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眾系統神學大眾系統神學 第六十課第六十課……

末世論 末了的話末了的話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

請按 開始播放

耶穌再來前的預兆裡面那個沉淪之子 帖後二1-10

1 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2 我勸你們：無論有靈、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

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慌。

這裡牽涉到 帖後寫作的動機，帖前談到關於末世這裡牽涉到 帖後寫作的動機，帖前談到關於末世

耶穌再來的事情，後來產生一些謠傳…
保羅說這些講法你們不要動心 也不要驚惶保羅說這些講法你們不要動心、也不要驚惶，

為什麼？主耶穌在 太廿四36已經告訴我們—

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唯獨父知道。

所以如果有人說哪一天要來，所以如果有人說哪 天要來

就是違背了 太廿四36的教訓。

歷史上已經出現過好幾次有些人講末世，就很主觀的感覺

上帝已經指示他那一年、那一天基督要來，

這違背了 太廿四36 耶穌明確的教訓。

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

這句話有點奇怪，聖子不是上帝嗎？

應該是無所不知的 為什麼祂也不知道？應該是無所不知的，為什麼祂也不知道？

其實牽涉到耶穌基督有神人二性 —
耶穌來到人間的時候耶穌來到人間的時候，

雖然沒有失去神性，可是甘願受人性的限制

所以有些事也是要照父神的指示所以有些事也是要照父神的指示，

祂才知道、也才能夠去做事情

有人提到主的日子現在來了，這種講法是錯的！

帖後二3a 人不拘用什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

因為那日子以前 必有離道反教的事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

祂來之前那真正的預兆 —第一個提到「離道反教」的事情，

按照原文不是一般性，是比較嚴重的那種

決定性的、對神的一種大反叛、大力的抵擋

出現這樣的風氣 —
把抵擋神、不敬虔、錯誤的教導，

當做是很光榮的

把敬虔、把真理，當做可笑的真 當

世界以這個為主流，這樣的情況，倒是要特別注意。

現在的世界是不是有這個味道呢？應該說有，現在的世界是不是有這個味道呢？應該說有

舉同性戀做例子— 這是不合聖經教導的，

有一批人就堅持上帝一定不反對同性戀有 批人就堅持上帝 定不反對同性戀…
「離道反教」變成一個主流。



帖後二3b 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二9a 他就是不法的人，

就是公然違法而且一點都不知道羞恥就是公然違法而且 點都不知道羞恥

二9b 照撒旦的運動，這大罪人、不法之人，

是撒旦的部下，又稱為「沉淪之子」，是撒旦的部下 又稱為 沉淪之子」

原文的意思就是終必滅亡者、一定要滅亡的

約十七12 猶大是沉淪之子，寧可上吊也不悔改。約十七12 猶大是沉淪之子 寧可上吊也不悔改

二4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

和 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裡 自稱是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

到底出現了沒有？到底出現了沒有

5 我還在你們那裡的時候

曾經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嗎？

口氣是說已經出現了，好像不是那麼奧秘…

沉淪之子到底是誰？幾個可能性—
1 是象徵性的講法 是直 有 跑1.是象徵性的講法，並不是直接說有一個人跑到聖殿…

不是字面上的含義，是屬靈上的，想要取代神

2. 歷史上有一些不同的講法，

馬丁路德時代的改教家，基本上都認為

大罪人、沉淪之子，就是教宗 —
坐在聖彼得大教堂，穿的衣服、握的權杖、

擁有權利、財富、地位，好像君臨天下

為什麼要改教？就是教廷、教皇有很多的腐敗、墮落，

所以改教家都認為，沉淪之子就是指著教皇講的

這樣解釋不一定正確，這樣解釋不 定正確

保羅寫這句話，羅馬教皇還沒有出現，

沉淪之子不能跟教宗直接畫等號沉淪之子不能跟教宗直接畫等號

保羅在寫的時候，對教宗是毫無概念的

二5-6a 我還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

你們不記得嗎？現在你們也知道 那攔阻他的是甚麼你們不記得嗎？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甚麼。

