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人们都在寻求盼望。可惜的是，他们大多数所盼望的东西是不现实的。

有些人相信希望已经逝去，宣称即便不是核爆炸毁灭我们，我们所污染的环境也会毁灭我们。

然而，圣经曾多次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心存真实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一部分是建立在我们的救

恩之上，它“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希伯来书 6:19）。当然，保罗还写道所有的受造物

都在“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

的荣耀”（罗马书 8:19-21）。作为信徒，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

救是在乎盼望”（8:23-24）。神不会允许我们毁灭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他自有计划。

这个盼望可以支持我们渡过难关。保罗宣告说，我们可以抵挡世界的诱惑，过敬虔的生活，因为“等

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提多书 2:13）。终有一天，耶稣，

作为世界真正的主宰，还会回来。他的再来正是我们有福的盼望。

教义的陈述

对于那些在基督里已经睡了的人，他们将同活着的人一同改变，一直持守到主再来，他们的复活

即将发生，也是教会有福的盼望（罗马书 8:23；哥林多前书 15:51-52；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17 提多书

2:13）。

课程	12.1	耶稣再来的两个阶段

12.1.1 讨论被提时要发生的事情。

12.1.2 解释被提和启示之间的区别。

课程	12.2	被提的时间

12.2.1 比较并对照三种关于被提的观点。

12.2.2 说明我们相信灾前被提的四种原因。

12.2.3 解释基督快要再来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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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再来的两个阶段

新约中有三百多次提到了耶稣的再来（Menzies and Horton 1993, 

213）。耶稣对门徒应许说，他还会再来，并接他们与他在一起（约

翰福音 14:3）。天使也带来这样的消息，来证实耶稣将来必会再来：

“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使徒行传 1:11）

1 新约中如此多次提到基督的再来，其意义何在？

耶稣的再来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是我们引颈期盼的（提摩太后

书 4:8），也是我们有福的盼望（提多书 2:13）。然而耶稣说，随着

他的再来，地上会有很大的灾难和奇事（马太福音 24:21-22）。

我们知道主的再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是我们应当期盼的。它

可能在任一时刻发生。然而，我们还知道到时会有神迹奇事应验，

而且他的再来会包括一段时间的灾难。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显

而易见的矛盾呢？我们若是明白了耶稣的再来所包括的两个阶段，

这种矛盾就自然消除了。

在空中与耶稣相遇

早期教会相信耶稣会在任一时刻再来。同时，许多早期的信徒

或因自然死亡或因殉道，都相继去世了。教会开始忧虑起来。既然

那些圣徒已经逝去，他们是否会错过主的再来？保罗用以下的信息

来回答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

有神的号吹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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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帖撒罗

尼迦前书 4:16-18）

耶稣将会再来，并与信徒在空中相遇。死人首先要复活，活着

的人会跟着他，我们所有的人将永远与他同在。我们称这个事件为

被提。被提这个词本不出于英文，而是出于拉丁文，意思是“提上去”，

见 17 节。

也许有些人会一度感到惧怕，生怕我们哪一天回到家发现房子

空了，自己却错过了被提的机会。一位名为 Joanna 的女士曾经有过

12.1.1 目标  
讨论被提时要发生的事情。

178 神学入门

课程 12.1

神学入门-1 Berean BTHE211.indd   178 15/3/9   下午6:44



这样的经历。一天下午，她出去在附近的田野闲逛，回到家后发生

房子给锁住了，一片寂静。他的父母、姊妹、和园丁都不见了。她

一直等到天黑，就开始担心。她知道其他人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因

此担心他们都已被提走，而自己却被落下了。

对于信主的人来说，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但对于不信的人

来说，这种惧怕却是真实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话清楚

地显明了只有信徒会被提走，是指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带着信心死去的人——会首先复活。约翰说到，那些盼望耶稣再来

的人会洁净自己（约翰一书 3:2-3），这也显明神的百姓首先要见到

基督。有一天，耶稣会临到，把地上整个一代的基督徒以及历代逝

去的圣徒一同带走。他将把死去的罪人和所有拒绝耶稣基督救恩的

人留下。

保罗在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中关于被提的讨论多过其他的书信。

他讲到，我们都在期盼“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罗马书8:23）。并且，圣灵在我们里面也见证我们是神的孩子（8:16）。

