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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于主的回来与犹太人有关的预言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至十五节，帖后二章一至四节。 

 

一九二五年我得救时，有许多基督徒作者论述主回来的预言。因此，我得以阅读许多关

于预言的著作。不但如此，我与一些弟兄会教师一同聚会，关于但以理九章二十五至二

十七节的七十个七，他们有许多讲论。在那段时期，我听了一百多篇信息，都是说到但

以理九章七十个七的末七。今天我能说，关于主的回来的预言，主要有三点与犹太人有

关。第一是以色列复国，第二是耶路撒冷城归还给犹太人，第三是神的殿在耶路撒冷原

址上重建。 

 

以色列复国 

在关于以色列的任何预言应验以前，我曾多方研读，怀疑以色列如何能复国。犹太人分

散在全世界超过二十五个世纪了，他们许多人归化成了其他国家的公民。此外，他们失

去了祖宗的地，归给其他国家许多世纪了。照着我的领会，以色列几乎没有可能复国，

耶路撒冷城归还犹太人或者圣殿重建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然而，我研读关于以色

列的事二十三年以后，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为主作工的时候，在报纸上读到以色列复国

了，并且这恢复的国家为联合国所承认。我读到那篇报导时，大受感动。照着人对世界

历史的观点，以色列不可能复国；那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然而，主能兴起少数犹太人

归回他们祖宗的地，据有那地，并在那地重建国家。 

 

耶路撒冷归还给犹太人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复国后，我切望看见耶路撒冷城会如何归还给犹太人。从主后七十年

罗马将军提多毁灭该城以来，耶路撒冷就失去了。从那时起，耶路撒冷从来没有归还给

犹太人。然而，一九六七年，当我在医院接受手术时，一天早晨新闻传来，耶路撒冷在

六曰战争后汨还了犹太人。我得知这消息时非常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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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另一个不可能成了实际。圣殿重建今天关于以色列，我们只等候一件事一神

的殿在耶路撒冷重建。我开始研读关于以色列和主回来的预言时，人告诉我，圣殿的遗

址被清真寺所占。然而，一九五八年，当我成行访问耶路撒冷时，得知关于圣殿的确实

位置仍有一些争议，也有可能旧殿的遗址未被占领。原来的圣殿建造在摩利亚山上，就

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和大卫向神献祭的地方。（创二二 2,代下三 1。）目前圣殿山上著名

的哭墙，就是围绕第二圣殿外院墙垣的一部分。主后七十年，该殿被提多全毁，但留下

围绕圣殿外院的一段西墙仍然伫立。后来，许多爱国的正统派犹太人，为着他们的国家

复国，并为着神的殿重建，到该墙那里哭泣。结果，该墙就称为哭墙。 

 

马太二十四章十四至十五节说，’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

才来到。一所以你们看见那借着申言者但以理所说，行毁坏的可僧之物站在圣地...。’

主是在靠近摩利亚山的橄榄山上说这预言。原文在十五节开头有’所以’一辞，指明末

期来到时，我们会看见行毁坏的可僧之物，就是但以理九章二十七节所说到造成荒凉者

的偶像，设立在圣地，就是在圣殿内。主说这话三十多年后，圣殿就被毁了。因此，主

在马太二十四章十四至十五节里的话有力地证明，圣殿在主回来以前要重建。 

 

帖后二章一节说，’弟兄们，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和我们聚集到祂那里。’本

节指明，以下经文所说的，与主的来临和我们的被提有关。二至三节继续说，’无论有

灵、或言语、或冒我们名的书信，说主的曰子已经来到，你们的心思都不要贸然摇动，

你们也不要惊慌。不要让任何人用任何方法诱骗你们；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背道的事

先来，并有那不法的人，就是灭亡之子，显露出来。’不法的人’和’火亡之子’指敌

基督。因此，在敌基督显露出来以前，主的曰子（主来临的时候）还没有到。 

 

