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次世界大戰與上帝從宇宙的干預措施結束 

 

耶穌通過 Bertha Dudde（1891-1965）的預言和說明 

 

即使在上帝的舊新啟示上，術語“世界大戰 3”尚未提及，就像“彼此相互爭戰”和“普遍世

界戰火”的俗語，而內容描述這種情況發生。高於所有許多先見和先知直接或間接地描述了第

三世界大戰。與 Jakob Lorber 有更多具體的參考，對第三次世界大戰和上帝的干預來自宇宙。 

 

上帝的預言由 Bertha Dudde 回答在其他事情中，問題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及其結束。 

 

1.一個突然爆發的戰爭結束表面明顯的和平？ 

一個膚淺的和平將結束由統治者的死亡。之後，動盪和騷亂將傳播，權力將互相憤怒反對彼此

。仇恨與憤怒沒有限制。沉重的戰鬥將在世界各地舉行。整個世界將成為一個閃點。 

2. 

什麼動機將沉澱第三次世界大戰？ 

最終，古老年齡的動機也將是有效對這次世界大戰......慾望為地球上的，物質商品，全球範圍，

石頭料量，至高無上，甚至世界統治，礦產資源搶劫，財富，石油，黃金其他國家的出於自私

主義和貪婪，以及宗教狂熱和竟賽。 

 

3.哪個內在，精神原因觸發了最後一場世界大戰？ 

在一個更深，精神層面，它是撒旦和上帝之間的鬥爭=耶穌基督，在那里人類是地球代表和官

員戰鬥。撒但希望傷害和摧毀盡可能多的人正如通過第三次世界大戰自然性質，以防止他們的

精神成熟和精神回歸上帝。 

 

4.為什麼上帝允許第三次世界大戰？ 

儘管有明顯的和平，世界權力（預備）衝突將繼續以隱藏的方式。由於神聖的警告被忽視，上

帝將允許開放的戰爭爆發，因為人和精神具有意志和行動的自由，他們沒有很好利用和平的時

間。因此，上帝不會介入，直到超過一定的水平。 

 

5.物質預防措施或飛行是否確保生存？ 

忙碌的物質預防措施和飛行看似安全的地方將沒有用。人們應寧願信賴他們的命運於上帝=耶

穌的手中，並尋求他的保護和救贖。一旦爭奪權力觸發全球世界戰火（=第三次世界大戰），

一切都將進行它的規道直到第三次世界大戰將被上帝從宇宙中停下來。 



 

6.上帝將介入來自宇宙停止第三次世界大戰嗎？ 

由他們自己，對方聯盟軍隊（伊斯蘭教，俄羅斯，中國，美國/北約）不會結束第三次世界大戰

的“世界戰火”.上帝=耶穌基督將乾預在暴行的最高度。他將結束可怕的屠宰通過閃耀的明亮

和熱天體從宇宙中快速來到。這天體將給地球一個或多個劇烈的擊，並帶來極端的熱量和毒性

氣體和暗塵雲與它，並包裹地球 3 天在黑暗中。所有的自然力量都被混亂影響，最暴力的地震

，火山噴發，風暴，火浪和洪水拋出動盪，導致巨大的破壞。 

 

全球影響災難來自宇宙的將花費無數人的生命。沒有一方將能夠繼續戰爭。並且也沒有第三次

世界大戰的贏家，且只有輸家。所有國家都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並將面臨不同程度的苦難

和困難。混亂和破壞由戰爭和自然災害引起的將初步迫使倖存者採用完全不同，原始的生命方

式。 

 

7.哪些國家將受到嚴重影響？ 

那些國家誰的統治者開始發火的將最受自然災害的影響。自然災害將感受到在所有國家那是被

聯合由世界火災（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並彎曲在相互破壞。上帝將證明他的無所不能超越宇

宙，自然和一切被創造的，通過這個活動所產生的且有目的地引導由他。在它裡上帝的正義被

表現。正如世界局勢 - 特別是戰爭在敘利亞的 - 目前正在開發，戰爭驅使者包括土耳其及其鄰

近的穆斯林國家，一方，但也以色列，美國和北約另一方。兩個集團已經設立課程在第三次世

界大戰方面多年來。 

 

--- 

 

全球自然災害來自宇宙的 

 