当我们被提，得着一个新的身体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最终成就了。

当哥林多教会的人问道，我们将会得到怎样的身体，保罗解释到：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

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

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哥林多前书 15:51-53）

这段经文揭示了两点关于被提的真理：（1）被提会在霎时间发

生——比一眨眼的时间还短。（2）我们将会得到一个新的、不朽坏

的身体。约翰说，当我们见他面的时候，“必要像他”（约翰一书3:2）。

这个身体不会染上流感、感冒、癌症及其他任何的疾病。我们的身

体将类似于耶稣复活后的身体。我们将成为不朽坏的。也就是说，

我们再不会经历死亡。

被提之后，那些留在地上的人将会经历一段试炼的时间，我们

称之为大灾难。我们在下一课会专门讨论大灾难。然而，这也是信

徒同耶稣在天上一起庆贺和领奖赏的时间。保罗写道，我们将要站

在“基督审判台前”，在那里各人都要照着自己的行为领取应得的

报偿（哥林多后书 5:9-10）。保罗还警告说，“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

179第12章  耶稣再来的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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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

过的一样”（哥林多前书 3:13-15）。基督的审判台不是针对罪的，

因为信徒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除去了。实际上，基督的审判台乃

是那些忠心使用自己的时间和才干的人得奖赏的时间。

2 被提时要发生的事件的顺序是什么？

信徒与耶稣一同回到地上

被提是悄然发生的，并不会有大批的人看到耶稣。耶稣不会来

到地上，只会把他的跟随者提上去，与他在空中相见，而且会带走

他们，使他们永远跟他在一起。这是他再来的第一个阶段。

当然，圣经也讲到他再来的第二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基督的

启示”（Menzies and Horton 1993, 229）。在这个阶段，耶稣会来到地上，

站立其上，向万民启示他自己。在第一个阶段，耶稣来提他的圣徒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7）；第二个阶段则不同，主会带着圣徒一起来。

犹大书 14 节引用了先知的话，“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约翰

在启示录 19:11-15 节也论到这个事情：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

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

在此之前，基督的新妇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约翰解释说，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19:8）。

耶稣由众圣徒伴随，会以审判者和统治者的身份临到。他要站

在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

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撒迦利亚书 14:4）

在使徒行传 1:11 节，天使预言了耶稣会以实在的、肉身的形象

出现在地上，他们说他 “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启示录

1:7 节也谈到基督的再来，乃是万人瞩目的：“看哪，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耶稣会以肉身的形式来到地上，为的是要（1）启示他自己，（2）

将他的圣徒显给世人看，（3）审判他的仇敌，还有（4）开始在地

上掌权，这就是千禧年（Menzies and Horton 1993, 229）。我们在下

一章会讨论这些将要发生的事情。

12.1.2 目标  
解释被提与启示之间的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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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比被提与基督的启示。

Albert Raboteau 描述过 1847 年弗吉尼亚的奴隶举办的一次秘密

祷告会。他们聚集在沼泽地，一起团契，有些人诉说挨打和其他一

些暴力的事情。但是当祷告聚会开始的时候，气氛改变了。其中一

个奴隶说，“我们除了跟别人提起上一星期所经受的试炼之外，忘

记自己所受的一切痛苦，还要不住地说‘感谢神，我不需要永远这

样下去！’”（Yancey 2003, 220）。耶稣升天以后，他还会再来的

教义为世世代代经受患难的信徒提供了盼望和安慰。我们也期盼这

一天的来到，那时这个罪恶的世界上一切的麻烦都会离我们远去。“神

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示录 7:17）“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以赛亚书 35:10）这是何等有福的盼望！

4 为什么基督再来的教义是很重要的？

181第12章  耶稣再来的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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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的时间

