就要被人忘记,你会陷落在大的损失中。

按照你的意见,这个启导世界者与谋世界之和平者是有罪的,捣乱的。但是那些妇女与儿童,牺牲于你的淫

威之下者,又有何罪?   你杀戮许多人,这些人在你的国家内,完全没有表示反抗行为,完全没有谋乱的举

动。不仅如此,他们不过是和平地从事信仰上帝之道而已,你没收他们的财产,由于你的专制行为,他们所

有的一切都是被夺去了……在上帝的眼前,些许的灰尘也比你的国、荣耀、统治与权威更伟大,要是他愿

意,他可以毁灭你,如同吹散沙漠中的灰尘那样容易。 不久他要激怒于你,在你的国中要发生革命,你的国

家会要分裂! 于是你会哭泣而悲哀,你无处找着帮助与保护…… 你注意着罢,因为上帝的愤怒是待时而

发,你不久就看见为命令之笔所述的事情的实现。”
①

  

他写给白沙的信如下:                                   

“呵,首相,你所犯的罪恶,已使得上帝的先知者穆罕墨德在天国中呻吟。世界已造成你的骄傲, 

你骄傲得如此其甚,所以背弃上帝,而不知天国中的人民是受着上帝光辉的照耀,你定要陷落在明显的损

失中。虽然我是从全能者伟大者的黎民地来到你这里,有足以刷新上帝的选民的眼光的一种主义,然而你

还是与波斯的国王联合,以图害我。 

“你想你能把已普遍燃烧着的火熄灭吗? 不,我凭他真实的神灵发言,你要是晓得的人,你决不会作

这种尝试。而且你过去所行所为只是使火势愈炽烈。 不久这火要延烧世界……不久奥秘的地方(亚句

里安)与其他处都要改变,都要从王的手下脱离,于是骚动要发现,忧伤要产生,破坏要在各 地发现,而为着

压迫的军队对于俘囚(博氏及其徒众)所施的行为,事情要成为纷乱的。命令会改变, 情形会成为那样的可

忧虑,于是沙石会在荒芜的山上悲号,树木会在山上哭泣,血液会从万物的身上流出来,人民就要陷落在最

大的悲惨中了……                       

“事情是如此的被主宰者与聪明者所制定了,他的命令是天地间的军队所不能抗拒的。  无论哪 

个帝王也不能抵制他所想做的事。灾害是这盏灯的油,它的光亮从灾害中加大,假若你是那些知道的人! 

压迫者所施的反抗不过是事情的导火线,上帝的显示与他的主义反因他们的行为,在世界上的人民间,大

大的播传起来。” 

他在« 亚可得斯经 »内 ,又有下面这一段话 :“呵! 那个介在两海之间的地点(即君士坦丁)!  不

公平的统治是树立在你那里,仇恨之火在你那里燃烧得那个样子,于是至上之主在那里悲哀,还有那些在

那种统治之下的人民,更是痛苦不堪了。在你那里,我们看见愚蠢者治理聪明者,黑暗掩盖光明。当然你是

十分骄傲的,是不是因为表面的装潢,使得你骄傲呢 ? 不久你就要由于创造之主的命令,趋于毁灭! 所有

住在你中间的人民,无论男女,都要哀哭。如此聪明者,无所不知者向你预告。” 

自从这种警告公布后,灾难即接连不断的降到这个曾经一度是强大的帝国内,如此供给一个强有力

                                                
①
 «西星»第二卷三页 



的证据,证明博氏所言之非虚。 

 

美国 

America 

 

在五十年前所著的«亚可得斯经»内,博氏上书美国如下:                 

“呵,亚美利加的统治者,总统与各省长们请听那从高处的黎民地来的呼喊罢:除开我以外,没有别的

上帝,我是说话者、全知者,用正义的手将折断的肢体捆绑起来,用你们的主的命令之棍,将压迫者健全的

肢体打断,主是统治者、聪明者!” 

亚卜图博爱在美国及他处演说时,常常表示希望,祷祝并确信世界和平之旗首先要在美国树立。 一

九一二年十月五日亚氏在美国阿海阿州的辛辛拉提地方演说时,他讲: 

