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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看末世論兩個重點：

再來時的情況 如何預備迎接主再來再來時的情況、如何預備迎接主再來。

再來時的情況 —跟再來前的預兆時間點不一樣，

預兆是再來之前，現在講的是再來的那個時候…
1. 天體振動

太廿四29-30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月亮也不放光 眾星要從天上墜落 天勢都要震動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

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的萬族都要哀哭 們要看見 子

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對還沒有信主的人來講，真的是嚇死人的場面對還沒有信主的人來講，真的是嚇死人的場面

對信主的人來講，不要怕，

這是主耶穌出現的舞台背景這是主耶穌出現的舞台背景，

不會讓我們受害，反而是要被迎接到主的懷抱裡去了

2. 基督忽然出現

太廿四44 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

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說「 安穩妥 的時帖前五3-6 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

災禍忽然臨到他們，

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 樣 他們絕不能逃脫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守。

這樣的場面是少數人看見、還是大家都要看見呢？

太廿四27 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太廿四 閃電從東邊發出 直照到西邊

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啟一7 看哪，祂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祂，

連刺祂的人也要看見祂；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祂哀哭。

因為多數人還是不肯接受

3. 已經去世的聖徒復活，得榮耀 (林前十五42-54)

死去的聖徒好像種子種到地底下，

復活好像種子不見了，

新的生命、新的形體從地裡長出來了。

42-44 四大變化 —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42 44 四大變化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

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

所種的是死亡，好像種子一樣所種的是死亡 好像種子 樣

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

復活不是照死相，是要變成榮耀的、新的形象復活不是照死相，是要變成榮耀的 新的形象

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

死時是軟弱的，會老、會病、會死、會軟弱死時是軟弱的，會老、會病、會死、會軟弱

復活是強壯的，不再老、不再病、不再死，永遠強壯

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

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



屬血氣的身體，不吃就會餓、不喝就會渴、

做太多就會過勞，很多限制

復活是靈性的身體，

從耶穌復活的身體就可以解釋—
是肉體，可是可以穿牆越壁、升天、自如自在的

不是屬物質、雖然是物質，不是屬血氣、雖然有血氣，

又是靈性的，這是一個奧秘

耶穌復活的身體就是如此奧秘，我們也要同樣得著。

就在 霎時十五52a 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

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

形容耶穌的再來是很突然的，一下子就出現，

那個時候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那個時候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

我們肉體到那個時刻就得救了。

4. 還活著的聖徒得榮耀

十五52b 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如果我們有幸活著的時候耶穌就再來了如果我們有幸活著的時候耶穌就再來了，

也不是直接被提

還活著的身體也是會朽壞的還活著的身體也是會朽壞的、

軟弱的、屬血氣的，所以都要改變

十五50b 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

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

我們要進入不朽的、榮耀的國度，

要變成不朽的、榮耀的、新的身體

活著的無論多麼漂亮、英俊、強壯，

都需要改變

帖前四16-17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音 音 響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

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 同被提到雲裡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

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描寫活著的聖徒也要得榮耀，要跟死去的聖徒

一同被提到雲裡、跟主永遠同在

沒寫我們會不會經過死亡、都要改變，

既然 林前已經這樣寫了，既然 林前已經這樣寫了

知道不是照這個樣子就提上去

5. 基督要打敗眾仇敵、審判全人類，

天地要被火焚燒、上帝要塑造一個新天新地。

等下一講— 再來的基督。

除了清楚知道末世是什麼意思、耶穌再來之前

有 來 時 有 情有那些預兆、再來的時刻有那些情況，

我們要怎樣預備迎接祂的再來呢？

了解這些其實就是為了預備，如何預備？

1.要儆醒、謹慎、禱告、等候1.要儆醒 謹慎 禱告 等候

帖前五3-6 我們正覺得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突然臨到，

好像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 樣。好像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