Ed Whisenant 以前是美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工程师，他写了

一本书，名为《被提可能会发生在 1988 年的 88 个理由》，发行上

百万册（Tan 1998, 2308）。那一年来了，又过去了（已经时隔已久），

被提并没有发生。

耶稣宣告说，没有人知道神所指定的被提的日子——甚至天使

和神的儿子都不知道（马可福音 13:32）。不管怎样，人们还是想知

道这事发生的时间。在本课，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如何讲述被提的

时间的。我们会发现，被提会发生在大灾难之前，并且任何一刻都

有可能发生。

被提的时间框架

早期的信徒非常熟悉旧约中关于主的日子的经文，那时神会审

判全地（约珥书 2:30-31；俄巴底亚书 15）。彼得说那个日子会“像

贼来到一样”（彼得后书 3:10）。当帖撒罗尼迦教会得到消息说主

的日子已经来到的时候，他们变得非常忧虑。他们是否错过了被提？

针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他们不要

担忧，因为“那日子以前……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

出来”（2:3）。“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

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

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2:7-8）那不法的

人就是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预言的敌基督（但以理书 8:11, 23-25；

9:27； 11:31；启示录 13:3-8）。直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了”（帖

撒罗尼迦后书 2:7），那不法的人才会显露出来。这个拦阻不会是耶

稣，因为他已经离去，而更可能是圣灵所藉之工作的教会（Menzies 

and Horton 1993, 216）。

因为，保罗安慰教会说他们不需要担心会错过被提和主的日子

的到来。这个不法的人尚未显出来。我们相信只有当神把教会提走

之后，他才会显露出来。

5 是什么东西在拦阻那不法者显露出来？

我们在前一课说明了耶稣再来会经过两个阶段：一个是悄然而

来提走圣徒（被提），然后是同圣徒一起公开露面（基督的启示）。

12.2.1 目标  
比较并对照三种关于被提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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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被提的时间，基督徒通常持有三种观点（Menzies and Horton 

1993, 217-219）。有些人相信教会会经历全部或部分的大灾难。下一

部分会说明我们为什么不同意这种观点。还有人相信只有基督徒当

中的精英，即得胜者，会被提走。但是圣经里并没有提到过任何特

殊的基督徒群体。所有在基督里有信心的人都是得胜者（约翰一书

5:4）。我们因着在对耶稣的信心，保持跟神的关系，就是得胜了。

如此说来，我们也不同意只有“得胜的”基督徒才能被提走的观点。

6 定义被提的三种观点。

我们相信的是灾前被提的观点，即被提会发生在大灾难之前。

我们持有这种观点的理由如下：

• 信徒蒙召不是要落在忿怒之下，而是为了得救。

圣经描述了三种忿怒。教会总是跟撒但以及敌对神的人的忿怒

有关。当然，圣经也讲到神的忿怒。大灾难是神将忿怒倾倒在地上

的一段时间。地上的列国都要知道他们正在经历神的忿怒（启示录

6:16-17；11:18）。启示录 15:1 节也讲到前面几章讨论的事件之所以

要发生，是因为神的忿怒。

但是保罗写道，神的忿怒不是针对教会的：“因为神不是预定

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

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帖撒罗尼迦前书 5:9-10）

救恩使得信徒从神的忿怒中逃脱出来（罗马书 5:9；以弗所书 2:3-6；

5:6）。我们不相信在大灾难期间教会还会存在于地上，因为如果真

是这样的话，教会就是也落在神的忿怒之下了。

• 神应许会在“试炼的时刻”保护信徒。

有些人为了证明教会也会经历大灾难，就引用耶稣在约翰福音

17:15 节的话：“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

恶者。”但是我们不认为这节经文是指着大灾难说的。大灾难是神

的忿怒的发作，而不是撒但的忿怒。神能够也必会保护他的跟随者

脱离撒但。

相反，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中耶稣对非拉铁非教会所说的话。

他应许那些信徒说，因着他们的忠心，就“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

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3:10）。既然启示录第三章提到的亚

细亚的七个教会代表了所有的教会，那么耶稣对他们的应许也是对

12.2.2 目标  
说明我们相信灾前被提的四种

原因。

183第2章  神的特性，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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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教会的应许。他应许说会保守他忠心的跟随者免去“试炼的时

刻”，即我们将会错过那试炼的时刻，因为到时我们已经不在地上了。

• 启示录 6-18 章没有提到教会。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启示录中讲到大灾难的那部分内容并没有

