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就要回来了! 

圣经关于基督再临的教训 

Christ is Coming! 

Bible Teaching About His Return 

在宗教圈里曾经很流行的说法是基督决不会再回到地球
了。现在有许多自称的基督徒仍相信那种观点。但也有许
多人相信基督第二次来临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解圣经的
人始终认为耶稣基督回地球是实现神的目的的关键。这本
小册子回顾了圣经关于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教义，导致那个
奇迹的两件大事以及主返回地球的原因。  
 

新约中的教训 New Testament teaching 

有人数过圣经提到那件大事的次数，总共出现 318 次! 即
便是基督的爱这个词，在圣经中也才出现 115 次，由此可
知这个主题的重要性。现在的事实是只有一、二位新约圣
经的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到那件事。对这个主题的处理
态度具有普遍性意义。 

耶稣经常说到神的国及其来临。例如，他向那些认为神的
国马上就会出现的人讲述他的寓言。他就像一个贵族“往远
方去，要得着国回来”(路加福音 19：12)。他不止一次讲到
过人子降临(如马太福音 24：27，30，37，39，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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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6：64)。 他保证自己看得见，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他
们面前，“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 28：20)，他推断说
他会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使徒们的陈述也都同样清清楚楚。他们在主在升天前的四
十天里已受到明确的指导，知道天国，即以色列国的复兴
（使徒行传 1：3，6）。基督复活后显现是首要的话题，
所以旧约圣经中一切的应许都要在他身上实现(路加福音
24：27)。他升天时从橄榄山被提入云中，神差遣他的天使
作解释。  

 “加利利人哪”，他们对观看的使徒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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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开始传教，说他们的
主耶稣基督要回到地球上做王，这并不奇怪。彼得带头大
胆地宣布阴间无法监禁耶稣。他要听众查阅诗篇 110：1 中
的论述，这节经文主也使用过，说他要在敌人屈服以后才
上天(2：34，35)。请注意旧约圣经中权威的用法。 

但还要注意重要的一点。圣经的教训决不是仅仅要告诉我
们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它始终都有更深的意图，因为我
们要利用圣经传递的知识，为即将来临的大事做好准备：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
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们各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使徒行传 2：3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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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的再临，我们应思考圣经的真理，还要思索我们的
心灵。 

新约中的其它作品 Other New Testament writings 
 
但新约圣经其它作者的作品又怎么样呢? 仅让我们阅读一
下新约圣经中的一封书信，就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亚的第
一封信。请注意他全部的信息都集中在他要亲自返回到地
球的事实上：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的耶稣。”(1：
10)；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是什么呢？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
他面前站立得住吗”(2：19)？ 

“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心里坚固，
成为圣洁，无可责备”(3：13)；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4：16)； 

“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5：2)； 

“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
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5：23)！ 

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展开这次调查。新约圣经所有的书信里
都继续强调主的再临，但它始终关系到基督徒的实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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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主就要回来了，他们生活里有些事情需要关注。我们
也同样。  

 
旧约中的教训 Old Testament teaching 
 
同一个人将计数工作扩展到旧约圣经，发现神的目的即耶
稣基督来做王出现了 1527 次。让我们明确一下，精确的数
字并不重要；偶然某些章节的观点会有一些差异。但令读
者惊讶的是旧约中提到第二次降临的次数是新约的五倍之
多，这个事实多年来一直受到忽视。 

这件事的事实是：理解新约圣经的同时必须理解旧约圣经。
新旧约圣经同属于神启示的真理，是不可分割的。旧约圣
经的预言在新约圣经中部分实现了。但旧约圣经中大量的
预言还没有实现。 

请思考一下一个要在地球上统治天国的王所作出的应许，
扪心自问它们是否已经实现了：  

创世记：.“你子孙必得著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
你的后裔得福” (22：17，18；见创世记 3：25；加拉太书
3：16)。 

撒母耳记下： “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
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
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7：12，13)。 

 4



诗篇： “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
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2：7，
8；见使徒行传 4：25，26)；“.“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
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72：6-8)。 

以赛亚书：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
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训诲必出于锡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2：
2-4)；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
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9：7)；  

耶利米书：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
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
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
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23：5，6)。 