8.如何你可以認識到接近結束時間？ 

通過宇宙跡象和人類和動物的不安行為，它變得認識到，從宇宙帶來的全球自然災害就在附近

。，地球的結束和人類通過燃燒地球的表面被宣布也通過預測和基於內心感受。那時間是時候

熱切地用來通知和教育人民。 

 

9.應預測關於宇宙的災難的是否要散佈出來？ 

上帝警告人民自原始時間以來，在大災害發生之前，如此他們仍然可以改變他們的錯誤的行為

並準備他們自己。因此，那些人誰知道這些預言的也應該傳播它們。即使如果只有很少有人想



听到或閱讀它，他們－出於兄弟般的愛 - 將被告知什麼將到來。他們被告知，什麼可以保護和

幫助他們，在期間和之後上帝的干預來自宇宙的。 

 

10.什麼變化在宇宙宣布了地球的危險？ 

宇宙中的星星的星座上會發生變化，這將變得顯著在地球上週期由地球震顫。 

 

11.哪種顯著的星星將展示？ 

一個星星奔向地球的將始終展現新的特點在其軌道，可見性，和亮度。軌道計算將顯示它作為

一個嚴重危險對地球。它的到來和由此產生的全球自然災害將帶來身體和精神轉折點為地球和

人類。 

 

12.來自宇宙的災難已經預測了很長時間作為標誌接近人類末日？ 

一個敵人來自天空，誰將帶來全球自然災害在地球，已經在聖經和雅各布·萊伯和許多先見和先

知預測。 

 

13.如何將是那年在來自宇宙的災難前？ 

前一年將顯示出各種問題（內戰，動盪，恐怖襲擊，伊斯蘭聖戰，戰爭準備世界大戰 3）。它

們應該撼動人，帶他們回到上帝和他的命令。但粗心大意將佔上風，直到每個人都能看到接近

災難的跡象，但為時已晚（無用）預防措施。雖然天文學家和“精英”將認識到地球極其密切

通行的危險，或甚至是早期與地球撞擊天體的碰撞，但顯然這些人們不會被警告 - 像往常一樣 

- “避免恐慌” 。如此，災難將意外地來到並捕捉大多數人毫無準備。 

 

14.人們會能夠排斥或重定向這個入侵者嗎？ 

 

這種熱，明亮的'明星'直接奔向地球不能被偏轉或摧毀用地球手段或武器/發明，因為這一活動

將由上帝本身帶來有目的地 – 二，幫助結束第 3 次世界大戰和作為損害 -帶來懲罰為無神和人

類退化。 

 

15.外部保護措施將有用和有效嗎？ 

由於這種干預來自宇宙的將由上帝本身帶來，地球類預防和保護措施將無用或有效只，如果他

們是在神聖的意志和計劃在個人案件中。相反，轉向耶穌=上帝並要求他的保護，堅定信賴他

的愛，力量和憐憫將是重要和有用的。 

 

16.是否會有安全的地方逃脫？ 



試圖逃避某處將是無用的。一個判決由上帝發送的將到達每個人，它是會影響到任何地方。只

有什麼上帝想要保護的將被免去。一個密切聯繫與耶穌和要求幫助，保護，和援助和堅定信任

上帝的將是至關重要為生存。 

 

17.信徒應該如何適應他們自己為宣布的物質損失在提前？ 

因為幾乎所有人都爭取主要為物質商品和敏感的樂趣，無視他們的性格和精神發展，全球自然

災害與相關的大規模物質毀滅是展示人類如何瞬間的物質和性感樂趣是。因此，凡誰擺脫他自

己從爭奪物質和肉慾的事物和練習自願地放棄它們，無論誰就早釋放，且經常轉向內到耶穌=

上帝，生活根據他的命令，並尋求他的幫助和救恩。這些人是準備他們自己最好和最安全的。

然後困難時間宣布將更容易，更好地應對。 

 

18.哪些最後跡象將警告迫在眉睫的天體到來？ 

在來自宇宙的自然災害開始前不久，人們和動物將被一個不可休息和興奮抓住。動物將突然逃

離並突然扭轉，正如就像被遙控的。只有（透視）信徒，光外表（由天使們）將可見在穹蒼中

。信徒的提示指向這一點的將被不信的人嘲笑作為幽靈。 

 