主的巴路西亚一祂与祂子民的同在一要开始于得胜者被提到天上神的宝座那里，（启十

二 5〜6，十四 1〜5）在大灾难（就是这世代末了的三年半，也就是但以理九章二十七节

的末七后半一太二四 21，启十一 2）的末了要来到空中，（启十 1，）持续一时，而后结

束于’祂来临〔巴路西亚〕的显现’。（帖后二 8,太二四 30。）在主的巴路西亚停留于

空中时，大体的信徒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会。（帖前四 17。）照上下文，帖后二章二

节’主的日子’，就是指主巴路西亚（来临）的曰子, 在这曰子大伡的信徒要被提。三

节确定地告诉我们，在那日子以前，敌基督要显露出来，在大灾难中扮演主要的角色。

（4,启十 E1-812-15。）这清楚且明确的启示，主来临（巴路西亚）到空中和大体信徒的

被提，不会发生在大灾难之前。 



帖后二章四节继续说，’他是那敌财、且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或受人敬拜者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展示自己，说他就是神。T 敌基督要坐在殿里，宣称他就是神。他要

坐在殿里这事，证明在主回来以前，殿要重建。不但如此，照着主在马太二一四章里的

预言，他要设立目己的像，成为行毁坏的可僧之物，使众人敬拜他。在这三项一以色列

复国'耶踣撒冷归还绐犹太人、和圣殿重建一以外、很难找出其他任何主回来与以色列有

笑的明确兆头。我们需要看觅主的回来近了，并且我们需要为着祂的回来预备目己。然

而，我们从启示录知道，为着主的回来而预备是一件团体的事。因此，我们需要召会生

活。我信主在祂的恢复里兴起召会生活-目的是要产生得胜者，将祂带回来。 

 

 

 

 

 

 

 

 

 

 

 

 

 

 

 

 

 



第二章  主的来临像贼一样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至十五节，三十二至三十四节，三十六至三十七节, 三十九至四

十四节，启示录三章三节，十节，十四章一至五节，十四至十五节，十六章十五至十六

节。 

 

从第一世纪到十五世纪，罗马天主教将圣经向一般人封锁。直到改教的时候，圣经才解

除封锁。然而，即使圣经解除封锁，却仍未开启，使人能够领会，直到十九世纪弟兄会

被兴起的时候。在十九世纪前，关于基督第二次来临这条线的预言，几乎向所有的圣徒

隐藏。弟兄会当中的教师，就着与基督第二次来临有关的预言有好些发现。然而，弟兄

会教师所看见的主要是轮廓，他们没有看见多少细节。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司可福

(Scott field)博士将弟兄会的教训编入他的串珠圣经，弟兄会的教训就开始盛行；这是

因为司可福的串珠圣经对基要派的神学院影响很大。今天，好些基要派神学院都跟随弟

兄会的教训。结果，基要派基督教里的神学，有相当部分是跟随弟兄会的教训。虽然基

要派基督教不走弟兄会的路，但我们可以说，它是跟随弟兄会的教训。如我们先前指出

的，弟兄会所看见关于主回来的事，主要是轮廓。然而，主在弟兄会以后兴起了一些圣

徒，他们看见了主的回来和圣徒被提的更多细节。我担心我们当中许多人对于主的回来，

仍然只有大略的领会。我们若信赖一个轮廓，可能会浪费时间或被误导。因此，我们需

要领会主回来的一些细节。 

 

福音扩展到整个居人之地 

马太二十四章十四节说，'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今天地上没有一个国家是未曾听过福音的。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叶，圣经已被带到

地上每个国家。就这意义说，福音已传给万民作见证。因此，照着福音的传扬和扩展而

言，可以说我们是在末时了。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4/10/2.mp3


行毁坏的可憎之物在圣地 

十五节继续说，’你们看见那借着申言者但以理所说，行毁坏的可僧之物站在圣地。’

照着主这里的话，在行毁坏的可僧之物站在圣地(指神殿内的圣所一诗六八 35，结七 24，

二一 2)以前，祂是不会回来的。既然圣地是圣殿的一部分，圣殿就必须在主回来以前重

建。因此，圣殿重建将是主回来有力的兆头。 

 

无花果树的比喻 

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

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照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那夏天近了，