神的国  The Kingdom of God 
 
神多次应许说他会统治地球。人一再失败的东西，神会建
立起来。王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见马太福音 1：1)。
他要坐在耶路撒冷，坐大卫的宝座上统治全球(见路加福音
1：31-33)。他的国将成为一个公平与公义的国；包括神圣
的教育，殿里拜神，施行王权在地球上建立和平(见启示录
11：15-18)。 

神的国曾经在地球上建立过。大卫王和他的后裔曾在耶和
华国的宝座上统治过 (历代记上 28：5)。宝座本身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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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特别的东西。起作用的是神圣的委派，当一代又一代
的王漠视神的律法时，他就结束了这样的安排。即使当先
知以西结对西底家国王宣布国倾覆时(见 21：25-27)，他还
应许“那应得的人来到”时神会在地球上恢复他的国。  

因此，理解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到地球上必须以旧约圣
经为背景。耶稣开始公开传教时宣布神的国即将来临(马可
福音 1：15)，他是对那些了解旧约圣经里应许的人说他就
是被神应许的王。但耶稣首先要实现个人的义，才能使他
人正确地对待神。  

现在我们通过主耶稣的拯救工作，使我们的罪孽得到饶恕，
就能找到与神之间的和平。首先，我们必须理解福音，包
括圣经关于主耶稣的工作和为人，还有他现在正为王的国。
然后，我们还要因他拯救的名受洗(见使徒行传 8：12)。  

 
”看哪，这是你们的王！” “Behold, your King!” 
 
但是，主的第二次来临会怎么样呢? 例如，我们会不会完
全错过，甚至发生的时候知也不知道呢? 可见还是不可见
呢？耶稣会亲临现场或只是精神显现呢？他会到达地球上
还是只向着地球来呢?  

耶稣的身体已从死亡中复活。他不是一个看不见的鬼怪，
而是能被人看得见、听得见、手摸得到(约翰一书 1：1；路
加福音 24：39，40)。他的身体上明显有他在十之架上受
难时的伤痕。然后，他已不局限于人类生存的范畴。虽然
门锁着他也能进出，在橄榄山上他摆脱地球引力，身体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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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他的门徒看他升天；他回来时也是能被看见的。正如
天使后来所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启示
录 1：7)。或正如旧约圣经中的先知撒迦利亚早在耶稣被钉
在十字架上之前所说的那样：“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
扎的；必为我悲哀”(12：10)。  

所以，不仅那些有信仰的人能看见主。众人都要看他，看
见他，要哀哭(启示录 1：7)。也不能说耶稣来的时候看不
见，因为主自己曾作出警告：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
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马太
福音 24：23，24)。  

我们也无需争论圣经是否在谈论主的显现是不可见的。新
约圣经还谈到了耶和华的启示，启示这个词是显示和体现
出来的意思。事实上，在耶和华面前 (希腊语：parousia) 应
该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用词。 一本希腊最具权威的词典这样
解释这个词：  

 “这是一个官方用语，描述高层人员的到访，特别是国王或
皇帝访问某个省”(Arndt 和 Gingrich)。  

王的这次到访在圣书里已有预言。众人欢迎国王耶稣进入
耶路撒冷，耶稣骑着驴，他们把衣服和棕榈树枝铺在路上，
对应许的神高喊祝贺：“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
颂的”(马可福音 11：10)！马太评论说这欢乐早已被先知撒
迦利亚预言过，他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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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王的初次到访都如此欢乐与幸福，请想象接下来会怎
么样! 先知是这样说的：  

 “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
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
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
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争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
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
极”(撒迦利亚书 9：9，10)。 

 
预言的双重实现  Dual fulfillment of prophecy 
 
这段描述解释了圣经预言广泛使用的一个特点：它组合了
短期和长期特点。耶路撒冷欣喜王的到来—“看哪，你的王
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正
如先知所说。但他们的欢乐是短暂的，因为耶稣没有建立
世界性的和平，也没有开始从耶路撒冷统治他永恒的国。
那时耶稣完成了大量的预言，证明他就是要到来的王，要
我们相信他会返回到地球上完成对地球的改造。撒迦利亚
就这样浓缩了他的两次来临，好像它们之间并没有时间间
隔似的。这导致某些人争辩说他的国将永远不会到来，因
为他们认为耶稣说的事情在第一世纪，或之后不久。因此，
有些人将之视为早期基督徒的希望，现在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全部的圣书就会清楚地发现耶稣
的降临不会立即发生在他升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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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其刻” “The day and the hour” 
 
