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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再来前的预兆里面那个沉沦之子 帖后二1-10

1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2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

这里牵涉到 帖后 写作的动机 帖前 谈到关于末世这里牵涉到 帖后 写作的动机，帖前 谈到关于末世
耶稣再来的事情，后来产生一些谣传…

保罗说这些讲法你们不要动心 也不要惊惶保罗说这些讲法你们不要动心、也不要惊惶，

为什么？主耶稣在太廿四36已经告诉我们—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所以如果有人说哪一天要来，所以如果有人说哪 天要来，

就是违背了 太廿四36的教训。

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好几次有些人讲末世，就很主观的感觉

帝 年 基督 来上帝已经指示他那一年、那一天基督要来，

这违背了 太廿四36耶稣明确的教训。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

这句话有点奇怪，圣子不是上帝吗？

应该是无所不知的 为什么他也不知道？应该是无所不知的，为什么他也不知道？

其实牵涉到耶稣基督有神人二性—
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

虽然没有失去神性，可是甘愿受人性的限制
所以有些事也是要照父神的指示所以有些事也是要照父神的指示，

他才知道、也才能够去做事情

有人提到主的日子现在来了，这种讲法是错的！

帖后二3a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他来之前那真正的预兆 — 第一个提到「离道反教」的事情，

按照原文不是一般性，是比较严重的那种

决定性的、对神的一种大反叛、大力的抵挡

出现这样的风气 —
 把抵挡神、不敬虔、错误的教导，

当做是很光荣的

 把敬虔、把真理，当做可笑的

世界以这个为主流，这样的情况，倒是要特别注意。

现在的世界是不是有这个味道呢？应该说有，现在的世界是不是有这个味道呢？应该说有，

举同性恋做例子 — 这是不合圣经教导的，

有一批人就坚持上帝一定不反对同性恋有 批人就坚持上帝 定不反对同性恋…
「离道反教」变成一个主流。



帖后二3b 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二9a他就是不法的人，
就是公然违法而且一点都不知道羞耻就是公然违法而且 点都不知道羞耻

二9b照撒旦的运动，这大罪人、不法之人，

是撒旦的部下，又称为「沉沦之子」，是撒旦的部下，又称为「沉沦之子」，

原文的意思就是终必灭亡者、一定要灭亡的

约十七12犹大是沉沦之子，宁可上吊也不悔改。约十七12犹大是沉沦之子，宁可上吊也不悔改。

二4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和 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到底出现了没有？

5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经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

口气是说已经出现了，好像不是那么奥秘…

沉沦之子到底是谁？几个可能性 —
1 是象征性的讲法 并 是直接说有 个人跑到圣殿1. 是象征性的讲法，并不是直接说有一个人跑到圣殿…

不是字面上的含义，是属灵上的，想要取代神

2. 历史上有一些不同的讲法，

马丁路德时代的改教家，基本上都认为

大罪人、沉沦之子，就是教宗—
 坐在圣彼得大教堂，穿的衣服、握的权杖、

拥有权利、财富、地位，好像君临天下

为什么要改教？就是教廷、教皇有很多的腐败、堕落，

所以改教家都认为，沉沦之子就是指着教皇讲的

这样解释不一定正确，这样解释不 定正确，

 保罗写这句话，罗马教皇还没有出现，

沉沦之子不能跟教宗直接画等号沉沦之子不能跟教宗直接画等号

 保罗在写的时候，对教宗是毫无概念的

二5-6a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
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拦阻他的是甚么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甚么。

沉沦之子不会完全显露出来，

还有一些拦阻让他不能为所欲为，

保罗说你们知道，

问题是我们都不知道，保罗没有直接讲清楚。

太廿四15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
『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读这经的人须 会意 」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

意思说 — 我不明讲，你们应该懂我在讲谁。意思说 我不明讲，你们应该懂我在讲谁。

这口气很像保罗，当时的人心照不宣，

耶稣没有明讲 保罗没有明讲耶稣没有明讲、保罗没有明讲，

可是他们都知道在讲谁。

从当时的历史来看，有几个是很像…

 BC169 Antiochus IV

曾在圣殿设立宙斯希腊偶像的祭坛，曾在 殿设立宙斯希腊偶像的祭坛，

要取代圣殿所尊崇的上帝耶和华

 BC63 罗马元帅 Pompey，故意侮辱圣殿

 66 70AD 犹太战争 圣殿被毁 66-70AD 犹太战争，圣殿被毁

 40AD 君王 Gaius 是一个狂人，

故意污秽、侮辱圣殿

这些事件都是记忆犹新的，

可能对我们来讲都不太熟，

都可能是答案。



最可能答案是 Hendrikson 所说的—
大罪人 沉沦之子 是「多重应验 是单 事件大罪人、沉沦之子，是「多重应验」，不是单一事件

 刚刚提到四个事件、或是改教家对抗的教皇、

现在恶势力把自己当成主流、至高者，

这些可能都是，也就是「多重应验」

好像站在山头，山谷下面有河流、

对面又有好几重一层又一层的山峰，

一山又比一山高…
这里面可能是好几重的应验。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

斯 得斯托得《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第七章的注释、校园出版社，

对刚刚所谈的有详细的描写。

二6a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甚么。

保罗没有明讲，推测起来所谓「拦阻」可能有三方面…

1 圣灵或是教会的工作1.圣灵或是教会的工作：

圣灵、圣工是跟大罪人对抗的

2. 保罗自己的宣教工作：

虽然遇到极大的拦阻，
地中海

还是势如破竹，

在危险、困难、拦阻、

地中海

逼迫中，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穿越地中海…，

也是一个对抗沉沦之子的势力

3.罗马政府也是一个很大的政权跟势力，

还不让那个抵挡基督的为所欲为还不让那个抵挡基督的为所欲为

7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
有 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8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
沉沦之子嚣张显露 好像是胜利者沉沦之子嚣张显露，好像是胜利者…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牠，用降临的荣光废掉牠。
这一刻耶稣再来，是得胜者、把沉沦之子完全打败