19.什麼保護耶穌承諾信徒對自然災害過程？ 

無論誰相信上帝的預測和言語，堅定地信任耶穌的幫助，調整什麼正在到來以及它的積極意義

對靈魂成熟，尋求耶穌之前或至少在這些自然災害中保護，幫助，和拯救援助，將有良好的生

存機會，可以保持冷靜，因為對於這種信徒，災難性事件將發生以減少方式。 

 

20.信徒應該如何行事直接在之前和在發生宇宙的自然災害期間？ 

在附近的同胞應該指出更深層次的原因和目的什麼即將到來的。他們應該意識到神聖的無所不

能，愛和憐憫以及耶穌=上帝的幫助，並堅信他。他們要與耶穌密切聯繫，加入他為了收到來

自他的力量，在增加措施為了最高需求的時間。他們應該要求以認真，信任和親密為實力，幫

助，保護和救恩對耶穌。然後他們會保持冷靜，不會印象深刻對發生的事情，不需要害怕和擔

心。一切服務最重要的是所有精神發展，並應導致返回上帝和他的命令。 

 

21.如何非信徒做出反應當災難擊打時？ 

一旦接近的星球表示不可避免的災難，這將導致害怕死亡，魯莽的利己主義，無法思考和痛苦

在全世界的毫無準備和不信人之間。這將發生尤其是在那些人誰不相信災難預測的，並沒有信

任神聖權力和幫助，因此不要向耶穌提出幫助。 

 

22.宇宙的災難將如何進行？ 



來自許多個人部分從各種預言和展現下列可能的場景可以推導出來，這效果上帝從宇宙中的干

預將發生......極近的地球（在月球和地球之間）通過發光的熱天體將帶來與它是一個黑暗，有毒

的雲，圍繞它，與巨大壓力波浪和許多不同尺寸的碎片。那裡它們到達，它就會突然變成黑色

和同時難以忍受的熱。飛行前和飛行期間的壓力波將導致巨大的旋風，龍捲風和颶風，咆哮和

肆虐。 

 

龍旋風和聾捲風在它的飛行後將抓住並拉起一切並不絕對牢牢地錨定在地面上的，隨著封皮碎

片而廣泛傳播。各種尺寸的無數發光石將下雨作為一個沐浴來自這個天體的氣候和開始無数火

。許多巨大爆炸將發生。這些大，分開陪伴天體的將擊打大陸地並海作為巨大升起，它們將不

僅產生更多海嘯，還將導致大量水蒸發，並結果有大量快速雨。地球將開始顫抖並快速無控制

運動，地球的軸心將移位，作為地球的旋轉被短暫停止由正在通過的天體。 

 

在連接這些事件，將有地球板位移，地球裂縫，大多數暴力岩漿和火山噴發在大陸和海底，和

極高的海嘯。此外，巨大量的水將倒出地球內部到地球表面並導致大量洪水。簡言，所有元素

釋放從宇宙由這個事件將－通過它們的互動 - 促進全球災害那以前從未經歷過的。地球景觀將

被重塑以這種方式，在許多情況下，它們將無法被辨認。 

 

完全接近，由天體的通過和地球的圓圈將產生 3 天的黑暗。一旦天體的毒性氣氛再次移開與它

的黑暗，有的毒氣，拖著它的吸引毒氣和許多碎片，大氣會再次清潔，陽光會再次閃爍 - 但地

球上的條件將發生變化如此徹底正如它從未經歷過在人類的歷史。 

 

並非所有國家都會受到同樣影響，但那裡在這個天體最接近地球在它的軌道，最嚴重的影響將

會發生，很少有人能夠生存。總之，全球後果將超過所有在痛苦和困擾那人類從未經歷過的。 

 

23.上帝的干預從宇宙將結束第三次世界大戰在它的峰值嗎？ 

災難來自宇宙中的將到達在所有邪惡的高潮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 這個上帝的干預來自從宇宙

的還將摧毀俄羅斯 - 穆斯林聯盟軍隊聚集在約阿什圖谷最後戰鬥以色列。作為上帝的干預來拯

救地球和人類，災難來自宇宙的將使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能繼續。因此，這次世界大戰將結束

僅，因為所有交戰各方都將被除去力量並被軟弱由上帝的干預，因此沒有聯盟將取得勝利。 

 

