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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收听救赎历史系列第七部分。我是巴特‧伯克斯博士。 

 

请翻开你手上的圣经。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要

读 13-18 节。这一周，我们读了一部分的使徒行传，还有一部分的哥林多前书。另外就是

帖撒罗尼迦前书，今天我们会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其他部分，但我想，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四

章的 13-18 节，一起思想主的降临和教会的信心。主的降临和教会的信心。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同时，我们倚靠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传讲和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靠着你的圣灵祷告，为每一个人祈求，你要赶走分心，你要赶走误解，你要让圣灵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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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爱慕基督，他是那已经来过的救主，他还要再来。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这段经文一直在强调复活和基督的再来。这让我想起我约翰‧裴顿的故事。许多人已经听过

他的故事。约翰‧派博牧师使他的故事在今天广为人知。裴顿的故事确实抓到这段经文的重

心，也是派博牧师一生事奉的动力，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事奉的真正动力。 

 

约翰‧裴顿在南太平洋的新赫布里底群岛宣教。他从 1858 年到 1905 年都在那里，他在那

个岛上服事主将近五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期间，他遭遇过各种反对的声音，在他去之前，

岛上没有基督徒。当他离开的时候，全岛的居民几乎都信了耶稣。 

 

对那些听过约翰‧裴顿故事的人，我们知道要到那里并不容易。1839 年，在裴顿前往新赫

布里底群岛的前 19 年，约翰和雅各布‧哈里斯来到了新赫布里底。上岸不到几分种，他们

就被原住民杀害了，他们被食人族吃了。 

 

因此，当时已经是颇有名气牧师的裴顿，19 年后在一次教会团体的特别聚会中，他提议

再回到新赫布里底宣教，他面临了最强烈的反对声浪。裴顿牧师在他的自传中提到一位很

特别的人，他称为迪克森先生。他在这个团体比较年长，可以说是大家的发言人。当裴顿

说出他的计划，要到新赫布里底宣教，迪克森先生说，「食人族！你会被食人族吃了。」

这个反应十分的合情合理的，不是吗？ 

 

裴顿的回答是我最常引用的，这可说是压倒性的名言。裴顿说，「迪克森先生，你的年纪

已经大了，你所想到的是，你快要死亡，你的身体被蛆吃掉。我必须说如果我无论是生是

死都要事奉与荣耀主耶稣，我被蛆吃掉或被食人族吃掉并没有差别。在主再来的时候，我

复活的身体和你一样，都要像复活的救赎主。」 

 

你可以想象那一刻迪克森先生的感受吗？他大概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我是说，

你们的看法呢？「当你这样…」我是说，这有点像是神学的死棋。当你说「我复活的身体

和你一样」时，这真的是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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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这一周在网络的讨论区上看到这三段话。这是公开的网络讨论区，主题是死

亡。我们除了听听裴顿的说法外，我们再来看今天人们对死亡的看法。请听一个女孩的说

法。她说：「我 22 岁，我对死亡非常恐惧。我不是担心死亡的方式，我无法想象再也醒

不过来的感受。我知道生命就是出生和死亡，但我想到就怕。我预定的计划是埋葬在地

上，一个叫陵寝的地方。有点像是个小房子。或许我只有 22 岁，」她说：「但没有人知

道自己的死期，死的方式。我很怕英年早逝，我也怕长命百岁。」 

 

另一位女士说，「我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所爱的人过世。这让我重新思考自己要生几个

孩子，这让我很失望。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实在无能为力，死亡不是我可以掌控的。」 

 

或许最具启发性的是这位无神论者。他说，「我对来世没有宗教或信仰。」这很有趣，

「因为如此，我对死亡和未知的恐惧在我决定成为无神论者后与日俱增。虽然从小我父母

都没有宗教信仰，还是听过天堂之类的事。现在我知道死了就是死了，这种想法让我无法

成眠。」他说：「我完全不知道我该寻求甚么样的帮助，或者我需要什么帮助。我真的希

望有甚么东西可以让我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渴望的是甚么？世人迫切需要听到的是甚么？这世界欠缺的是甚