提到教会，这一点应该是指灾前被提说的。事实上，启示录直到第

十九章的羔羊的婚筵的时候，才提到了教会，将教会描述为基督的

新妇。这样看来，似乎是在说明大灾难时期，教会没有在地上。当

启示录提到圣徒时，圣徒们是在天上。这卷书看上去是拿在天上的

和在地上的作对比。

• 大灾难是雅各受试炼的时期，而不是教会的问题。

旧约显明了大灾难是雅各受试炼的时期，而雅各则是以色列百

姓的象征（耶利米书30:5-7）。但以理称大灾难为以色列的第七十个七，

在这期间敌基督会毁掉跟犹太人立的约（但以理书 9:27；12:1）。启

示录几次讲到犹太人，例如十四万四千人的经文（7:1-8；14:1-5），

以及撒但跟犹太人之间的战争（12:1-17）。

保罗写道，“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

满了”（罗马书 11:25）。换句话说，犹太人对福音的拒绝一直会持

续到外邦人和教会时代的结束，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26节）。

保罗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位犹太人都会得救；而是指着整个以色列国

说的。在大灾难期间，犹太人作为神的百姓全家归主的时间总会到

来的。

7 列出四个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相信灾前被提。

被提时间的迫近

任何时候，耶稣都可能临到。基督再来的迫近乃是教会有福的

盼望。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今天或明天再来。虽然有些人说某些征

兆必须先应验，且必须是大灾难时要应验。但实际上，被提之前不

会有任何征兆的。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

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马可福音 13:33）

在管家的比喻中，耶稣说他的再来会延迟（马太福音 25:19）。

彼得写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彼得后书 3:3-4）就像有些信徒，

那些好讥诮的人问，“为什么会延迟呢？”彼得解释说，“主所应

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

12.2.3 目标  
解释基督快要再来是什么

意思。

184 神学入门

课程 2.1  

神学入门-1 Berean BTHE211.indd   184 15/3/9   下午6:44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3:9）。神要让他的救恩临到

所有愿意接受他的人。

8 我们为什么相信基督快要再来？

但是，“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3:10）；它会瞬时间发生，

是出于意料的。当门徒问耶稣他什么时候会建立自己的国，耶稣回

答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

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 1:7-8）。

也就是说，他什么时候再来并不关他们的事。他们要关心乃是福音

的工作。但愿基督临到时，我们都在忠心地为主作工。

“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

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希伯

来书 9:28）我们关注的不是敌基督或大灾难，而是听候我们的救赎

主的号角声。我们的眼目仰望天空，“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

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提多书 2:13）。我们期

盼着，寻求着，并等候着神的儿子（帖撒罗尼迦前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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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最佳答案，并将其前面的字母圈起来。

1．被提这个词源于拉丁文，意思是______。

a) “突然”

b) “提上去”

c) “蒙拣选”

d) “没有通知”

2．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被提时谁会首先复活？	

a) 仍活在世上的作恶的人

b) 死去的作恶的人

c) 已逝去的信徒

d) 活着的信徒

3．“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出自于______。

a) 以弗所书 2:3

b）罗马书 5:9

c）哥林多前书 15:53

d)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

4．根据哥林多前书15:51-53节，被提时信徒会得到______。

a）金冠冕

b）一座大厦

c）新的不可朽坏的身体

d) 新的长袍

5．耶稣第二次临到地上时，他会以______的身份来。	

a）审判者和统治者

b）救主

c）仆人式的国王

d) 神的羔羊

6．在基督的启示之际，耶稣会______。

186 神学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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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空中跟所有信徒相遇

b）带神的圣徒一同来到地上

c）在地上跟所有信徒相遇

d) 在天上跟所有信徒相遇

7．是什么拦阻了那不法的人显露出来？	

a）圣灵所藉之工作的教会

b）撒但

c）敌基督

d) 缺乏一个世界上统一的政府

8．对基督再来的期盼应当使信徒感到______。

a）害怕

b）喜乐

c）伤心

d）忧虑

9．“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

督得救”这节经文出自______。

a）以弗所书 2:3

b）罗马书 5:9

c）哥林多前书 15:53

d）帖撒罗尼迦前书 5:9-10

10．信徒应当明白基督再来迫近的意思是______。	

a）他的再来并不近

b）他的再来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没有事先的警告

c）基督再来之前，某些事件必须先发生

d）基督的再来是不确定的

187第12章  有福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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