沒有醫師可以事先知道孕婦幾點幾分會生產，沒有醫師可以事先知道孕婦幾點幾分會生產

可是突然就陣痛了，產難就是陣痛，

災禍的來臨就是最後的大災難，不是大悲劇，災禍的來臨就是最後的大災難 不是大悲劇

陣痛來了，目的、結果是為生產可愛的娃娃

最後的災難，結果耶穌來把我們提上去、得榮耀最後的災難 結果耶穌來把我們提上去 得榮耀

這不是壞事情、而是最好的事情。



帖前五6祂的來臨是那麼的突然，

所 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 樣 總要警醒謹守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守。

靈裡面的沉睡、糊塗

祂來的時候我們可以交帳，安然、坦然見主。

彼後三11 這 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 被火融化彼後三11a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
12a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

被火融化

等候 態度 隨 預備好等候 來臨等候的態度，隨時預備好等候祂的來臨。

2 要操練聖潔、敬虔2.要操練聖潔、敬虔

彼後三11 天地要被火焚燒，代表上帝最後的大審判，

14 既然盼望耶穌的再來、盼望新天新地，14 既然盼望耶穌的再來 盼望新天新地

所以要讓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責、安然見主。

聖潔跟敬虔，是一體的兩面 —聖潔跟敬虔 是 體的兩面

有敬畏神的心，就會維持聖潔，因為上帝是聖潔的。

3.要操練盼望、忍耐

太廿四講末世的事情很完整 很生動太廿四講末世的事情很完整、很生動，

13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不是講靈魂得救不是講靈魂得救，

信耶穌時靈魂已經得救、得到永生了

耶穌再來、也是災難很大的時刻，耶穌再來、也是災難很大的時刻，

我們不會跟非基督徒一起滅亡，

靠主的恩典跟能力去面對，必然得救靠主的恩典跟能力去面對 必然得救

忍耐並不是靠自己的修養、意志力，咬緊牙根，

我們可以效法耶穌基督忍耐的榜樣，我們可以效法耶穌基督忍耐的榜樣，

靠主的恩典跟能力面對的時候，

我們不會感覺那麼痛苦我們不會感覺那麼痛苦

可以受得了、可以忍得下去、最後是得救 —
除了靈魂已經得永生，我們也熬得過除了靈魂已經得永生，我們也熬得過

這個艱難的時期，就被提進入新天新地了

4.要防備錯謬、堅定不移

彼後三17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然預先知道這事就當防備，

恐怕被惡人的錯謬誘惑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

不是說我們得救了，一不小心就掉到陰間、永遠沉淪了

我們本來是站得穩穩、很堅固的，來

現在變成不堅固、跌倒了，

勉勵我們要防備錯誤的教導

林前十五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

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你們務要堅固 不可搖動 常常竭力多做主

既然這麼美好的、榮耀的後果，在等著我們，

就要堅固站得穩、不可搖動就要堅固站得穩、不可搖動

當然這不是靠自己面對末世的艱難，

最主要是靠主純正的道，堅守在艱難中，最主要是靠主純正的道，堅守在艱難中，

隨時呼求、仰望神，我們就堅固了

提後四1 我在神面前，

並在將來審 基督 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

憑著祂的顯現和祂的國度囑咐你。

基督馬上要再來，顯現時

要執行對全人類最後的審判，而且帶來新的國度

現在基督的國還不明顯，是在信的人心中顯現—
在教會、在敬虔的人中間，

神的顯現跟國度，我們可以體會

四2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務要傳道 無論得時 得時 總要專心

得時就是好傳，很多人信、很多人願意聽

不得時就是不好傳，有很多環境的逼迫，不得時就是不好傳 有很多環境的逼迫

很多人不想聽但，還是要專心的傳

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並用百般的忍耐 各樣的教訓

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為什麼要這樣百般忍耐？

提後四3 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

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

末世的時候甚至於連教會都受影響—
有一些師傅專門講譁眾取寵、大家喜歡聽的道，有 些師傅專門講譁眾取寵 大家喜歡聽的道，

靠神就可以發財、健康、平安順利，似是而非的道

是隨從自己、體貼人的情慾，而不是體貼神的心意是隨從自己、體貼人的情慾，而不是體貼神的心意

這是末世的危險。

荒渺 言4b 偏向荒渺的言語。 沒有根據的…
要忠於基督的真道，這樣會有逼迫，

5 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做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