正在门口了。’以色列复国、耶路撒冷归还以色列、以及圣殿重建，乃是无花果树所表

征之以色列国发嫩长叶的指标。因此，我们需要领悟，那夏天，主来临的时候近了。 

 

主的巴路西亚 

三十四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事都要发生。’三十六至

三十七节说，’至于那曰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诸天之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

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曰子怎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然后三十九节说，’并不

知道审判要来，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来临也要这样。’这里’来临’

一辞是关键。新约说到主的来临，至少用了希腊文里三个不同的’来’字。在三十七和

三十九节，’来临’的原文是 parousia，巴路西亚，意思是’同在’。人子的巴路西亚，

比祂仅仅公开显现给人看见更复杂。四十至四十四节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

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儆醒，因为

不知道你们的主那一天要来。但你们要知道，家主若晓得贼在几更天要来，他就必儆醒，

不容他的房屋被人挖透。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辰，人子就来了。’

这里'来’的原文，来自与巴路西亚不同的希腊字 erchomai:尔寇迈。 

 

 

 

 



主来如同贼一样 

启示录三章三节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

若不儆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里主对撒

狄（预表改教后的更正教）的话乃是，他们若不儆醒，主必临到，不是如同万军之主，

乃是如同贼一样。所有信徒都知道主耶稣要回来，但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祂要如同贼一样

回来。贼来只偷取宝贵的物品；他不在意任何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主来的时候，要作

为神圣的贼而来，祂知道所有宝责的物品一宝贵的信徒一藏在那里。十节说，’你既遵

守我忍耐的话，我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

候。’相信所有信徒都要在大灾难（太二四 21）前被提的基督徒，需要思想主在启示录

三章十节里的话。遵守主忍耐之话的圣徒，要蒙保守免去试炼的时候，这无疑就是大灾

难。这意思是他们要在灾难前被提，含示不遵守主忍耐之话的人不会被提，却要留下经

过灾难。 

 

十六章一五至十六节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儆醒、看守自己衣服，免得赤身而

行，叫人见他羞趾的，有福了。）那三个鬼的灵便叫众王聚拢在一个地方，希伯来话叫

作哈米吉顿。’照上下文看，这话该是主在大灾难末了，哈米吉顿大战前说的。这证明

那时还有信徒留在地上。主回来时的显现，对他们仍像贼一样，是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

以色列复国、耶路撒冷归还以色列、和圣殿重建，是主的来临最有力的兆头。在这三个

兆头以后，下一个重要的兆头是哈米吉顿大战。我们若认识世界历史和当前世界的政治

局势，就会领悟，每件事都在进展，为哈米吉顿大战作准备。 

 

关于这场战争，也就是千年国前人类当中末了的战争，三个主要军事强权的源头将来自

敌基督之下的欧洲，来目北方苏俄，并来目日出之地远东。（结三八〜三九，层九 14~16，

十六 12〜16,十七 9~14。）照着当前世界的政治局势，我们能看见，这三个源头的预备

正在进行。有一天，这些军事强权会往中东去，并且集结在哈米吉顿，进行末了一战。

然后主耶稣要显现。（十九 11〜16。）然而，在哈米吉顿大战以前，主的巴路西亚已经

开始了。祂的巴路西亚将在圣殿重建以后，哈米吉顿大战以前某个时候开始。虽然圣殿

重建和哈米吉顿大战将是主回来有力的兆头，但没有人知道这两件事之间相隔多久。 

 

 

 



主的巴路西亚（同在）和祂的显现 

一面，在马太二十四章主清楚的说，行毁坏的可僧之物要站在圣地。（15。）这很容易

领会。另一面，在三十六节主说，关于祂来的那曰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诸天之

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我们已蒙主祝福，看见以色列复国和耶

路撒冷归还犹太人。然而，我们仍说不出主耶稣会在什么曰子、什么时辰来临。如我们

所指出的，主的巴路西亚，祂的同在，要在圣殿重建与哈米吉顿大战之间的某个时候开

始。主的巴路西亚要在某个时候开始，并持续一段时间，才完成于祂在地上的显现。主

显现在地上将是瞬间的，像闪电一样，（27，30，）但在祂显现以前，会有祂巴路西亚

的时候。主在地上的显现，与祂的同在是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详细认识主的来临，而