24.什麼程度的傷害將有那災難從宇宙的？ 

已經第三次世界大戰造成難以置信的巨大損害對人類生命，動物，植物，建築，基礎設施和地

球作為一個生物體。自然災害來自宇宙的將導致仍然更大損害，因此總範圍將超過一切。國家



和海洋將變化，河流將走出岸，以這樣的方式將被創造，那人類將相信他們自己被轉移到其他

地區。因此將有困難和痛苦人們從未經驗過之前。 

 

25.是否整個地球受到同樣影響？ 

確實，國家直接位於下通道中天體的通過和那些將被影響通過陸地和海洋的影響將是最震撼的

。所有影響超越想像。且也如此國家那不是直接影響受它和受第三次世界大戰，但參與在它的

到來進入存在的，將被影響。這釋放所有元素帶來的來自宇宙，將絕不會偶然發生。它將是上

帝的最後一個大警告在人類的結束之前，這將發生在 7 年之後，並人類將準備它自己通過深入

實驗。 

 

26.可能這場災難的死亡帶來好處為靈魂和精神嗎？ 

那些人誰失去他們的塵世生命通過這場災難，有機會發展在超越。無論誰存活，必須做出信仰

的決定為了或反對耶穌，並將被驅逐在最後的火熱判決，在案例完全不信和邪惡。但，那些人

誰死了事先將逃脫重被驅逐的命運。 

 

27.這場偉大的災難將是最後一個跡象對接近人類末日嗎？ 

人類將害怕重複這樣的事件在從宇宙的自然災害和它結束地球和人類。這種害怕事件人類的結

束將發生根據不同的預言七年後。它將是由人們引起通過不負責任的實驗在地球深度。 

來自宇宙的災難將是上帝的最後一個大警報在完全燃燒地球表面和人類之前。這個上帝的干預

來自宇宙的是將思想引導回到上帝和回到生命在死後，並感動人類轉變。 

 

28.什麼時候是宇宙的災難，耶穌的回歸和人類的結束預測？ 

出於第三次世界大戰混亂和破壞和宇宙的自然災害，“新世界秩序”（NWO）將被建立和領

導由敵基督者誰現在進入公眾。它將持續 7 年 - 根據不同的聖經和更新的預言。這將持續 3 和

1/2 年這將涉及野蠻全球信仰戰爭對抗耶穌和所有基督徒。 

 

在迫在眉睫的全球最終殲滅所有基督徒之前，耶穌將再來，提升在那些基督徒在身體裡誰仍然

保持忠實於他。在同一天，由科學和經濟動機的深度實驗而發生的，一系列爆炸到世界範圍巨

大爆炸將出現，地球裂縫，火山噴發，洪水從地下和地上水源，颶風，和空中包圍燃燒出現。

它們將摧毀地球的整個表面到偉大的深度用火。所有非提升的人都滅亡由這種地獄的火災，並

將被吞噬在地球的打開的齩。 

 

耶穌出生於 1 月 6 日-06 B.C.生活到在 5 月 28 日 28 年 AD 在之前，他預測了幾次在他的 3 年

度教學從 25 年到 28 年（通過 Jakob Lorber 透露）這個地球週期和人類的結束將發生在不相



當兩千年之後（因此，根據最新的 2028 年 AD 的這種壽命時間）。如果人類最後 7 年和可居

住的地球表面在最新的 2028 年達到了，因此約為。 2020/21 將是時間那世界第三次戰爭和它

的結束通過從宇宙的災難的可以被期待。 

 

即使如果時期為實際結束時間的開始 - 即，上帝來自宇宙的審判 - 可以被計算通過耶穌的這些

預言到 2020/21，確切的日期，即年，月或一天將保持公開。這一事件將到來作為一個驚喜對

幾乎所有人。 

 

--- 

 

從宇宙的全球自然災害影響 

 