“美国是一个高尚的国家,世界和平的领导者,将她的光辉射到各地。别的国家都不像美国的光  明

磊落,不能免除阳谋的束缚,因而不能促进世界和平。 但是感谢上帝,美国是与全世界和睦的,有树起世界

和平之旗帜的资格。如果美国首先提倡世界和平,世界上所有其余的国家会一致响应,齐称:“是的,我们接

受。”各国会在采纳博氏的教义中,得到欢乐,他的教义是在五十年以前就宣布了。 他在他的信中邀请世

界各国的议会,派遣他们信为是最好最聪明的人,组织全世界的国际议会,以解决国际间的纠纷与树立世

界的和平,于是我们有了全人类的议会,这是从来先知者所预先梦想过的。”
①
 

博与亚的提倡在美国得了大部分人士的响应,他们的教义在美国传布最速。他们叫美国所做的事情,

即领导各国家以共谋和平,虽然只能做到一部分,然而大同教徒预料将来的发展,总不出博与亚所希望的。 

 

欧洲大战 

TheGreatWar 

博与亚都预料到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战的爆发,他们的话是非常灵验的。一九一二年十月

亚氏在美国加省内沙克拉门多地方演说时,他讲这样的话: 

“欧洲现在是像一个兵工厂。这是炸药的储藏所,只要一个火星就会引起爆炸,引起全欧洲的燃烧。

尤其在这时候,当巴尔干问题正在酝酿之中的时候。” 

他在欧美各处演说,有好几次他向人们给了同样的警告。 如一九一二年他另一次在加州演说时,他

又讲: 

“我们是在«启示录»第十六章所讲的哈米吉顿的战争的前夕。 只有两年的时间了,那时只要一星之

火就会引起全欧洲的燃烧。 

“现在各社会上的不安,以及宗教间派别的争斗,会造成全欧洲的大乱,正如«但以理书»与«约翰福音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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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预言所讲的。 

“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许多帝国要崩溃,全世界要发生大变动。”
①
 

在大战之前夕,他讲:                                   

“各文明国家的互相混战是在开始了,世界是陷入在最悲惨的战祸中 庞大的军队——人数在数百

万以上——是动员了,屯驻在前线了。他们是准备从事这可怕的争斗的。 这种可怕的战争, 一触即发,

届时如同大火之 延烧,其 猛烈是有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一 九一四年八月三日于海发)
②。 

 

大战后的社会纠纷 

Social Troubles After the War 

 

博与亚都预言过将来有一个时期,世界上会有一个大的社会的变动、纷乱与破坏发生,是世界人民过

去的无宗教信仰、偏见、无知与迷信的必然结果,国际间的军事争斗不过是这种大变乱中的情形之一种

而已。亚氏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对人谈话,当时著者亲耳听到他讲道: 

“在大战之后,我们希望人类会觉悟,会了解除开上天的教训以外,没有别的方剂,能医治世界上的疾

病。因为这个大战已经种下仇恨的种子了。  譬如战败的德人,他们不会忘记的,奥国人不会忘记的,布加

利亚人不会忘记的,土耳其人不会忘记的。一方面有社会主义者的纷扰,一方面可有布什  维克的暴动,

以外又有劳资的冲突、国际间的宿恨、宗教间的争斗、种族间的偏见,从这种种方面看起 来,将来要发

生的事情就可以明白了。这种种是正如炸药一样。除非国际的和平旗帜是按照圣教在世界上树立,这种

炸药有一天总要爆发的。但是按照圣灵的教义,国际和平的旗帜定能由列强树立。  人类之一体须由圣

灵的力量树立。无论政客怎样努力,他们的力量总不能成就和平。无帮助的人类 力量是没有效果的。 

“问——国际和平的旗帜在大战之后可以树立吗? 

“答——现在还想不到。我们不能以战止战;这就是如同以血去洗血迹。 世界的国家是如同好斗的

鸡一样。他们打,打,打到筋疲力尽才罢休。但是稍为休息一刻后,他们又打起来了! 

“世界上的劳资纠纷将怎样? 

“将来的情形会更坏在一个时候内,因为工资的加增与工作时间的减短,工潮或者可以暂时平静下去,

但是不久工人要提出更大的要求。他们根本会更进一步,以取得工厂之所有权,他们会向厂主说:‘我们应

每年付给你一种相当的数,就算利益中之十分之一罢!’情形要成为愈困难的。 劳资双方均会感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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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世界的生产额也就因此要减少了。” 

不几日以后,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讲:                            

“博氏常常预料到将来有一个时候,无宗教与无政府的状态会盛行。 这种纷乱会是因为人民自由太

过,他们对于这极端的自由事前没有准备,因此为人民的自身利益计,为防止纷乱计,会有一种专制的政府

产生出来。 

“自然无论哪个国民愿意极端的自决与行动的自由,但是有些国民对于这种自决与自由,还没有相当

的准备。世界上的流行状态是一个无宗教的状态,结果要成为无政府与混乱的状态。我已经讲过,大战后

的和平提议不过是曙光之一线,不是太阳的已经上升。” 

