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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的君王/Our coming King 

時常彼此勸慰.  (帖前 5:18) 

❖ 預告再來 

• 約 14:2-3:2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

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3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

那裡去，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 徒 1:11:11 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

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 啟 22:6-7:6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

神，差遣他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僕人。7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

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 何時再來 

• 可 13:32: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

知道，唯有父知道。 

• 太 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 約 10:29: 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

去。 

神沒有時間，即使告訴我們，我們也無法了解。 

❖ 來前現象 

• 路 21:7-19:7 他們問他說：夫子！甚麼時候有這事呢？這事將到的時候有甚麼

預兆呢？8 耶穌說：你們要謹慎，不要受迷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

來，說：我是基督，又說：時候近了，你們不要跟從他們！9 你們聽見打仗和

擾亂的事，不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時就到。10 當

時，耶穌對他們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11 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

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12 但這一切的事以先，人要

下手拿住你們，逼迫你們，把你們交給會堂，並且收在監裡，又為我的名拉你

們到君王諸侯面前。13 但這些事終必為你們的見證。14 所以，你們當立定心

意，不要預先思想怎樣分訴；15 因為我必賜你們口才、智慧，是你們一切敵人

所敵不住、駁不倒的。16 連你們的父母、弟兄、親族、朋友也要把你們交官；

你們也有被他們害死的。17 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18 然而，你們連一

根頭髮也必不損壞。19 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魂（或作：必得生命）。 

❖ 人的景況 

• 提前/1 Tim 4:1-3:1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

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2 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熱

鐵烙慣了一般。3 他們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或作：又叫人戒葷），就是神

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謝著領受的。 

• 路 17:27-30:27 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洪水

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28 又好像羅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買又賣，又耕

種又蓋造。29 到羅得出所多瑪的那日，就有火與硫磺從天上降下來，把他們全

都滅了。30 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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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情形 

• 帖前 4:13-18:13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

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14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

的人，神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15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

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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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基督裡死

了的人必先復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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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

勸慰。 

• 太 24:29-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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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原文是風），從天這

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 來的目的 

• 啟 20:1-6:1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裡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鍊

子。2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3 扔

在無底坑裡，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那一千年

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他。4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

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

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他

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5 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

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

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

千年。 

• 來/Hew 9:27-28:27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28像這樣，基

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

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 

• 啟 20:11-15:11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

避，再無可見之處了。12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

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

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13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

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這火湖

就是第二次的死。15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裡。 

• 太 13:36-43:36 當下，耶穌離開眾人，進了房子。他的門徒進前來，說：請把

田間稗子的比喻講給我們聽。37 他回答說：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38 田地就

是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39 撒稗子的仇敵就是魔

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40 將稗子薅出來用火焚

燒，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



基督教教義根基 第七課認識耶穌基督的再來  10/29/17 

泉谷華人宣道會 Page 3 

 

從他國裡挑出來，42 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43 那時，義人在

他們父的國裡，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 必備心態 

• 可 13:33-37:33 你們要謹慎，儆醒祈禱，因為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到。

34 這事正如一個人離開本家，寄居外邦，把權柄交給僕人，分派各人當作的工

又吩咐看門的儆醒。35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甚麼時候

來，或晚上，或半夜，或雞叫，或早晨；36 恐怕他忽然來到，看見你們睡著

了。37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是對眾人說：要儆醒！ 

 

前千禧年/後前禧年/無千禧年 

 

前、後的比較是根據耶穌基督再來的時間比較。前千禧年是耶穌基督來了以後才有千禧

年。後千禧年派不把「千禧年」當作真正的一千年，無千萬年認為「千禧年」只是屬靈的

義意。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前千禧年是唯一正確的認識。 

 

耶穌再來時，根據聖經有另外兩件重要的事會發生：被提/Rapture（帖前 4:13-17）及大

災難/Tribulation（太 24:21） 

 

災前被提/災後被提/災中被提/部分被提 

 

災難: 

• 耶 25:33 到那日，從地這邊直到地那邊都有耶和華所殺戮的。必無人哀哭，不

得收殮，不得葬埋，必在地上成為糞土。 

• 太 24:29-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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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原文是風），從天這

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 啟 13:5-10 又賜給他說誇大褻瀆話的口，又有權柄賜給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

二個月。獸就開口向神說褻瀆的話，褻瀆神的名並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

上的。又任憑他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也把權柄賜給他，制伏各族、各民、

各方、各國。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

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應當聽！擄掠人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

被刀殺。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 太 10:22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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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認識聖靈作準備/ Prepare to know Holy Spirit 

1. 聖靈是神的根據/why the Holy Spirit is God? 

 

 

2. 聖靈有人性的表現的經文/List the Bible verses that Holy Spirit is also a person. 

 

 

 

3. 聖靈如何在新、舊約中顯出祂的存在/How is the personal nature of the Holy Spirit 

demonstrated i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4. 甚麼是聖靈的果子/List the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加 5:22,23) 

 

 

 

 

5. 有哪些是屬靈的恩賜/List th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參閱弗 4:7-16; 林前 12:1~11; 羅

12:4~8) 

 

 

 

 

 

6. 根據聖經，解釋何謂聖靈的洗與聖靈充滿/What does Scripture teach concerning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filling with the Holy Spir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