9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

不法之人也可以行异能神迹、虚假的奇事…

10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沉沦之子会在所有沉沦的人身上

行出各样的不义，行出各样的不义，

让他们不能领受真理、以至得救。

末世论的结论、也是整个系统神学的结论…

一、我们要一直保持敬畏主、虚心寻求真理的态度，

也要深入、广博的，在预言的解释上继续下功夫，预
同时观察世局的发展，

才可能对末世论有准确、足够的了解。才可能对末世论有准确、足够的了解。

我们承认到目前我们还不够了解，尤其是启示录，

启示的意思当然是要让我们明白启示的意思当然是要让我们明白，

可是 启示录第四章以后 就越看越不明白

不要担心，我们还是要看 —
 先熟悉圣经其他六十五卷，

对第六十六卷才会比较明白

 世局的发展是照圣经的预言在发展的，

我们看了就会越来越明白



二、耶稣再来的那一刻我们就完全明白，

越看好像越 明白 是态度的问题启示录第四章以后 越看好像越不明白，是态度的问题…

1.象征性的文学每一句都去解释，是有问题的，

先抓属灵重点、精义就好，这样是可以明白的

如果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对号入座、都要讲清楚，

那是有问题的、可能会讲错

2.时候未到，好像旧约先知所讲的，在当时很不容易明白，

耶稣来了以后，先知书大部份就明白过来了，

所以要等事情都过去、或者时候到了，事 了，

启示录其实很明白，现在就存着警醒的心等着瞧

3. 在还不完全明白的时候，要存有保留的态度 —在还不完全明白的时候，要存有保留的态度
还不够清楚、没有够多的经文根据、没有一致性，

就像「灾前被提」是不一致、不一贯的，就像「灾前被提」是不 致、不 贯的，

要保留、不要太快做定论

三、对千禧年论固然有不同的立场，

但是对于弟兄是要存接纳的态度，

唐崇荣牧师说：「不可以把仇敌当弟兄，

更不可以把弟兄当仇敌。」

弗四3用和平彼此连络弗四3用和平彼此连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即使对千禧年论有不同的理解，

但是都相信 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但是都相信 — 耶稣十字架的救恩、
死跟复活、主要再来

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弟兄，

不要为这事情弄得对立、分裂

四、我们生逢乱世，很容易有疑惑、忧虑、害怕。

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 也有点像末 提出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点像末日，提出 —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智 仁 勇三达德智、仁、勇三达德…
圣经的答案更好…

1.祷者不惑：太廿六41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2.信者不忧：约十四1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3.爱者不惧：约壹四18爱里没有惧怕。3.爱者不惧：约壹四18爱里没有惧怕。
这个爱包括爱神、爱人、爱慕真理

这是 2014 被主接去的黄颖航老师在课堂上讲的，

面对乱世，我们警醒祷告、信靠神、爱神爱人，面对 ，我们警醒祷告、信靠神、爱神爱人，

也照样可以在乱世活得很精彩。

五、乱世有很多的不义跟罪恶，千万不要被打倒，

不义是后来才产生的，

有一天要永远被摧毁

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

这个「义」是从永远到永远的

在末世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勇敢的心智，

靠主可以活出公义、慈爱、丰盛，

可以光照影响环境跟众人，

时代越黑暗，真理的光就显出穿透的能力—
黑暗不能胜过光

 我们更应该以主的光来光照这个世界、

来光照我们周遭的人来 我 周



六、圣经有关末世的经文大部份是具体的、清楚的，

也有 部份到 前还是 清楚 但属灵的含义是清楚的也有一部份到目前还是不清楚，但属灵的含义是清楚的…

1.难懂之处不可强解

申廿九29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
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已经明白的
启示出来

隐密的— 还不清楚的，继续等候神，但是不要强解，

强解、误解、讲错圣经，这个是很大的罪。解 解 讲 ， 罪

启廿一18-20神的预言随便加添，
神的灾祸也要加在你的身上；；

神的预言随便删去，
神也要从生命册把你的名字删去。

这是很严重的，所以难懂的不要乱加、乱减、不可强解。

2.可懂之处殷勤挖掘
圣经大部份是可以懂的，

仰望圣灵来光照、感动、教导

我们殷勤读经、以经解经，会越来越懂，

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要去明白、会越来越明白

3.已懂之处笃信力行
明白不是来增加我们一些神学的知识，

好让我们自夸，不是这样的

知识如果只是拿来炫耀，

那就是让人自高自大，这不是真知识

真正的知识是会化为行动，

我们既然深知，我们就笃信、也就力行

启一3念这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我们听见、明白、就遵守，才是有福的；

我们就力行、就遵守，照这个来生活。

太七24-25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盘石上；雨淋 水冲 风吹，撞着那房子，把房子盖在盘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

殷勤 实行 实殷勤的去实行、去落实的，

这个信仰就成为他稳固的根基，

足以应付末世一切异教之风的冲击。

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愿神的道里面活泼的功效临到大家，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