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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彼得前書 4:7-8 節：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最要緊的是
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引言：何謂末世論：
基督教的末世論討論的就是關於基督的再來。非基督徒也知道末世，但他們的末世論和
卻不論基督的再來，然聖經很直接地宣告，末世與基督再來有關。那，我們基督徒為何
會相信呢？基督再臨仍未發生，我們如何知道呢？我們的根據是聖經的記載，以及耶穌
基督曾說過的話，因為這兩者所提及的事件，幾乎都兌現了。例如，當聖經說，基督再
來前，福音要傳遍地極至世界最偏遠的角落。這幾個月來，世界的政治情勢有很大的轉
變（註：王牧師證道時，正值埃及爆發民眾示威，後來導致長期執政的強人總統穆巴拉
克下台）
，中東一些回教掌權的國家，阻擋福音已有上千年的歷史，如今因著中東政治
局勢被打亂，也創造出機會，讓我們可以傳福音進入這些國家。所以，聖經所預言的景
況正一步一步的實現。

末世與末日
啟示錄是關於末世的教導
聖經啟示錄清楚地記載關於基督再來的預言，如 22 章有四節經文就與基督再來有關：
第 7 節：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第 10 節：
「他又對我說：
『不
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
」
；第 12 節：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
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第 20 節：
「證明這事的說：
『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
我願你來！」
啟示錄的解經爭議與原則
啟示錄 18-22 章解經上的爭議主要在於，啟示錄前三章的詞句是平鋪直敍的，是可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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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面上來理解，可是到了第四章以後，幾乎都是記載著一些異象。很多人宣稱這些異象
代表歷史中的一些人事物，可是那些學者的預言大部分都沒有實現。例如，曾有人認為
啟示錄中有十個角的怪獸是歐洲共同市場初期的十個國家，但是歐盟現在已經有二三十
個國家，又如何解讀呢？所以，啟示錄中的異象不宜按字面來理解。
雖然，啟示錄中的異象很難照著字面理解，但其中屬靈的意思並不難懂。「啟示」這個
詞可以用英文的 discover 來理解，英文的 cover 是蓋住、或蓋子的意思，discover 就是打
開，所以啟示的意思就是，把我們看不懂的奧秘打開。啟示的意思是要讓我們懂，但為
什麼會越看越不懂呢？或許是時間還沒有完全來到，就如舊約的先知寫下聖經中一些事
時，他們可能也不完全明白，但是還是按著聖靈的感動與啟示把他們寫下來了，這些舊
約先知書中的奧秘到耶穌來到世界之後，才完全明白。啟示錄有很多地方也應該到耶穌
再來時，我們才會完全明白。不過，其中屬靈的意義仍可以加以思想與推敲的。
現在就是末世
基督再來的時候稱為末日，末世則是耶穌復活升天後到他再來的這段時間，所以使徒一
致的說法就是，現在就是末世。我們以下引用三節經文來思想末世的景況：
(1) 約翰壹書 2:18 節：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
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末世有一重要
的特徵就是，有許多敵基督會出現。敵基督並不是指特定的單一對象，例如有人曾
以啟示錄 13:16 節指著戈巴契夫的照片說，他這額上有記號，他就是敵基督，這不
是聖經的教導。敵基督乃是指那些離開使徒的教訓，也就是不相信十字架的救恩、
不相信三位一體的上帝，並且自己離開正統信仰的教會，而自立門戶者。
(2) 雅各書 5:3 節，使徒雅各責備人，說：
「你們在這末世只知積攢錢財」
。現今的世代
許多人是否如聖經這節經文所記載的，不再專心敬虔的生活，而只注重財富的積累？
而耶穌基督，我們的主會是一位看重門徒錢財的上帝嗎？如果末世真的靠近了，錢
財還有什麼用呢？
(3) 希伯來書 1:2 節：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
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這裏的「他兒子」就是耶穌基督，而這節經文的當時代，
就已經是希伯來書作者認為的「末世」了。
我們從這三段經文看到使徒認為，現在就是末世的開展。而使徒保羅在傳道的過程中，
也以為自己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主再來。他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4:16-17 節寫著：
「因為主
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