末世有這些危險，好好教導眾聖徒— 明白真道、永守真道，末世有這些危險，好好教導眾聖徒 明白真道、永守真道，

是面對末世異端邪說亂象，非常重要的預備。

5.要殷勤追求長進

林前十五58 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主給我們的恩惠那麼大，

我們 切努力殷勤只是理所當然 理當如此感恩圖報我們一切努力殷勤只是理所當然 — 理當如此感恩圖報

但神是公平的，很認真在報恩的基督徒，

揹起十字架 付代價 捨己跟隨主忠心的基督徒揹起十字架、付代價，捨己跟隨主忠心的基督徒，

跟馬馬虎虎的基督徒如果最後的待遇都一樣，

這樣上帝不公平這樣上帝不公平

得救是一樣的，但獎賞不一樣—得救是 樣的 但獎賞不 樣

在主裡的勞苦不是徒然的

趁這時，一方面是亂象，一方面也是靠主盡忠的好時機趁這時 方面是亂象 方面也是靠主盡忠的好時機

對某些基督徒來講，獎賞也是一個鼓勵的作用

彼後三18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

恩典 知識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路一耶穌基督是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路 耶穌基督是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恩典是神慈愛的、神比較感性的這一面

知識或真理是神公義的那一面、知識或真理是神公義的那 面、

比較理性的那一面，

是講真理的知識，是講真理的知識，

不是世界上一般的學問而已

面對末世的亂象我們殷勤的追求，

有人偏頭腦的理性有人偏頭腦的理性

有人偏心理上的感受、偏感性

我們兩方面並重，恩典跟知識一起追求。我們兩方面並重，恩典跟知識 起追求

6.要彼此切實相愛

彼前四7-10 萬物的結局近了。

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一個人孤孤單單的受苦，是特別的苦，

但是如果同心來面對，但是如果同心來面對，

那個苦就減半、減輕了。

互相款待，按神給我們的恩賜彼此服事，

也會把困難變成享受，在這過程會把困難變成享受 在這過程

就享受到我們彼此的扶持跟相愛。



備

7.要竭力多作主工

太廿四44 你們也要預備，

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預備什麼呢？4 成為忠 有見識的僕人預備什麼呢？45 成為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
按神的差派跟吩咐，管理神家裡的人、照顧眾聖徒

按時分糧給他們按時分糧給他們。

分糧是物質的、肉體上的需要，也是在講靈糧。

所有基督徒其實都要來服事神、都要來做神的僕人，

其中一個工作就是按時分糧，更重要的是靈糧其中 個工作就是按時分糧 更重要的是靈糧

人最迫切需要就是屬靈的供應，像先知所講的 —
乾渴並不是因為沒有餅，乃是因為缺少神的話。乾渴並不是因為沒有餅 乃是因為缺少神的話

我們要特別來滿足這方面的需要，

好好本著聖經純正的道，好好本著聖經純正的道，

殷勤的、常常的、懇切的去分享。

按時分糧

摩八11 主耶和華說：

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

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

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這是一個末世很不敬虔的時代，

很多人真的不聽耶和華的話很多人真的不聽耶和華的話

教會也很多人偏向情慾，

喜歡聽體貼人胃口 合乎時代潮流的那種道喜歡聽體貼人胃口、合乎時代潮流的那種道

這就是一種屬靈的饑餓跟乾渴了，這就是 種屬靈的饑餓跟乾渴了

雖然物質上有餅可以吃、飲料可以喝，

但因為不聽神的話就變成屬靈的大饑荒，但因為不聽神的話就變成屬靈的大饑荒

所以我們要更加殷勤的、努力的供應靈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