沉淪之子不會完全顯露出來，

還有一些攔阻讓他不能為所欲為，

保羅說你們知道，保羅

問題是我們都不知道，保羅沒有直接講清楚。

太廿四15 耶穌說：「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

『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

會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

意思說— 我不明講，你們應該懂我在講誰。意思說 我不明講 你們應該懂我在講誰

這口氣很像保羅，當時的人心照不宣，

耶穌沒有明講、保羅沒有明講，耶穌沒有明講、保羅沒有明講，

可是他們都知道在講誰。

從當時的歷史來看，有幾個是很像…

 B.C.169 Antiochus IV

曾在聖殿設立宙斯希臘偶像的祭壇，曾在聖殿設立宙斯希臘偶像的祭壇

要取代聖殿所尊崇的上帝耶和華

 B.C.63羅馬元帥 Pompey，故意侮辱聖殿

 66 70 A D 猶太戰爭，聖殿被毀 66-70 A.D.猶太戰爭，聖殿被毀

 40 A.D.君王 Gaius是一個狂人，

故意污穢、侮辱聖殿

這些事件都是記憶猶新的，

可能對我們來講都不太熟，

都可能是答案。



最可能答案是 Hendrikson所說的—
「大罪人、沉淪之子，是「多重應驗」，不是單一事件

剛剛提到四個事件、或是改教家對抗的教皇、

現在惡勢力把自己當成主流、至高者，

這些可能都是，也就是「多重應驗」

好像站在山頭，山谷下面有河流、

對面又有好幾重一層又一層的山峰，

一山又比一山高…
這裡面可能是好幾重的應驗。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看

斯托得《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第七章的註釋、校園出版社，

對剛剛所談的有詳細的描寫。

二6a 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甚麼。

保羅沒有明講，推測起來所謂「攔阻」可能有三方面…

1 聖靈或是教會的工作1. 聖靈或是教會的工作：

聖靈、聖工是跟大罪人對抗的

2. 保羅自己的宣教工作：

雖然遇到極大的攔阻，
地中海

還是勢如破竹，

在危險、困難、攔阻、

地中海

逼迫中，把福音從耶路撒冷穿越地中海…，
也是一個對抗沉淪之子的勢力

3. 羅馬政府也是一個很大的政權跟勢力，

還不讓那個抵擋基督的為所欲為還不讓那個抵擋基督的為所欲為

7 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只是現在

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

8 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

沉淪之子囂張顯露，好像是勝利者…
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牠，用降臨的榮光廢掉牠。