么？除了基督，我们有福音。福音中应许我们另一种生命。在这世上，我们的应许是当我

们四下张望，我们看到痛苦，忧虑，我们看到困难，看到病痛，甚至看到死亡，我们清楚

知道这些都不是尽头。所谓尽头就是那可以永存的，那就是死亡，埋葬，基督的复活升

天，他将要临到的国度。这将存到永远。我们有美好的福音。 

 

我们有对我们的灵魂有益的好消息，这好消息对整个世界也有益处。这是我要的福音，基

督要再来的福音和应许，我要在这个圣诞佳节放在我心中，今天我要放入每个人的心中。

我希望我们完全以基督为中心，在这个季节以福音为中心。让我们的盼望和世界的盼望出

现明显的差异。 

 

今天我要大家看的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 清楚告诉我们的，就是主的降临和教

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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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请大家注意信徒间的差异。我们的盼望和世界的盼望有甚么不同。 说实在的，这

是我们所找到盼望的根基。世人对死亡的看法和我们对死亡的回应，真的不一样吗？我们

从几个方面来思考，「这段经文如何是主耶稣再来的蒙福的盼望，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

何影响呢？ 

 

And so first， I want you to look if you would with me， where we see that our 

response to death first is distinct from the despair of the world。  That our response 

to death is distinct from the despair of the world。  Now， we don’t know the 

exact circumstances。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was going on。  We don’t 

know exactly or precisely why there was confusion on their part about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They knew that it was coming。  But at some point， they had 

some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he inclusion of those that had passed away。 

第一，我要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对死亡的反应和世人的绝望明显不同。我们对死亡的反应和

世人的绝望不同。我们不知道确实的情况。我们不知道确实会发生甚么事。我们不知道为

什么他们会对基督的再来感到困或不解。他们知道会再来。但是因为某些因素，他们对过

去的事有些误解。 

 

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保罗向他们传福音。他告诉他们主再来的事。他离开一段时间。他

写信给他们，或者听到他们有些迷惑。教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对主的再来有些误解。那些

在基督来之前就死了的人怎么办呢？ 

 

我们不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发生了甚么事，是假教师在作怪？或是保罗一开始就没有解释

清楚？但我们知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用教导安慰他们，同时也挑战他们，我们

稍后会看到。这符合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保罗挑战他们要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这符合我们

所知道的帖撒罗尼迦教会。 

 

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 17 章。使徒行传我们看过许多次。这是保罗第一次和帖撒罗尼迦

教会互动，甚至到了后面，我们一再看到这个差异，教会和世界之间有许多差异的想法。 

 

请大家看使徒行传 17 章，我们看到路加叙述了保罗和西拉第一次来到帖撒罗尼迦。请看

第一节是怎么说的。他说：「保罗和西拉经过暗妃坡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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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有犹太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

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附从保罗和西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

少。」 

 

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去做。他进入犹太会堂，这个城市是他从未来过的地方。他读圣经。

和他们讨论圣经。他向他们解释说基督就是弥赛亚。有一些犹太人，希腊人，和少数尊贵

的妇女都相信了保罗传的福音。 

 

第五节这里说，「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虽然有人相信，但不是每个人都相信。

「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城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

罗，西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

「这些人，」我喜欢这一段，「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这里说的是保罗。 

 

第七节，「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西泽的命令，」请注意这最后一句话，「说另有

一个王耶稣。」这不正是我们希望听到的吗？当世界说金钱是王，权力是王，性欲是王，

影响力是王，成功是王，头衔是王，但是，那些跟虽耶稣的人却不说这些东西是王。他们

说耶稣是王。他们有另外一位王，名叫耶稣基督。 

 

这是保罗说的差异。这是教会开始建立时就很明确的，到后期也同样明确。请大家注意相

同的观念，就是世界和教会之间的差别。我们回头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从第七到第

十节-请看保罗是怎么说的。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你们向上帝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

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甚么话。因为他们已经报明我们是怎样

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上帝，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上帝，等候他儿子

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的耶稣。」 

 

我们看到上帝的百姓一次又一次，从他们建立教会，从第一章，直到第四章，保罗表明世

界和教会之间的差异。从这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百姓与世界的不同，第一个是我们

的行为，第二个，我们所信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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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百姓应该与世界上的人不同，有区别，与属世的人在行为和信仰上都有明显的不同

之处。我将两者放在一起是有原因的。请大家再来看 4：13。我们在读 13 节时，请大家

注意我们的行为如何影响到我们的信仰。注意了，不是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信仰，到那里