非仅仅略知其轮廓。在主巴路西亚的期间，几类不同的信徒要在不同的时候被提。 

 

四十至四十一节所提的被提，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在作工，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指得

胜信徒隐密的被提。这里主像属天的贼，来偷取祂所宝贵的东西。我们需要从主第一次

的来临学功课。主第一次来临时，所有的犹太教教师，包括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以为祂

会以外在、威荣的方式来作弥赛亚。然而，主以卑微的方式而来，生于贫寒之家，住在

被藐视的拿撒勒城。（二 23。）没有人能相信弥赛亚会生于贫寒之家，生在马槽里。

（路二 7。）在这意义上，可以说，主第一次是’暗暗地’来临，原则上，祂第二次来临

会和第一次一样是’暗暗地’。许多基督徒也许说到基督的第二次来临将有如何的荣耀

和威严，而他们也许不领悟祂的巴路西亚会隐密的开始。他们谈论许多主来临的事以后，

也许还没有察觉，祂已经将一些宝贵的人偷去。他们也许后来才发现，有些亲爱的弟兄

姐妹已被属天的贼偷去。弟兄会的教训没有指出主来像贼一样的事。大多数基要派的基

督徒相信，在主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信徒，无论失败或得胜，都会同时被提到诸天之上。

这样的教训和领会是模糊、不确定、且误导人的。倘若这是我们对主来临的领会，我们

可能就不会察觉主来偷取宝贵的人。 

 

全体信徒灾前被提的教训是全然错误的，因圣经没有指明，全召会要在灾前被提。但灾

后被提的教训也只是部分正确。这教训强调一点：敌基督显现以前，主耶稣不会回来，

召会也无法被提。教导灾后被提的人，常常以帖后二章作他们教训的根据。他们辩说一

至四节表明，在敌基督一不法的人一显露出来，并坐在神的殿里，说他就是神以前，主

是不会来的。他们说，既然敌基督是引起大灾难的人，就没有人能说，主耶稣会在灾前

来临。基于这些经文的灾后被提的教训只是部分正确，因为没有考虑到主隐密的巴路西

亚。 



启示录三章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试

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这里主说的话意思是，祂要保守一些人脱离试炼的

时候，就是大灾难的三年半。虽然灾难期间大体的信徒要留在地上，主却要在那时以前

提取一些人。十四章说到初熟的果子和庄稼。（1〜5,14〜16。）照着一至五节的上下文，

首先成熟的信徒要在大灾难以前，作为初熟的果子被收割到神那里。他们要被提到天上

的锡安山，到神在第三层天居住的所在。大体信徒要在大灾难期间，借助苦难而成熟，

并在灾难末了，（帖前四 15〜17，）作大体的庄稼被收割到空中（主的仓一太十三 30，

三 12）。初熟的果子被提到天上神的殿里，而庄稼被带到’仓’里，在空中与主相会。 

 

在生命里成熟, 好对主成为宝贵的 

我们仔细考量启示录，就会看见主的心意是要呼召余民，胜过众召会堕落的情况。（二

7.11.17.26-28，三 5，12，20~21，二一 7。）这指明需要有适合的环境，让得胜者在其

中预备自己。任何基督徒若留在堕落的基督教里，就很难预备自己。因此，所有的信徒

都需要从堕落的基督教出来，进入召会生活；召会生活提供正确的环境，预备他们成为

得胜者。然而，这不是说，进入召会生活的每个人都会是得胜者。我们的预备仍在于我

们在生命里成熟，在主眼中成为宝贵的。 

 