任何要证明耶稣关于他的降临时间有误的企图都是注定要
失败的。他明确地声明，不止一次地说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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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独父知道”(马太福音 24：36)。 

正如他后来说的那样，这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使徒
行传 1：7)。但耶稣不知道要过多长时间才会到来他的第二
次来临。他说寓言表明他的到来不会“马上显出来”(路加福
音 19：11)，那会在“很长时间”之后(马太福音 25：19)，对
那些等待他的人可能会有迟延的时候(25：3)。和他们的主
一样，信徒要感激他们不知道主“几时会到来”。 

使徒们也承认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等待的大事到来的精确时
间。彼得曾警告过那些嘲笑“降临的应许”(彼得后书 3：4)
的人。他确实轻蔑他们背信弃义，称之为“有意忽视”—这些
人爱怎么信就怎么信，全然不顾事实。保罗毫不怀疑，因
为他继续说：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
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帖撒罗尼亚前书 5：1，2)。 

你能完成这段引言吗? 这是关于王先前返回的两大重要的
问题。请先注意上述经文里说的话。会有些普通的迹象，
就是保罗所说的“时间和日子”，这些迹象有助于信徒作好准
备。该经文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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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  

时候到来时，主的来临迅速、突然和出人意料。就像没有
料到会遭遇小偷袭击一样。但由于人们的疏忽大意，小偷
常常得手。迅速是成功抢夺的关键，正因如此，耶稣 (马太
福音 4：43)、保罗(帖撒罗尼亚前书 5：2)和彼得(彼得后书
3：10)也使用过这个角色，强调其重要性。我们必须当心、
警惕、有准备和警醒。主随时都会到来! 他会在我们不经意
间到来! 

时间和日期 “the times and the seasons” 
 
正因如此，耶稣在解释他返回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时非常
强调警惕的重要性。有一天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橄榄
山上，耶稣后来就是从这山上升天的，他赐给门徒一些普
通的迹象，显示他们在他“降临和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 24：
3)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这预言代表一次挑战，因为它既
短期预报了耶路撒冷的覆灭和殿的毁灭，也长期预报了天
下的大事。 

三部福音里有被预言的系列事件(马太福音 24，马可福音 1 
3 和路加福音 24)， 这些事件并没有说明预言有次序，主
要如下：  

1. 假基督教和假基督的兴起。 
2. 迫害真基督徒。  
3.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战争的传言。  
4. 地震、饥荒和瘟疫。 
5. 耶路撒冷被敌军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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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犹太民族被驱逐。 
7.耶路撒冷被非犹太人占领。 
8. 苦难与不幸。 
9. 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迹象。 
10. 天势都要震动。 

请注意信徒要警惕假基督教的兴起和成长。这是主最关心
的事情。耶稣的话实现了，因为旧约圣经时代假教义迅速
崛起(如使徒行传 20：29)，在这个时代结束时还会再次出
现。其它地方的信息告诉我们，与被歪曲的基督教中的信
徒相比，真信徒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 

 
敌基督者 Antichrist 
 
使徒们也警告过这种趋势。保罗强调说会显现假基督教，
因为他预言到主日：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帖撒罗尼
亚后书 2：3，4)。 

使徒保罗使用先知但以理的语言描述人的罪孽，他曾预言
神使用能力在中东兴起和覆灭四个帝国。他描绘四国发展
成一种错误的宗教制度，包括神圣的罗马帝国罗马教皇，
反对基督及其真信徒。这是假冒的基督徒，使徒保罗把它
描述成已在工作的“不法的隐意”和“错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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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关于未来事件的目录中另一条教训的线索关系到麻
烦。有战争和战争的传闻，包括国内和国家之间；有自然
灾害和普遍的困难、地震、饥荒和流行病；来自天上的恐
怖和恐怖的景象，降临百姓的惊恐和不幸。百姓害怕在地
球上会发生什么事，却不知如何逃避。 

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些问题就像人类一样古老。相互间爆
发战争的趋势在圣经第一本书里是明显的，饥荒的特征也
很明显。但即使在圣经历史上，人类所制造的暴行也日渐
丑陋，从此以后我们已经看到了更加广泛传播的恐怖。现
在人类已有能力使任何一位健康的人为未来担忧。现在耶
稣的话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
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
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
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路加福音 21：25-27)。 