有那样的行为。而是我们所信的，我们重视的，我们心所爱慕的，我们相信的，我们的信

仰影响我们的行为。13 节这里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 

 

显然，这里出现了一些误会，有些他们不懂的事。他想要消除他们的无知。为什么？不是

为了在神学考试得高分。不是为了他们有正确的答案，而是因为我们所信的影响到我们的

行为。这是 13 节下半段所说的，「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换句话

说，就是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为什么？「恐怕你们忧伤，向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

样。」换言之，我们所信的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我们相信这是真理，应当影响到我们

的行为，特别是影响到我们思考的方式，以及我们学习的方式，和面对忧伤的方式。 

 

我要非常清楚，非常小心，我不希望有任何的误解。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忧伤。保罗

并没有说，当我们失去父母时，当我们失去子女时，当我们失去好朋友的时候，我们不应

该忧伤。保罗没有说我们不该忧伤。我们会忧伤，我们应该要忧伤。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

前也落泪。 

 

我不是说我们应该痛恨死亡。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该抗拒死亡。我们应该鄙视死亡。这和上

帝的刻意安排是不相容的。但并不表示，请大家看手中的讲义。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该像那

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忧伤。这并不表示我们的想法，做事的方法，面对忧伤时我们会有基

本上的不同。 

 

我希望我们对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有坚固的信心，对他再来的盼望有同样坚固的信心，

让不信主的人看到我们在忧伤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样子，他们会说：「这些人很特别。和

我们不太一样。他们的盼望不是虚构的幻想。他们的盼望不是靠他们自己去做的。这盼望

住在他们心中，因此在面对所有人最大的难题，就是死亡时，他们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应该跟属世的人不一样。为什么呢？请注意看第二点，因为我们对死亡

的看法是以福音为依据。所以我们对死亡的看法，不像属世的人是绝望的。13 节，「论

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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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节，「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请把「若」圈起来。这是一个关键词。这是基督

徒与世人的不同点。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与世人不同。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使

我们与世人不同。 

 

保罗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有两个含意：第一，证明上帝可以使死人复活。保罗说，「耶

稣死而复活了。」这是历史上的事实。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保罗的

说法不但是要证明上帝可以使死人复活，同时这也是应许。上帝不但能使人从死里复活。

上帝也应许我们，他将会使死人复活。 

 

你怎么知道你会从死里复活呢？老实说，我们难道不会说，「你知道吗？相信这样的事真

的很奇怪。」你想想看，你认识几个死而复活，而且再也不会死的人？你认识几个？我们

想想看，我们几时介绍一个人的时候是说：「这是财务部的约翰。他是我的同事，我们是

好朋友。我们是大学同学。我忘了说，他曾经死过，现在他又活了，而且永远不会死了。

厉害吧？」有几个人呢？一个也没有。死而复活，而且永远不再死的人几乎没有。 

 

各位弟兄姐妹，这正是福音的大能和动人之处。 基督是谁和他的跟随者之间有密不可分的

关系。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跟随者之间有非常亲密的交集，新约圣经的教导是我们的一切好

处都在基督身上。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们所做的。基督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可

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因此我们一次次看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耶稣有的一切，我们也会得到。我们也会

得到。这有点像是婚姻关系。好比有个年轻的大学生结婚了。在结婚之前，他的债台高

筑；刷爆了一张又一张的信用卡。因为上帝的恩典，他遇见了富有的太太，她同意嫁给

他。他们结婚了，突然间我们看到他俩的婚姻，如果没有婚前协议书，在这段婚姻中，丈

夫原来的债务，变成了她的。她原来的财富，变成了他的。这正是保罗在这段经文所告诉

我们的。 

 

请听他的说法，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注意后面这一句话，「那已经，」

请圈起来，这是保罗想要传达的重点。是的，我们相信历史中的死亡和复活，但保罗在这

里有条不紊列举的原因是要指出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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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当基督在两千多年前走出那个墓园时，不但证明了他是谁，他做

过了甚么，并且成就了一切。这是上帝不可改变的应许，给每一个信靠基督的人，我们同

样会死。我们同样会被埋葬。赞美上帝，我们同样会从死里复活。 

 