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保羅認為，他在活著的時候就會被提，因為他傳福音
時，雖然遭遇很多困難，但是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地中海周圍都已經有福音傳進去了，所
以保羅相信在他有生之年可以將福音可以傳遍天下，而到那時基督就會再度降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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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已經二千年了，為何主仍未來？
但是，保羅有生之年並沒有見到主的再來。為何末世至今已經遲延許久，甚至快超過二
千年了呢？主耶穌說他快來，為何那麼久還沒來？我們可以從彼得後書 3:8-18 節歸納出
三個答案：
(1) 基督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後書 3:8 節：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
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上帝是時間的創造者，衪並不受
時間的侷限，所以上帝的時間觀和我們並不一樣。在挪亞的時代，人類的壽命大洪
水以前是很長的，挪亞本人可以活五百多歲，甚至瑪土撒拉都活了九百多歲（創 5:27）
。
但大洪水之後，人類的壽命就大大地縮短了，直到現在，世人的壽命不過七八十年，
所以我們會覺得二千年很長。但是，若按照彼得後書這段經文的換算，二千年在上
帝眼中，就如同二天而已，是很短的的時間。
(2) 基督不是耽延，乃是寬容與等待世人悔改。彼得後書 3:9 節接著說：
「主所應許的尚
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
願人人都悔改。」上帝對罪惡是很憤怒的，但是上帝忍耐、等候並寬容，他應許要
將福音傳遍天下之後他才會再來，這是在上帝公義審判之外卻顯出其無比的恩典。
(3) 讓基督徒操練敬虔。彼得後書 11-12 節接著又說：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
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
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主在末世未終結之前，要讓基督徒操練殷勤、
忍耐和等候的功課。真正愛主的基督徒，在耶穌基督要來而未來以前，即使遭遇患
難與困難，並不會隨從這世界，仍然持守聖潔與敬虔。這就好像一個企業的老闆出
國度假去了，雖然沒有指出回來的日期，員工依舊殷勤做工並不懈怠。此外使徒約
翰在啟示錄 22:20 節也說，
「主耶穌啊，我願你來！」其實，基督徒在這個彎曲悖扭
的世代並不好過，如何在這個充滿敗壞風氣的世界認真地過信仰的生活，實在是對
門徒的一大挑戰。當然，在這二千年中，也必然會有不信的人，以為這麼久了基督
都還沒來，就認為耶穌所講的是不真實的，於是便跟著這世界沉淪，不再持守真道。
這正是考驗一個人信心最關鍵的時刻，也是鍛鍊我們信仰成聖與堅忍最好的時機。

主再來前的徵兆
聖經有許多經文都有主再來前微兆的提示，所以這裡我們選七個清楚與攸關門徒信心的
經節來思想：
(1) 敵基督、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現。假基督就是有人會冒充那再來的基督。馬太福音
24:5 節：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
『我是基督』
，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另外，在馬太福音 24 章 24 節也說：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
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奇事或特異功能不一定都是神蹟，有些人
的確也具有一些特異功能，是科學所難以解釋的，但是這並不必然都是出於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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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聖經也都已經對我們有所提醒。
現在教會界也有一些過度強調神蹟奇事的特會，宣稱在佈道會場中看到從天空中灑
下金粉，或是有人作見證其存款戶頭突然多出一筆存款等等，這些絕對不是從神而
來的，因為連異教徒都知道這些是旁門左道，不義之財。上帝賜福給世人一定也是
會要求我們勤勞作工，而不是不勞而獲，怎麼會有人相信這種誇大的表演是榮耀神
的見證呢？類似這種特會各位一定要儆醒，因為這正是馬太福音這段經文所要提醒
的假基督和假先知了。而且聖經也清楚的告訴我們，當看到這種神蹟奇事或特異功
能時，許多人會被迷惑，但是真正信主的門徒一定不要相信。
(2) 世俗之風會越來越趨向不虔不義。馬太福音 24:10-12 節說：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在中世紀時許多人逼迫基督徒，但是今日許多人卻