 
大灾难  tribulation 

大海和波浪，就像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一样，既有象
征意义也有字面意思，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例如先知以赛
亚将不幸描写成“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
出污秽和淤泥来”(57：20)。耶稣用比喻把世界描绘成充满
邪恶。他还教导我们要当心一些自然秩序的剧变，如海潮，
它们也是世界末日的迹象。 当然，在过去几年里全世界已
有多次地震和自然灾害。保罗曾把全世界的秩序描写成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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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劳苦(罗马书 8：22)，就像妇女等待产子一样。显然我
们目前的痛苦是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前兆。 

两部圣经都告诉我们，苦难会在人类政府结束时到来，最
终宣布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它是： 

“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但以理书
12：1)； 
“雅各遭难的时候”(耶利米书 30：7)； 
“大灾难”(马太福音 24：21)。  

等待主到来的信徒要经受苦难还是能够幸免呢？当代信徒
可能活过苦难的时光，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耶
稣应许说为主的选民，时间将被缩短(马可福音 13：20)。
但那些最终站在法官面前获得认可的人是那些“从大患难中
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 7：14)的
人。 

由于麻烦的增加，神向地球倒下忿怒，有迹象表明真信徒
能躲避这些倾倒而下的忿怒。以赛亚描述了神出面干涉时
的极大震动：  

“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
到忿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
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24：
18-23，26：20，21)。 

因此我们必须仔细考虑耶稣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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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
了”(路加福 21：28)。  

我们不能干等大灾难的发生，到时无路可逃。最好是现在
就汲取教训，时间就在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迹象之国 the nation which is a sign 
 
有一个大的迹象能消除耶稣即将到来的所有疑惑。以色列
民重新回来占领了神应许的地。犹太人的历史历年来都成
了神目的的指南。他们被称为特别的民，因为神曾对他们
的父辈作过伟大的应许。他们有权拥有我们现在知道的以
色列地，条件是他们忠诚地顺从神。这个民族的王曾经在
地球上拥有天国的宝座。 

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对神漠不关心，不但拒绝接受耶稣为他
们的弥赛亚，而且还和罗马人一起钉死耶稣，于是，他们
就丧失了这些权利。因为他们拒绝了神的旨意，耶路撒冷
倾覆了。在神干涉的几个世纪里，犹太人作为一个没有国
家的民族游荡在世界上，所到之处都受到他人的憎恨和迫
害，就像圣书上所说的那样。 

但是圣经还是为这个有迹象的民族预言了一个更好的未
来，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行为，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而
是因为神同情他们的困境，采取行动赎救他们。神记念对
他们父辈作过的应许，要采取行动维护他的大名。末日的
时候他们将从各国返回，再次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地，即神
应许的地！所以先知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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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所剩下的，必归回…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
回，歌唱来到锡安”(10：21；35：10)。 

耶利米书：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31：10)。 

以西结书：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
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11：17； 28：25，26)。 

撒迦利亚书：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8：
8)。 

事实正是如此。经过二千年的离散和压迫后，1948 年联合
国终于颁布法令宣布以色列国成立，1967 年犹太人重新占
领整个耶路撒冷。耶稣的话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得以实现： 

“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
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路加福音 21：24)。 

一切都显示外邦人的时代将迅速结束，天国的时代马上到
来。动荡不安的时代以及犹太人返回到被应许的地消除了
人们所有的疑虑。国王耶稣将立即返回到耶路撒冷作为世
界的统治者，统治以色列和世界各国。在耶稣和先知们给
出的时代迹象当中，以色列国的建立，即迹象之国，最明
确地见证了现在末日即将来临。  

“被提” the rapture 
 
什么东西在等待耶稣忠实的信徒呢? 他们能在主耶稣返回
时和他一同上天吗？不能，因为主要回来统治地球，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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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有些圣经读者设计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耶稣
需要两次降临而不是一次。据此，基督的来临首先只为教
会和一次秘密的“提升”。他还会和教会再来，这次是为了全
世界，这次来临可以看见，是公开的。该理论有些版本认
为两次来临的间隔时间极为短暂；另一些版本认为两件大
事的间隔时间为七年。 

圣经可以支持这些理论的证据极少，虽然有迹象表明耶稣
来临时同伴间有分离 (路加福音 17：34-36)，有关返回情
形的主要教义见保罗写给帖撒罗尼亚的第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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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亚前书 4：
16，17)。 

短语被提就是被提的全部意思；有些人不能令人满意地解
释其它经书，特别是启示录，就得出了假想的七年苦难期。
显然，真信徒有一次被提，包括活人和复活的死者，“要在
空中和主相遇”。他们组成一支欢迎耶和华的队伍，和那些
出席基督降临的天使一道成了他的随从。但他们要去迎接
他，而不是他去迎接他们。他们在圣经中的命运是明确的：
主和他的信徒前往耶路撒冷(撒加利亚书 14：4)，“大君的
京城”(马太福音 5：35)。 

主马上会来!  The Lord will come! 
 