上帝应许，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要和他一同复活。苏格拉底谈到过这种死亡。他

说：「有些圣经的话让我们可以更安全，不惧危险的航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有

圣经的话。我们有上帝自己，他来到世上死了，又复活了。我们可以追随他。我们的反应

和绝望的世界不同。为什么？因为有福音做基础。 

 

第三，确信主的再来让这更加巩固。藉由主的确信而巩固。我们一起来看 15 节。我认为

这是这段经文的重点，从 15-17 节，保罗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 

 

15 节有点像是 16 节和 17 节的结论。16 和 17 像是在解释，15 节就像是总结。15 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不知道保罗在这里到底在说甚么。我们不知

道是否是某种超自然的启示，或是他听到的基督的教导，一些流传下来的东西。但是他有

主耶稣基督的权柄。 

 

他说：「我们这活着还留存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

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

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

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当我 18 岁，19 岁时，有人介绍我看一些预言的书。我还记得那些书的封面。有些还留在

我办公室。这些书让我沉迷。只要和预言相关的书，我一定想尽办法拿来读。我知道但以

理书中所有的兽。我知道以西结书中每一个异象。我知道启示录中所有的书卷，号角和

碗。我记得我甚至在青少契查经班教过预言。这是他们当时那个年记所需要知道的，很重

要的时期，他们需要真正需要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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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那个「讲预言的家伙。」我想到我教的东西就毛骨悚然。没错，那些并不好。我希

望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说，「我现在完全弄清楚了。这全是好的。不再神秘。我可以告诉

你们每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们每件事的结果，」 

 

事实上，在圣经中依旧有许多的谜团，依旧有许多东西是我不明白的。但我觉得你也是如

此。你们在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和小先知书读到的一些东西，以及再马太福音和启示录读

到的或许你们并不完全理解。但问题是，我相信上帝不是呼召我们专注在我们不知道的事

上。上帝呼召我们要专注在我们知道的事情上。 

 

摩西在申命记 29：29 说，「隐密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

们和我们子孙的。」换句话说，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些事。他不希望我

们被某些想法塞满。他给我们的是要坚定我们的信心。鼓励在基督里的我们。让我们越来

越有基督的样式。 

 

因此，今天我们读这些经文，看到这些清楚显明的事，我祈求每一位，当我们想到这个，

我们将荣耀归给基督，每个人的爱慕之心被提升，当我们想到这个，我们渴望基督的再

临，如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15-17 所说的。 

 

我请大家注意几件我们明确知道的事。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这些是他亲自告诉我们

的。第一，我们知道他要亲自回来。他要亲自回来。请看 16 节。看看保罗在这里说的。

他说，「主必亲自从天而降。」从文法上看，他可以省略原文中的一个字。他可以说，

「主要从天而降。」 

 

但显然保罗刻意要告诉我们说主必亲自从天而降。他不是差派使者。他不是差派天使。他

不是差派一位代表。主要亲自来到他百姓当中。这是好消息。你不希望见到耶稣吗？我们

会不想要见他的面吗？ 

 

我要引用苏格兰牧师威廉‧歌士瑞的一段话。他说，「少于基督，我们无法得到满足；多过

基督，则是不可期待的。」我们需要的一切，我们所有的渴望，我们得到完全救赎的灵魂

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基督里得到。他必要亲自来到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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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基督降要世人面前亲自降临。16 节他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保罗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有些人在这段经文中看到教会失

去了一些神秘色彩，好像教会的安静不见了。我不认为如此。主耶稣基督要在大声欢呼中

降临。 

 

这里保罗说，「主必亲自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我喜欢保罗在这里用的比喻。「呼叫的

声音」这句话也出现在新约以外的好几个地方。它用来比喻勇士或国王。注意了，它用来

比喻勇士或国王的即将出征，将要上战场。他出发之前，百姓聚集，他大声宣告，得胜的

嘶吼。 

 

保罗在这里说的是耶稣要再来，他再来不是要适应我们还活着的人。他不会偷偷的来。他

不会像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是在马槽中的婴儿。他再来是有呼叫的声音。他要像个上

战场的英勇国王，他要以王的姿态现身。下一段经文中保罗说，陪伴他一起来的有，「天

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 

 

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乐器，背景音乐，上帝的号角。同时我们看到呼叫的声音，这完全符合