个人的成熟 

我们会不会被提，在于个人在生命里成熟；然而，被提并不是单独的事。在麦田里每株

麦子自身必须成熟。妻子在神圣生命里的成熟不能倚靠丈夫的成熟，丈夫的成熟也不能

倚靠妻子。在他们的曰常生活中，丈夫和妻子是一对，但说到被提，主不是照着他们在

婚姻生活中的身分分类，乃是照着他们属灵生命的成熟来分类。所有生命成熟的人都真

正是-，他们的一超越他们天然关系的任何关联。例如，在属灵上成熟的已婚弟兄，照着

婚姻关系也许与他较不成熟的妻子是一，但他与所有其他成熟圣徒的一，超越他与妻子

共有的-。在那炅里并照着生命的实际，生命成熟的人乃是一。然而，这不是说，生命成

熟的人是在其余圣徒以外的特殊阶级、派别。人眼不能辨识成熟之人当中生命里的一，

但他们里面的那灵使他们的一稳固。 

 

 

 



当主像贼一样来时，所有成熟的人都要作为宝贵的人被偷取。团体的预备虽然被提是在

于个人的成熟，但在预备的事上仍是团体的。没有召会生活，很难预备好或成熟。事实

上，甚至在召会中，任何人也很难单独成熟。丈夫和妻子若同步长大，那会非常美好。

然而，婚姻生活不是我们在生命里成熟的标准。真实的生命长大和真实的生命成熟是个

人的，却不是单独的，乃是团体的。我们若在生命里真实的长大并成熟，就会与人有正

确的相调和建造。 

 

召会生活帮助我们长大并成熟，但召会生活不就是生命长大或成熟。青年学生进人大学

时，他能上大学并不就是毕业。进人学校以后，他需要读书并修完所有的课程才能毕业。

同样，进人召会并不代表我们成熟了，也不袒保我们会成熟。但没有召会，我们很难成

熟，正如学生没有上大学，就很难得着大学学位。我们都需要清楚主的来临，当我耵看

兕祂来临的兆头时，就需要寻求主并仰望祂，使我们和我们的配偶与家人，都为着祂的

回来预备，并且准备好。唯有主知道有多少人准备好了，也唯有弛知道祂来提取人的正

确时候。这些在生命里早早成熟的宝贵之人，就是要将主带回来的人。 

 

 

 

 

 

 

 

 

 

 

 

 

 



第三章  信徒的被提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 

创世记五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至十五节，三十二至三十三节，四十至四

十二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六节，启示录三章十节，十二章一至六节，十四章一至

十五节，帖前四章十五节 I十七节, 帖后二章一至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至五

十二节。 

 

在十九世纪以前，很少基督徒广泛的说到主的第二次来临。直到一八 OO 年代初叶主兴起

弟兄会，基督徒才开始看见基督的第二次来临与圣徒的被提。照着基督徒的用法，’被

提’这辞的意思是’被取去’。这思想见于帖前四章十七节和启示录十二章五节里译作’

被提’的希腊字。 

 

被提的原则 

被提的第一个事例，见于旧约的以诺一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创世记五章二十四节说，’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这头一次提到被提，立下了被提的原则：

我们被提是在于我们借着与神同行，而在神圣生命里成熟。洪水来临以前，神将以诺取

去，保守他脱离要来的审判。同样，在大灾雉以前，得胜的信徒要像以诺一样被取去。

照着创世记里的记载，以诺只是神许多子民当中的一人。然而，以诺是唯一被取去的人；

其他的人都留下了。 

 

主隐密的来临 

我们在前一章看见，主在马太二十四章+四至十五节说到行毁坏的可僧之物站在圣地，指

明主后七十年被毁的殿，要在主回来以前重建。再者，主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

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照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一切的

事，也该知道那夏天近了，正在门口了。’主又说，’你们要儆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

主那一天要来。’（32〜33，42。） 

http://www.rucoc.com/Selbooks/WitnessLeeCollection/1974/10/3.mp3


我们需要儆醒并预备好，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何时要像贼一样隐密的来，偷取宝贵、成熟

的人。关于这点，四十至四十一节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是主隐密的来临，提取得胜的圣徒。