在人类政府垂死的时刻，天势震动。各国将在耶路撒冷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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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场战争。然后主会来临! 出乎意料地，突然地，用他的
大能和荣耀将拯救赐予那些在生活中真诚等待和准备这件
中心大事的信徒；但也会审判那些有意忽视神忠诚的应许
和召唤的人： 

“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
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
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这正
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
上显为 希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作的见证，你们也信
了”(帖撒尼亚后书 1：9，10)。 

因此，我们相信圣经如此明白的应许是至关重要的。我们
不能只说“等等看”， 因为耶稣降临是要拯救那些已经信他
的人，而不是要向那些已经明确了解神，但却不做神的事
情的人解释信仰的原因。 

当主和信徒谈论返回到地球上的事情时，他对他们强调要
注意他降临的结果，而不是只注意事件的次序。时至今日
我们仍不能确切地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来。但我们完全清
楚地知道，当他来临时他会要我们作出解释，说明我们在
他降临之前是如何过生活的： 

“当心. . .不要误入歧途. . .不要惊慌. . .你们要谨慎. . .传播
福音. . .不要着急. . .忍耐到最后. . .逃跑. . .祈祷. . .不信假
先知. . .当心. . .挺身昂首. . .你们要谨慎. . .警惕. . .准备
好”(马太福音 24；马可福音 13；路加福音 21)。 

使徒们在思考主即将来临时深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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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就当殷勤，使自己没
有玷污，无可指责”(彼得后书 3：11-14)。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
义、敬虔度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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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多书 2：12，13)。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
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
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
样”(约翰一书 3：2，3)。 

自己当心  “take heed to yourselves” 
 
圣经是我们未来的指南书，就好像是我们目前的生活手册
一样。只有圣经能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怎么做。我们从圣
经里能学到神的目的和应许。第一件事情是相信这些事情
会实现。然后，我们就能理解顺从神的必要性，以洗礼作
为开端。因此，我们必须做耶稣吩咐我们做的事情。 

神的国来到地球上会改变人类的经历。现在我们需要学会
与造物主和谐生活。 耶和华就在我们身边！现在我们大家
检查自己的生活是一件紧急的事，让我们正确地准备王的
到来。 
 
Tecwyn Morgan 
© CMPA, 404 Shaftmoor Lane, Birmingham,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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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就要回来了! 

圣经关于基督再临的教训 

Christ is Coming! 
Tecwyn M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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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体的小册子 

圣经的奇迹。  
圣经的神圣起源。 
圣经预言。 
认识上帝。    
上帝听到祷告? 
上帝为何允许痛苦存在。 
死后－做什么？ 
复活 - 并非虛幻。 
分享神的应许。 
以色列—神的民、神的地。 
神的国在地球上。 
耶稣的第二次来临。 
谁是耶稣？ 
耶稣的十字架。 
基督- 我们的保惠师。 
基督的试探。 
为什么说洗礼如此重要？ 
宽恕。 
真正魔鬼。 
真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信仰什么有所谓吗？ 

三位一体？ 
耶稣真的是从天上降下来
的吗？ 
圣经和医学。 
受洗的准备问答。 
掰饼 - 为的是纪念我。 
天使 - 神的仆人。  
毁谤在尊位的。  
世界末日。 
中东局势与圣经预言。 
复活和审判。  
神父和牧师？ 
旧约中的基督。 
耶稣和“被鬼付身”的患者。   
北京猿人和亚当。 
圣经和《打芬奇密码》 
如何读圣经，为了您的快乐
和益处。 
回转。   
介绍基督弟兄会。  
 

免费赠送：中文小册子，中文圣经课程， 
英文圣经月刊， VCD， 等 

ACBM,GPO Box 2625,Central PO, Hong Kong 
香港中环中央邮政局 2625 箱 ACBM 

hkecclesia@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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