他们要上战场，他们吹响上帝的号角，百姓的号角，这是战争的声音。呼叫的声音，天使

长的声音，上帝的号代表这是公诸于世的，下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这是大有能力的降临。不

但是亲自又公开，而且大有能力。我们来看 16 节到 17 节这里所出现的三件事，「那在基

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

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这里的三件事：第一，保罗说已死的人要从坟墓了起来。 死了的人要复活。历代数以百万

计的基督徒要从死里复活。这有点吓人，但的确是很美好的想法，不是吗？所有的坟墓都

打开了，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我喜欢这个想法，他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要复活。

将会有死而复活的景象。 

 

请大家想想以西结书 37 章。写得更加明显-以西结书 37 章。你还记得以西结书 37 章中

以西结所说的异象吗？他们被流放，主的话临到他，他看到一处遍布枯骨的平原。这代表

上帝的百姓，他们被消灭了。他们绝大多数被毁灭了。他们都死了。 



Página (Page) 
1
1 

 

 

上帝的灵要以西结向这些骸骨发预言。在以西结书 37 章，他说正说预言时，骸骨开始互

相联络，骸骨开始组成了人的形体，也长了肉，并且站了起来。气息就进入骸骨。以西结

在第十节说，「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

军队。」 

 

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看到，保罗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要复活，这是以西结异象

在基督里最终的实现，当历世历代上帝的百姓，他们的骸骨在基督里复活。成为极大的军

队。保罗说他们将荣耀这地。他们将带领队伍前进。在基督里死了的必要复活，保罗还

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要和他们的王相遇。死了的要从坟墓里复活，活着的要和他们的

王相遇。 

 

保罗说他们要和基督相遇。他们要在云里，在空中和基督相遇。事实上在新约其他地方，

这个想法-请将「空中」这个字圈起来。保罗说我们要和他在空中相遇。 

 

整个新约圣经中，空中这个想法，和撒但的势力范围有关，空中是撒但的国。想想看以弗

所书 2：2，保罗谈到不信的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换句话

说，保罗的意思是我们会在空中遇见他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新约的认知是那是撒但的势力范

围，我们将在那里和主相遇。换句话说，主要夺回那个地区。他要在那里掌权。他要彻底

消灭和铲除撒但的势力。 

 

死了的人要从坟墓里复活。活着的人要和他们的王相遇。最后，主要坐在他的宝座上。主

要坐在他的宝座上，保罗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

和主相遇。」保罗说我们必要和主相遇。「相遇」在新约圣经中是个很专门的术语。马太

福音 25 章谈到新郎迎娶新娘时用到过。 

 

使徒行传 28 章在保罗抵达罗马时也用到过。在使徒行传的最后，保罗起程前往罗玛。路

加在使徒行传 28：15-16 说，「那里的弟兄一听到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市和三

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上帝，放心壮胆。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

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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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等。他们没有等到保罗进到罗马城，说：「保罗，你好吗？」他们出

城去迎接保罗，再和他一起进入城内。这在各种希腊文学中都是一样的，甚至在新约圣经

中我们看到「相遇「这个词专门用于形容迎接尊贵的人，好比你出去迎接一位王子，迎接

一位国王。如果西泽到你的城里，你不会在城门口等他来到你面前。你回出去迎接他，然

后和他一同昂首阔步地回来。 

 

保罗也用相同的比喻叙述基督的再临。是的，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从他们的坟墓里复活。

活着的人要和他在空中相遇。当这天来到时，我们不会在别的地方和他相遇，这里说的是

我们要出去，我们要迎接他-为什么？因为国王来了，我们是他的百姓，他的跟随者，他

的信徒，要尊敬他，因他的名享有特权，我们要出去迎接他，再陪伴他一起回来。 

 

保罗说，「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是他的再来，是亲自的，公开的，有权柄

的，要在地上掌权，而且不是只有一天，不是只有一季。是永远的。请看他在最后一节所

说的。他说，「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他的再来是永远的回来。他的再来是永远的回

来了。实际上，这是如此。这不只是保罗言论的总结。换句话说，不是「因此」，而是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我不知道何时会发生。如果有任何人告诉你他们知

道，不要相信。我们不知道他哪天会来。耶稣自己也说：「人子不知道何时或哪一天。」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明天。有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下周。有可能。我不知道是否是一万年之