不以敬虔為生活的準繩。
(3) 基督徒將遭受逼迫與譏笑。在末世時，世人會將不敬虔當作是榮耀，把虔誠當作是
可笑的事情。我有一位同學在美國的消防局工作，平常在待命時，只要沒有火警的
通報大家就可以作一些私人的事，如看報，打球等等。而我這位同學因為也是基督
徒，只要沒事就看聖經，並且靈修或默想。但是，有一天一位同事過來請他不要再
在大家旁邊看聖經，因為這樣其他同事都不好意思看不雅的刊物。對的事情不能作，
而且好像會壞了那些想看不好書籍的人的「好事」
，這豈不正是聖經描繪「劣幣逐良
幣」的效應？這也正是末世的徵兆之一。
(4) 沉淪之子的出現。帖撒羅尼迦後書 2 章 2-4 節寫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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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就）到了，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
驚慌。3 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
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4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
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
關於這段經文所指的沉淪之子在歷世歷代有許多解釋，可能指當時逼迫基督徒的羅
馬皇帝，這個在但以理書中也有類似的預言，但是既然保羅並沒有清楚寫明，也有
可能是指向歷史中其他的暴君，或是自以為上帝的專制君主。我們可以概略地認為，
凡是否認基督，逼迫教會的執政掌權者，都可以泛指為沉淪之子。例如，在中國的
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曾誇口要把基督教送進歷史博物館，但是不到半
個世紀當毛澤東死後，江青自己反而被丟進歷史的灰燼中。
馬丁路德之後有許多的改教家都認為沉淪之子是指天主教的教皇，但是理由並不充
份，而且近代的天主教在其內部的革新也值得肯定，並不宜全面性的批判或否定。
我個人比較同意斯托德（John Stott）的註解，所謂的沉淪之子應是在歷史中多次應
驗的一切敵基督的象徵，特別是越靠近主再來時，這種自我高舉的君王會越多，它
們對門徒的迫害也會越明顯。
(5) 福音遍傳。最清楚的經文就是馬太福音 24:14 節：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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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所以，如果有人說耶穌快來了，這是真實的；但是，
如果有人說耶穌明天就來了，這絕對不可以相信。近代福音傳揚的速度是很快的，
超過我們的想像，例如大陸在文化大革命時，敢自稱是基督徒的可能不到四十萬人，
但是不到二三十年，中國基督徒的成長幅度幾乎超過百倍。就我所知，甚至在新疆
很偏遠的鄉鎮都有基督徒，這正是福音遍傳的證據。
(6) 以色列全家得救。保羅在羅馬書 11:25-26 節說：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
祕，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於是以色列全家都
要得救。」這段經文有三種可能的解釋：(1.) 照字面解釋這段經文，外邦人得救應
該是有一個數目，等數目滿了上帝會再回頭拯救以色列人，並使其悔改歸主。(2.)
但是現在大多數猶太人只相信上帝，卻不信耶穌，他們只相信舊約，卻不接受新約。
現在許多基督教團體正積極地向猶太人傳福音、為他們禱告，雖然成效暫時不明顯，
但是我們仍相信聖經的應許，並被激勵繼續將福音傳給他們。(3.) 這段經文所指的
以色列不是按著字面狹窄的解讀成以色列這個國家或是民族，而是廣義的指所有信
主的基督徒（參徒 13:48-19）
，並由我們取代了原先應該由以色列民得救的位置，這
種說法稱為「取代論」。
不論哪一種說法比較合於聖經，但是從歷史中我們看到上帝對猶太人的保守，在二
十世紀的今天讓以色列人在歷經了上千年的亡國和流離後又能再度於二次世界大戰
後復國。我們相信上帝奇妙的作為是不可測透的，所以猶太人是否能悔改歸向基督，
仍有待時間的進程中看到上帝的大能。
(7) 天災人禍越來越多。戰爭、飢荒、地震、疾病、瘟疫等等，雖然歷世歷代都有，但
是聖經提醒我們，越靠近末世，這些亂象會越多。馬太福音 24:7-8 節說：
「民要攻打
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我們可以看到這世
界災難越來越頻繁，但是一般人卻不覺危險，災難過去不久也就遺忘了，仍然繼續
過著違反聖經教導、不敬虔的生活。
此外這一段聖經中的「災難」原文用的是「生產之難」
（希臘文原文是 ὠδίνων. 是生
產之難，birth pain (NIV)）
，也就是母親要分娩時，
「一陣一陣」的陣痛之苦。小嬰孩
在即將臨盆時，母親的陣痛可以從幾個小時一次變成幾分鐘一次。就像二次世界大
戰時納粹要屠殺猶太人時，其實早就已經有跡可尋了，只是當時的猶太人並沒有警