這一刻耶穌再來，是得勝者、把沉淪之子完全打敗

9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

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

不法之人也可以行異能神蹟、虛假的奇事…

10 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

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 使他們得救

沉淪之子會在所有沉淪的人身上

行出各樣的不義，行出各樣的不義

讓他們不能領受真理、以至得救。

末世論的結論、也是整個系統神學的結論…

一、我們要一直保持敬畏主、虛心尋求真理的態度，

也要深入、廣博的，在預言的解釋上繼續下功夫，深 廣博 在預言 解釋 續

同時觀察世局的發展，

才可能對末世論有準確、足夠的了解。才可能對末世論有準確 足夠的了解

我們承認到目前我們還不夠了解，尤其是啟示錄，

啟示的意思當然是要讓我們明白，啟示的意思當然是要讓我們明白，

可是 啟示錄第四章以後就越看越不明白

不要擔心，我們還是要看—
先熟悉聖經其他六十五卷，

對第六十六卷才會比較明白

世局的發展是照聖經的預言在發展的，

我們看了就會越來越明白



二、耶穌再來的那一刻我們就完全明白，

看 像 是態度啟示錄第四章以後越看好像越不明白，是態度的問題…

1. 象徵性的文學每一句都去解釋，是有問題的，

先抓屬靈重點、精義就好，這樣是可以明白的

如果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對號入座、都要講清楚，

那是有問題的、可能會講錯

2. 時候未到，好像舊約先知所講的，在當時很不容易明白，先 很 容 明

耶穌來了以後，先知書大部份就明白過來了，

所以要等事情都過去、或者時候到了，所以要等事情都過去 或者時候到了

啟示錄其實很明白，現在就存著警醒的心等著瞧

3.在還不完全明白的時候，要存有保留的態度 —在還不完全明白的時候 要存有保留的態度

還不夠清楚、沒有夠多的經文根據、沒有一致性，

就像「災前被提」是不一致、不一貫的，就像 災前被提」是不 致 不 貫的

要保留、不要太快做定論

三、對千禧年論固然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對於弟兄是要存接納的態度，

唐崇榮牧師說：「不可以把仇敵當弟兄，

更不可以把弟兄當仇敵。」

弗四3 用和平彼此連絡弗四3 用和平彼此連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即使對千禧年論有不同的理解，

但是都相信 耶穌十字架的救恩但是都相信 — 耶穌十字架的救恩、

死跟復活、主要再來

我們是弟兄我們是弟兄，

不要為這事情弄得對立、分裂

四、我們生逢亂世，很容易有疑惑、憂慮、害怕。

孔子在春秋戰國時期 有 像末孔子在春秋戰國時期、也有點像末日，提出 —
「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智、仁、勇三達德…
聖經的答案更好…

1. 禱者不惑：太廿六41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2. 信者不憂：約十四1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3. 愛者不懼：約壹四18 愛裡沒有懼怕。3. 愛者不懼 約壹四18 愛裡沒有懼怕

這個愛包括愛神、愛人、愛慕真理

這是 2014被主接去的黃穎航老師在課堂上講的，

面對亂世，我們警醒禱告、信靠神、愛神愛人，面對亂世 我們警醒禱告 信靠神 愛神愛人

也照樣可以在亂世活得很精彩。

五、亂世有很多的不義跟罪惡，千萬不要被打倒，

不義是後來才產生的，

有一天要永遠被摧毀

我們已經因信稱義了，

這個「義」是從永遠到永遠的

在末世我們要有堅定的信念、勇敢的心智，

靠主可以活出公義、慈愛、豐盛，

可以光照影響環境跟眾人，

時代越黑暗，真理的光就顯出穿透的能力—
黑暗不能勝過光黑 不能勝過光

我們更應該以主的光來光照這個世界、

來光照我們周遭的人來光照我們周遭的



六、聖經有關末世的經文大部份是具體的、清楚的，

有 前還是 清楚 但屬靈的含義是清楚的也有一部份到目前還是不清楚，但屬靈的含義是清楚的…

1. 難懂之處不可強解

申廿九29 隱祕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

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

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已經明白的
啟示出來

隱密的 —還不清楚的，繼續等候神，但是不要強解，

強解、誤解、講錯聖經，這個是很大的罪。強解 解 講錯聖 這 是很 的罪

啟廿一18-20 神的預言隨便加添，

神的災禍也要加在你的身上；神 要 在 身

神的預言隨便刪去，

神也要從生命冊把你的名字刪去。

這是很嚴重的，所以難懂的不要亂加、亂減、不可強解。

2. 可懂之處殷勤挖掘

聖經大部份是可以懂的，

仰望聖靈來光照、感動、教導

我們殷勤讀經、以經解經，會越來越懂，

明顯的事是屬於我們的，

所以要去明白、會越來越明白

3. 已懂之處篤信力行

明白不是來增加我們一些神學的知識，

好讓我們自誇，不是這樣的

知識如果只是拿來炫耀，

那就是讓人自高自大，這不是真知識

真正的知識是會化為行動，

我們既然深知，我們就篤信、也就力行

啟一3 念這書上預言的，

和那些聽見 遵守其中所記載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

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

我們聽見、明白、就遵守，才是有福的；

我們就力行、就遵守，照這個來生活。

太七24-25 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

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

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殷勤的去實行、去落實的，

這個信仰就成為他穩固的根基，

足以應付末世一切異教之風的衝擊。

我們就停在這裡，願神賜福大家，我們就停在這裡 願神賜福大家

願神的道裡面活潑的功效臨到大家，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