几乎所有基督徒都熟悉约翰三章十六节，但少有人知道马太二十四章里主隐密的来临。

这对许多基督徒是隐藏的奥秘。在已过的世纪，许多圣徒期待看见主的回来与以色列国

有关的三大兆头一以色列复国、耶路撒冷归还以色列、以及圣殿重建。然而，他们都未

看见这些兆头。今天这三个兆头中的两个已发生在我们眼前。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复国，

这新的国家也为联合国所承认。一九六七年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奇妙的归还给以色列。照

着主的话，我们看见这些事，就该儆醒并预备好，因为我们不知道祂何时要像贼一样来

临。 

 

路加二十一章三十六节说，’你们要时时儆醒，常常祈求，使你们得胜，能逃避这一切

要发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一切要发生的事’，指一切大灾难的事。主

在三十四节警告我们，不要让酗酒、沉醉并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这三项一酗酒、

沉醉并今生的思虑一是对今天情况的描述。人被吃喝与今生的牵挂耗尽；然而，儆醒祷

告的人能胜过这些事的钟累。有些人还被这些事霸占的时候，主就要来将一些宝贵的人

偷去，大灾难要如同网罗忽然临到留在地上的人。（34下-35）所以，我们需要儆醒并祷

告。得胜信徒的被提与大体信徒的被提三十六节的’站立在人子面前’，与启示录十四

章一节的’站’相符，意思是在大灾难前，被提的得胜信徒要在天上的锡安山，（不是

在空中，）站立在人子面前。传统基督教里关于被提的基要教训，没有充分考虑到得胜

信徒的被提；因此，我们需要撇弃我们老旧的领会，回到圣经的话。 

 

启示录三章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试

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这里要我们遵守的话，不是主救恩的话，乃是祂忍

耐的话。主忍耐的话，就是主受苦的话。今天主仍用祂的忍耐忍受弃绝和逼迫。信徒不

仅一同有分于祂的国度，也一同有分于祂的忍耐。（一 9。）因此，主对那些与祂一同受

苦之信徒的赏赐，乃是保守他们免去全地要受苦之试炼的时候。这意思是在试炼的时刻

一大灾难一以前，主要将忠信的信徒从这地取去。有些人可能认为三章十节是全体召会

要在灾难前被取去的证明。然而，这不是本节正确的意义。三章十节是带着条件的应许，

不是无条件的应许。这条件是我们需要像非拉铁非召会一样对主忠信，遵守祂忍耐的话。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作得胜者。我们若履行这条件，主就会保守我们免去试炼的时候。 

 



宇宙的妇人和男孩子 

十二章说到一个妇人身披曰头，脚踏月亮；这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1〜5。）这里的

妇人代表神在地上全体的赎民，其中有较刚强的部分一男孩子。这较刚强的部分要被生

产，生出来，其后立刻被提到神和祂在天上（四 2）的宝座那里去。（十二 5。）照着上

下文，男孩子要在大灾难前被取去，被提；（6，13，十三 1-7）大灾难将持续一千二百

六十天，期间敌基督要亵渎神并逼迫祂的子民。这三年半符合但以理九章二十七节里末

七的后半。这意思是在大灾难前，男孩子，神子民的一部分要被提，但妇人，神子民的

较大部分，要留在地上经过大灾难。 

 

初熟的果子和庄稼 

启示录十四章四节说到初熟的果子，十五节说到庄稼的收割。在这两者一初熟的果子和

庄稼一之间是大灾难。九至十一节说到拜兽和兽像，这发生在看见初熟的果子与羔羊一

同站在属天的锡安山以后，并在庄稼的收割以前。这意思是在灾难前少数信徒要被提，

被带到天上的锡安山。然后，将近大灾难末了，由大灾难期间借助苦难成熟的人所组成

的庄稼，要被收割到空中，就是主这收割者所在的地方。（14〜16。）到收成的时候，

主耶稣要从属天的锡安山移至空中的云上。 

 

活着的得胜者和存留的人 

帖前四章十五节说，’我们现在凭着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件事，就是我们这些活着还存

留到主来临的人，绝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十七节说，’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