后。我只知道一定会有这一天。甚至今天，在天上的日历标示出了那一天，如同保罗所说

的，有一天主要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他

要使死人复活，成为极大的军队。那些活着还存留的，要一同被提。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

书 15 章所说的，「眨眼之间，我们也要改变。」我们和在我们之前睡了的人一同被提。 

 

我们要回到地上，他要建立他的国。这是约翰在启示录 11：15 所说的。他说：「世上的

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保罗说，「这样，」在主耶稣基

督永远掌权的地方，「我们要和主永远同在。」荣耀归与上帝，荣耀归于那再来的基督。 

 

保罗在 18 节说的，我认为是将我们所见的自然流露。我们对死亡的反应和世界的绝望不

同。它有福音为根基，有主的再来巩固。最后，要彼此劝慰。换句话说，我们不可只是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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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这不是我们在十一月 28 号的早上来到这里的目地，我们不是来这里听道，然后

说：「讲的真好。我要去吃午餐了。」我们必须要改变。甚至是要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

式。 

 

请看保罗在 18 节说的，「所以，」换句话说，根据将要来到的每一件事。请将这个字圈

起来。「所以，」按照前面所说的，根据他的死亡和复活，根据他的必要再来，使死人复

活，一起被提和主再一起，基督的降临，根据这些事，保罗说：「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

慰。」 

 

我希望你今天早上得到激励。我们当中有些人正面临困境，有些人正面临各样的阻力。有

些人此刻面对所爱的人的死亡或死亡的威胁。这是在圣诞假期最尖锐，最难对付的事。因

此我要鼓励大家。我要鼓励全教会的会众，有一天，如同约翰在启示录 21 章所说的，不

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今天我要鼓励大家明白，在你生活中无论有何难处，无论遇到甚么困境，听到保罗话语中

的真理，是的，耶稣要再来。他要掌权。这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掌权。总统和州长不是掌权

的。环境不是掌权的。撒但不是掌权的。耶稣掌权。 

 

今天我们是否就用这个真理彼此鼓励呢？我们怎么能不这么做呢？要知道，世界上的人每

天都在挣扎，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未来会如何，不知道。不知道甚么是真正的真理，不知道

最后的真象。当我们知道有位名叫耶稣的王，他在这里掌权，我们怎能不用这个真理彼此

鼓励呢？ 

 

你的灵要受激励，你的顺服要得着激励。还记得裴顿说的，「我不在乎食人族。我一定要

去。」为什么？「因为有一天反正上帝要使死人复活。」 

 

我们当中有太多人相信这世界所说的，接受各样属世的说法，各样属世的东西，属世的想

法渗透我们的脑海，掳获我们的喜爱，福音的真理和他要再来的应许被挤到了末梢。我们

所追求的不是外面的东西。我们要追求我们在我们心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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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鼓励大家，如果你认识主耶稣。如果你认识主耶稣，我鼓励大家今天将你里面的

一 

切都更新。我不是在这里责备你们，不是要毁灭你们。我要说的是，今天何不花点时间向

上帝坦承你心中有太多的东西，排挤了你对基督的爱。 

 

你可以将这段经文背下来。成为你的中心。让福音-在这个圣诞节，让福音和他要再来的

盼望，事实上他已经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让这些成为你的中心。让你的灵受到激励，

你的顺服得到激励，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哪里，当我们认识基督，我们就

可以在敬拜中得到激励。 

 

怎么能不做呢？怎么能在读过这样的经文-得胜，征服，胜过-怎能在读到这样的救主之

后，完全没有改变呢？我希望今天能激起你对基督的爱慕，激起你对福音的渴望，我们今

天，未来一周，整个圣诞假期用真理的灵敬拜他， 下定决心说这样的福音。这就是我们在

未来的日子所要做的。用我们的口不断地述说基督的福音和他再来的盼望。 

 

如果今天你还不认识基督，对这一切还不太了解，不太能接受，让你产生更多的疑虑和更

多的困扰，如果你从未接受过基督，今天我希望你认罪悔改，将你一切的盼望，信心和永

生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他的死，他的复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 

 

如果你这么做了，你就都有盼望，在认罪中合而为一：耶稣基督，十字架，埋葬，复活，

升天，和再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