 

上帝国之来临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但是在这些纷乱的时期中,上帝的主义会发达起来。因图私利或一党一派与一国的利益所引起的纠

纷,会发生许多不幸的结果,使得人民失望,在失望中觉得上帝的言语能拯救他们。 不幸愈大, 人民就愈

会信仰这唯一的救药。博氏在他给沙皇的信中讲: 

“上帝使得痛苦如同晨雨之于绿野,如灯心之于灯他的光辉从痛苦中照耀,他的赞美总是光明的;这

是他过去中的方法。” 

博与亚都曾用极确定的语气,预言精神之随即要战胜物质,因而树立至大之和平。 在一九○ 四年亚

氏写出下面的话: 

“要知道这一层,就是艰难与不幸要一天一天的加增,人民要受困苦。欢愉与快乐的门要在四方关闭

起来。可怕的战争要发生。人民要从各方面都感觉失望,等到后来他们就不得不倾向上帝了。 于是大幸

福的光明要照耀天际,‘大同教万岁!’的呼声会在各方面都听得见。”
①

 

在一九一四二月间,当人问他列强中是否会有对于大同教成为信仰者,他回答:       

“世界上的人民都会成为信仰者。假若你把这主义的发起与它现在的地位比较,你就会知道上帝的

语言是传播得何等的速,现在这种主义已经弥漫全世界了 无疑的‘所有人们都会来到上帝的主义之庇荫

下。”
②

 

他声称这种成就是近在目前,在本世纪内即可以实现。 在一九一三年二月,他向一班神学家说话时,

他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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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世纪是真理之光的一世纪。这一世纪是上帝国树立在世界上的一世纪。”
①
 

在«但以理书»的末节,有几句隐语如下:                           

“等到一千三百五十五日的那人便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

的福分。” 

许多宗教家都想解释上面这些话的意义,都没有成功。在有一次谈话中,那时著者也在那里,亚氏讲

道: 

这一千三百三十五日是从希拉德(穆罕墨德从墨丁拉逃至米克,回教的年代即从这年算起)起之一千

三百三十五周年。 

希拉德的事情既是发生在西历六二二年,那末六二二年再加一三三五年,上面所述的年代就是一九

五七年了。当人问他:“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末期将如何?”他回答说: 

“世界和平会树立稳定,世界语也采行了。误会会消除,大同教会传布全世界,而人类的一体树立了。

这是最光荣的时代。” 

 

亚格与海发 

 Aká and Haifa 

 

苏拉比(Mírzá Aḥmad Sohrab)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亚氏所讲关于亚格与海发的预言,这是当亚氏在海

发坐在一个大同教徒朝拜住所的窗前讲的,他的话如下: 

“这朝拜住所前的风景是可人的,尤其是它面着博氏的圣墓。 在将来亚格与海发中间的距离会连络

起来,这两个城市会成为一个大都会的终点。我现在看着这种景致,清清楚楚知道这个地方将 来会成为

世界上的头等商镇之一。这个半圆形的大海湾会造成为顶好的海港,在这个地方,世界各 国的船舶会都

来停泊,以图安全。各国人民的商船都会到这个商埠来,载着从各处来的成千成万的 男男女女。在山上

与平原上会建筑最新式的房屋。  实业会发达起来,慈善性质的机关会到处成立。 各国的文化都会介绍

到这里来,冶为一炉,而成就人类的友爱。 奇妙的园林花木与公共游园会到处建设起来。晚间这个城里

的电灯会照耀得如同白昼,而从亚格到海发的全港内,是一片光明之道。 强大的探照灯会安置在卡米尔

山的两旁,以引导船舶进口。 卡米尔山自己,从山脚到山顶会沉没在光明的海中。如果这时有人登卡米

尔山一望,他就会看见世界上最伟大与最庄严的景致。 

“‘大同教万岁!’的呼声会从山的各处起来,而在天明以前,动人心灵的音乐,和以谐妙的歌声, 会闻于

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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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讲起来,上帝的法则是妙奇的不可测的。 在希拉兹与泰歇兰、白格达得与君士坦丁、亚句里

安与亚格与海发,这些地方中间有什么表面的关系存在。 上帝坚忍不拔的工作着,按步(编者按: 部)就班

的依照他自己一定永远的计划,感化这些地方,于是先知者的预言得以实现。这种关于救世主再生的年代

的金丝是连贯在圣经内,上帝要在他好的时候,使得这事实现,是制定了的。没有一个会让它成为无意义与

不能实现的。” 

对于本宗教如有问题,或所关于此类书籍有需求者请通函曹云祥博士或上海邮箱五五一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