存留的人，必同时与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我们就要和主常常

同在。’我们若思虑周详的考量这些经文，就会领悟，’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

含示会有一些活着却未存留的人；他们是活着，却会被提。然后其余的人，就是还存留

的人，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活着的得胜者的被提，照着时间并照着他们要被提到的

地方，与大体活着的基督徒的被提不同：活着的得胜者要在大灾难以前被提，而大体活

着的信徒要在大灾难末了被提。不但如此，活着的得胜者要被提到三层天上，而大体的

人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 

 

 



今天基督教里错误的教训 

帖后二章一至四节说，’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和我们聚集到祂那里，我们求你

们，无论有炅、或言语、或冒我们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已经来到，你们的心思都不要

贸然摇动，你们也不要惊慌。不要让任何人用任何方法诱骗你们；因为那曰子以前，必

有背道的事先来，并有那不法的人，就是灭亡之子，显露出来；他是那敌对、且高抬自

己超过一切称为神，或受人敬拜者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展示自己，说他就是神。’

这几节经文指出，主的来临和聚集众圣徒，要发生于敌基督来临并引起大灾难以后。这

应该有助于改正那说所有信徒都会在灾难前被提的错误教训。 

 

林前十五章五十一至五十二节说，’看哪，我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就是在一刹那，眨眼之间，末次号筒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末次号筒’指启示录十一章里要在大灾难末了吹响

的第七号。（15。）末次号筒吹响时，首先在基督里死了的信徒要复活；然后活着还存

留的信徒要改变并被提。召会大体若要在大灾难前被提，就必须在第一号（八 7）之前被

提，而不是在第七号。这暴露了今天基督教里错误的教训。 

 

主的来临隐密和公开的方面 

希腊文 parousia，巴路西亚，意’同在’；用在主的来临时，就译为’来临’。主的同

在，祂的巴路西亚，要开始于得胜者被提到天上神的宝座那里，并结束于祂与圣徒一同

显现在地上。（十二 5-6, 十四 1〜4，十九 11-16。）在主巴路西亚的起头所发生的一切，

要隐藏、隐密的发生，但末了所发生的，将是公开的。因此，关于主的回来，有两方面

一隐密、隐藏的方面，和公众、公开的方面。在主巴路西亚的起头，得胜者要在不知道

的时候隐密的被提到三层天，没有人能看见的地方；但将近祂巴路西亚的末了，还存留

的信徒要公开的被提到空中，众人都能看见的地方，主就要与所有得胜的圣徒一同在荣

耀里来临。（太二四 30。）不但如此，在主自己的瞩咐里，祂说到一些看得见的外在兆

头，但祂也说，祂回来的时辰和日子，没有人知道。外在的兆头主要与以色列复国、耶

路撒冷归还以色列、以及圣殿重建有关。这三个兆头中两个已发生，第三个发生后，会

有隐密的时期，直到有些圣徒被偷去。今天我们需要儆醒并祷告，使我们得胜，能逃避

一切大灾难的事，得以在三层天上（不是在空中）站立在主面前。 

 

 



我们需要考量我们的心在那里。我们是活在主同在里的人，还是被吃喝与今世的事所缠

累？我们需要祷告：’主耶稣，使我成为活在你同在里并与你同行的人。拯救我脱离任

何一种沉醉或过度作任何事。我要过筒单的生活，使我将所有的时间'精力、注意力、和

全人，都花费在你身上。我们若是活在主同在里的人，主像贼一样的来临就不会使我们

惊讶。有一天我们在地上祂的同在里，当祂将我们取去时，我们将在三层天上祂的同在

里一唯一的差异不过是地点的改变而已°主来临的三大兆头中，有两个已经应验，我们

的眼睛能看兕这些事，乃是从主来的大福。然而，我们需要领悟，在我们面前有重大的

责任。我们需要祷告：’主，使我们儆醒、警戒并祷告。我们无论作什么，都要与你同

作；主，我耵无论去那里，都要与你同去。主，我们以你为我们的生命和人位。我们要

时时活在你的灵里，行在你的同在中，使我们在你来临时，可以被提到三层天上你的同

在里。主渴望并期待那些儆醒祷告，并且生命长大以致成熟的人，将祂带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