29.在什麼情況下，倖存者會發現他們自己在災區？ 

世界戰爭 3 和來自宇宙的災難將有一個直接影響，整個領域將被摧毀和部分無法辨認因為外部

變化很大。將會有難以想像的巨大毀滅。到處都將是混亂，這將被消除僅一點一點與很大努力

。在直接受影響的地區，少數倖存者將發現他們自己處於前所未有的物質困難，因為生命的基

礎，整個基礎設施和電子通信手段幾乎完全被摧毀。 

由於摧毀了溝通手段，將是不確定性對親屬的命運。外面的世界將不知道。倖存者將完全孤立

，並在他們自己孤立為很長一段時間。他們將無法生存沒有互助 。即使有最偉大，最費力的努

力，僅是最原始，最簡單生命方式將是可能。只有最大的努力，它可以重建在沒有援助。對於

自私的不信者，生命和重建將更困難和障礙比有幫助的信徒。 

 

30.人們將如何反應在災難後？ 

大多數人將反應對難以形容的混亂和破壞在直接受影響的地區與恐怖，無法思考和行動，混亂

，無能為力和無助。害怕重複這樣的事件從宇宙中的將是普遍傳開。 

 

31.為什麼幫助從外面的將是不可能的在更長時間？ 

由於整個通信結構將被銷毀，實際破壞程度不可管理首先，即不是為倖存者也不是為其他國家

。因此，只有自助將是與那些小型手段可能仍是可用的。由於無數人的死亡，很少倖存者和少

量剩餘物質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幫助他們自己在最原始的水平上很長時間。那些人誰忠實請求

耶穌為幫助，實力和支持的，因此也要幫助別人，也將收到手段這樣做通過超自然的幫助。 

 

32.災區醫療狀況如何？ 



各種疾病和流行病將是進一步災難性的後果組合產生由第三次世界大戰與宇宙的災難。因為一

個傳染性疾病由“各種毀滅性疾病”和“流行病” 影響的土地將被避免和孤立的。許多倖存者

寧願死，但卻無法死。 

 

33.誰將收到神聖的幫助在之後極端時間的需要？ 

凡誰認真和信任地轉向耶穌在這個需要的時候，並要求他為力量和幫助將獲得幫助，無論擔憂

靈魂和身體。忠實的人民也將理解這一事件的積極靈魂和精神目的，因此可以更好地應對他們

的情況，也心理和幫助他人以一個信息豐富的方式。 

 

34.什麼將轉向耶穌，問和追隨他的教導完成？ 

這意志呼籲上帝並觀察神聖誡命和警告，以及祈禱將導致耶穌的幫助和能量供及。 

 

35.什麼應該要求耶穌？是緊密關係與他很重要嗎？ 

救援，力量和堅持不懈問應從耶穌無私和堅信 。與耶穌保持恆定的內部連接是很重要。 

 

36.耶穌的幫助是否對應力量與對他的信仰和信任？ 

深入的信仰和強大的信任對耶穌的幫助和無所不能。耶穌的幫助將對應信仰和堅定信任的程度

。 

 

37.為什麼慈善機構很重要在克服困難時？ 

慈善，團結，凝聚力和合作將非常重要在這緊急和混亂中。耶穌因此承諾超自然幫助對所有那

些人誰受折磨的，誰希望幫助他人以他的名義，並認真地要求他的力量，幫助和支持，特別是

當他們自己在沒有更好的情況時。兄弟般的愛，強烈的信仰，信任上帝，忍耐，意願幫助和犧

牲為他人的將得到獎勵從上面通過很好幫助。 

 

38.自私，壓力，剝削和強迫勞動再站上風嗎？ 

即使在這個災難之後，只有少數倖存者將是無私的樂於助人。相反，許多人將忽略普遍的痛苦

，並思考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身體健康和舒適，並行事以自私的無情的方式。更強大的人將幫助

他們自己粗魯和無情，佔有其他人的財產，騷擾，利用，或摧毀弱者。 

 

39.是否會從神聖的干預中汲取正確的後果？ 

只有少數人將汲取正確的後果從發生的事情中。大多數人將反應沒有內視，正如他們幾乎總是

做，通過忽略，最小化，事件背後的更深入意義，或否認上帝無所不能的指導干預用理性解釋

。他們甚至會反抗並反對上帝，因為他們不能認識任何上帝的愛在這個事件中。 



 

40.什麼影響將這偉大的災難對強大者和不信者？ 

特別是統治者和富人將承認在最少所有這自然災害是上帝的干預。相反，他們會找到最多的偽

合理解釋為它。他們將繼續他們的以前努力為了權力，偉大，物質財產和繁榮在犧牲較弱的人

們為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