覺，只是以為暫時被納粹的軍隊遷移，沒想到最後猶太人被迫害而死的人數竟然多
達數百萬人。目前世界危難的程度、環境失序的狀況連許多科學研究者都提出警告，
但是世人仍如水煮青蛙般的缺乏警覺，這正是聖經對末世景況很清楚的提醒。

耶穌再來時的情況
馬太福音 24:29-31 節寫著：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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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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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31 他要差遣使者，用
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從這段經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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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記載主耶穌再臨時的異象，可以歸納出幾個重點：
(1) 天勢震動。許多人會以為這是無稽之談，但是我們知道宇宙的萬有都是主的護理與
掌管的（來 1:3），上帝其實並不需要毀滅這個世界，衪只要將衪支撐萬物的能量移
走，這個世界就一定陷入空前的危難。
(2) 眾人要看見耶穌顯在天上並駕雲降臨，並且眾人都要復活（約 5:27-29）
。耶穌的顯
現的降臨乃是為了招聚屬神的子女得著榮耀，而世人復活則是要接受主耶穌末世公
義的審判。
雖然末世之時，聖經沒有提及主何時再來，但是我們可以看出世界目前的確是在「生產
之難」中「一陣一陣」的苦難中，雖然再怎麼有經驗的婦產科醫生也不會知道產婦確時
臨盆的時間，但是我們可以確知時刻已然迫近，門徒仍需警醒準備。

預備迎接主再來
在等候的時刻，我們在世上可以作的事情如下：
(1) 要防備錯謬異端並慇勤忠心追求長進。既然我們知道末世會有主公義的審判，我們
當竭力使教會持守純正的信仰，不讓屬世或錯誤的教導侵入教會，在本章前面我們
引用約翰壹書與彼得後書時已經有提及，這裡需要再次提醒大家，不要被迷惑。
(2) 門徒應「儆醒、謹慎、禱告、等候」與操練聖潔與敬虔。自十九世紀以來的宣教運
動在今日因著運輸科技的增長而蓬勃發展，未得之民雖多，但是福音幾乎已經遍傳
世界，主再來之前的徵兆皆以齊備，我們更應當時刻儆醒，如那提燈油童女的比喻
一般（太 25:1-13）
，隨時準備好自己，以免當新郎來迎娶新婦時，我們卻不得天國
之門而入。
關於末世時門徒敬虔的態度，聖經在帖撒羅尼加前書 5 章 3-6 節也給我們一些重要
的提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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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4 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
5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不是屬幽暗的。6 所以

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儆醒謹守。」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末世時當世人以為
平安穩妥的時候，
「末世」正如這段經文中的「那日子」，就像賊一樣的臨到我們。
當美國發生 911 的災難後，曾有一段時期許多人來到教會，但是不過幾年的光景，
這些人沒有對末世的警覺，又漸漸的離開了教會，這讓我們可以慎思我們的敬虔，
不單是為了教會的聚會，而是謹慎自己與操練敬虔。
(3) 末世仍要持守盼望與忍耐，並且學習彼此相愛。彼得前書 4:7-10 節寫著：
「7 萬物的
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
能遮掩許多的罪。9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這段經文提醒我們，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不可能自外於
彎曲悖謬的環境，但是教會需要從這個世界中被分別為聖出來，並且門徒之間藉以
末世論（一）- 6 -

學習彼此相愛，互相包容的功課，就能克服這世界的誘惑與困難。
(4) 殷勤等候，竭力多做主工。美國前總統雷根在缷任後的晚年，得到一種失去大部份
記憶的阿滋海默症，連他曾經當過總統這等看似偉大的事蹟都不記得了。但是，他
卻對自己在年輕時曾任職海邊的救生員，並且曾救起了七十七個人印象深刻。各位
弟兄姐妹們，我們在主再來之前，有什麼值得留下的呢？不就應該是「竭力多做主
工」（林前 15:58）嗎？這應該是我們在末世最重要，也當努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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