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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光明得勝 神國降臨
A. 末後的十件事
1.

沒有人知道耶穌甚麼時候回來（來 10:25、雅 5:9、彼前 4:5、太 24:36）

2.

耶穌不是近期回來，因為：
i)

天國的福音必須遍傳

ii)

猶太人得救數目滿足

iii) 有大背道發生（帖後 2:3）
3.

末後要見到這些記號（時代的陣痛）：「出現迷惑人的假基督、打仗、饑荒、地震」（太
24:5-8）

4.

耶穌是肉身的回來（太 24:30、26:64、啟 1:7）祂從耶路撒冷東門入來，腳踏橄欖山

5.

不會神神祕祕，會有很大的響聲 （帖前 4:16、珥 2:11、太 24:31、林前 15:52）

6.

世界生活如常，直到主再來（帖前 5:2、太 24:37- 39）

7.

唯有真信徒才會等候主再來 （太 24:42、帖前 5:1-11、彼前 4:7、彼後 3:2-18）

8.

對於不信的世界，會是恐怖的日子（啟 6:15-17）

9.

基督再來將會選一個榮耀得勝的日子 （太 25:31、26:64、路 21:27）
將所有敵人一併毀滅！（帖後 2:8、啟 19:14-16、19-21）

10. 所有末後的事件會在耶穌回來時完結
i)

那一日，所有死人復活

ii)

那一日，審判發生
（但 12:2、太 25:46、約 5:28-29、徒 24:15、啟 20:12）

iii) 一同進入新天新地 （啟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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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榮耀國度之旅：一個承載神榮耀的器皿，如何尋找身分 (Identity) 和
表達 (Expression)！
1. 1-3 世紀：從苦難中找到身分
-

當時信徒必需有勇氣作見證

-

透過苦難、死顯出神的榮耀

2. 4-13 世紀：從超越中找到身分
-

以超越人限制、由聖職人員管理的聖禮、藝術品和教堂音樂表達聖經故事，顯出神的榮耀，
如：韓德爾的 32 部清唱劇：《掃羅》、《參孫》、《彌賽亞》、《約書亞》……；巴赫的
《約翰受難曲》；海頓的《創世記》；貝多芬的《基督在橄欖山上》；達文西、米高安哲
羅的畫作等。

3. 15-18 世紀：從宣教中找到身分
-

在工業革命中，西班牙、葡萄牙，及後來英國的三大強國興起

-

宣教士與商船隨行，教會透過政治和商業的力量推動宣教

-

當時英國人宣教的唯一方法，就是透過東印度公司，例如李提摩太……

4. 19、20 世紀：從復興中找到身分
-

當時愛丁堡會議還樂觀地以為很快完成大使命，誰知爆發一、二次世界大戰，顯露人性的
醜惡，對人性的夢想完全破滅

-

在生命破碎失望中找到盼望，產生一連串的復興運動：蘇格蘭的覺醒運動(Awakening
movement)、美國的復興家查爾斯‧芬尼 ( Charles Finnie)及其他信心佈道家的超自然醫治
帳幕、1960 年代的耶穌運動 (Jesus Movement) 中嬉皮士用自己表達方式愛耶穌，他們
被稱為 Jesus freaks (為耶穌瘋狂、極端愛耶穌的怪物)，但傳統教會卻不接納他們，他們渴
望尋找無宗教框框的基督教！

5. 21 世紀：從新婦及預備羔羊婚筳中找到身分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 (啟
19:7)
-

人可以為了預備婚筵，竭力改變自己的生活態度和方式
n 新婦的心情：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
n 新婦的目標：期待羔羊婚娶的時候
n 新婦的態度：自己主動作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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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郎與新婦的關係預表末後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弗 5:22-32)
i.

這關係是聖靈充滿的基督徒才能明白，這關係的本質是：
純潔 (Purity)
忠誠 (Loyalty)
親密 (Intimacy)

ii.

施洗約翰是新郎的朋友，我們卻是新婦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見新郎的聲音就甚喜樂。故此，我這喜樂滿足了。
(約 3:29)

-

施洗約翰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先知時代的終結，耶穌稱他為最大的先知，因為他見到彌
賽亞，他作新郎的朋友，我們卻是新婦，以純潔、忠誠和親密來表達與耶穌的關係。

-

唯有藉這轟烈的愛情，使我們有能力堅持到底，撑過末後最艱難、黑暗的時候，讓耶穌拯
救一代的年輕人，叫他們能表達自己的身分和釋放神所給的力量。

D. 我們強調的重點是：
-

不要從過去的季節中尋找我們的身分和表達方式，要跟隨聖靈在這時代給我們的身分和表
達方式，只有那一代的人才能獲得那一代的啟示，所以我們看重年輕人的工作。

-

上一代必須與下一代同行，透過下一代不怕死、自由、飛翔的能力顯出神在這一代的心意，
上一代要鼓勵、堅固、加力給他們。

-

不要在歷史中去尋找身分和表達方式，歷代最好的沉澱已留到這一代中 (例如我們承繼了
為主受苦的歷史：由耶穌復活到現在，估計超過六千多萬的殉道者)，這一代要尋找現在的
身分和表達方式。

-

神使用每一代顯出祂榮耀！（為何著重年輕人，為使他們有安全的環境成為 Jesus freaks）

-

畢邁可牧師對教會表達的預言：
「在一代裡面，神要改變基督教的表達及世人對她的看法。」
（I will change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on of Christianity in one generation）
1982，埃及開羅

E. 「耶穌再來」給我們的盼望：
1.

回到創造天父的懷抱中

-

當死亡強迫我們分離，神將我們從無助地面對死亡，轉到在傷痛中充滿盼望

-

那盼望就是知道我們所愛的人去了一個很安全、很安全的地方，我們的分離只是短暫的，
必會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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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體回到最好的狀態

-

我們現在疲累、軟弱、嘆息勞苦，但到那天，我們完全沒有傷口，只有一位有傷口 — 耶
穌釘十架的傷口。
復活的大能
轉變我們的

｝

身體狀況

朽壞 Corruptible →不能朽壞 Incorruptible
不榮耀的 Dishonor → 榮耀的 Glory
軟弱 → 力量

3.

加入了得勝行列

-

那是一個獎賞的日子

-

沒有人知道的，那天會被獎賞；沒有人歡呼的，那天天使會為你歡呼；那些沒有父親祝福
的，天父給予永恆的祝福。

-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弗 2:7) 當我們完成這旅程，神向後來的世代顯出祂的恩典和和榮耀
The small will be great.

The forgotten will be remembered.

渺小的為大

遺忘的被記念

The unnoticed will be crowned.

The faithfulness will be honored.

不被注目的會被嘉許

忠心的會被獎賞

F. 三個冠冕
1.

生命的冠冕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
之人的。（雅 1:12）

2.

公義的冠冕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
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
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 4:7-8）

3.

榮耀的冠冕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彼前 5:4 ）

G. 我們的立志：
-

不追想過去的成功，迎接神在這一代給我們新的身分表達

-

我們要確定下一代比我們更成功， 讓他們找到身分和自由地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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