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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使徒信经》第七条  

 
 

《使徒信经》中，基督徒宣告：“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

人。”耶稣将会回来！祂确实离开地上，如今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然

而，有一天，祂会回来。 
 

当耶稣升到天上，天使对门徒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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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11）有一天，耶稣会在大能与荣耀中回来——正如祂对教会

的应许：看哪，我必快来。（启 22:7上）祂第二次的到来不再是羞辱中

舍祂的宝血，而是高高在上，在和平的国度里永远作王。 
 

信徒期待耶稣再来，并建立旧约先知所说的永恒的和平国度：在我圣

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

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 11:9）将会有新天新地到来。《启示录》

第 21 章 1 节中，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

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最初的基督徒最迫切盼望的就是耶稣的再来，并建立永恒的上帝国

度。他们日日期盼耶稣。有些人甚至不再做工，每天就等着耶稣到来。使

徒保罗不得不纠正他们这一错误观点。他写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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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那大罪

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帖后 2:3）保罗警告基督徒不要对耶稣

的再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好像那一天就在明天似的。他指出，按着耶

稣的话，某些事情必须先发生。 

 

首先，会出现大规模的背教，许多人将放弃基督教信仰。罪人，敌基

督，也必先来。一种力量，一个人将出现，征服整个世界。他将反对基督

和祂的教会，并要设法毁灭她。这将是魔鬼最后的努力，想要打败基督，

毁掉祂的国度。 

 

如今，逼迫的事在一些特定地方发生；到了末后的日子，教会在全世

界将遭到逼迫。耶稣称这些是“大灾难”。祂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

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太

24:21）只有这些事情结束，基督才会再来。尽管有种种迹象我们可以借

以预见耶稣的再来，我们最终还是不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因此耶稣曾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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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我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太

24:42那一天我们不知道，所以每一天都要守望。 
 

有些基督徒相信耶稣的再来有两次。祂的第一次再来是在地上建立一

个千年的国度；此后祂将第二次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他们的观点是基于

《启示录》第 20 章。在《启示录》第 20 章，我们读到：我又看见一位天

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

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它捆绑一千年。（启 20:1-2） 
 

圣经的这段经文说到了所谓的“千禧国”。这段时期的显著特征在于，

撒旦会被捆绑和限制，因此牠不能再出来欺骗万国。基于我们在《启示录》

第 20章读到的内容，即基督的千禧王国，有些人教导说耶稣会有两次再来。 

第一次再来后，祂会建立一千年的和平王国。那时祂将战胜一切敌基督的

势力。祂将捆绑撒旦，带领以色列悔改，并且作为地上弥赛亚和平王国的

王从耶路撒冷统治圣徒一千年。 
 

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被称为千禧年主义者。支持千禧王国的人当中，对

这个王国的看法大相径庭，各不相同。有些人认为，这段时间将会恢复圣

殿敬拜，而另一些则认为这个千禧年仅仅是一种大规模的属灵复兴。大部

分千禧年主义者相信耶稣会有两次的再来。他们相信在耶稣第二次再来之

前耶稣会多一次再来为的是建立千禧国。那时撒旦将会被捆绑，不再拥有

控制地上万国的能力。这一千年后，撒旦会被解绑，世界会陷入极大的苦

难，随后耶稣会再来。大部分支持按字面意义理解千禧年的人士都坚持如

此解读《启示录》第 20章。 
 

然而，《使徒信经》并未提及这样的千禧年。一般来说，基督教会总

是宣告，耶稣的再来只有一次，也就是来审判活人死人。耶稣只说过，有

一天祂会再来。 
 

因此，《使徒信经》没有说耶稣的再来有两次，会在地上建立一个千

禧国度，我们必须拒绝这样的观点。这种错误是基于过于字面地理解《启

示录》第 20章。 
 

《启示录》第 20章所说的事出现在天上，而非地上。其所说的是：我

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启 20:4） 

这里的重点是灵魂，而非身体。 
 

殉道者所占据的宝座不是地上的，而是天上的宝座。他们被设立在天

上。千年是指一定的时期。 它不是字面上千年的意思。在这期间，撒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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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阻止，无法用其谎言引诱万民，权势将受到限制。然而，在启示录 20章

中并没有说到耶稣会有两次的再来。整个预言的重点是升天的耶稣的统治。

祂现在作为王在天上统治祂的教会。魔鬼现在被捆绑了，其影响也被限制

了。 

 

在基督第一次到来之前，撒旦有权力统治所有的国家，除了以色列。

牠作王的统治没有受到挑战，牠通过拜偶像的黑暗势力引诱各国。然而，

现在耶稣通过祂的死和复活战胜了撒旦，在天上作王，撒旦对各国的控制

于是受到限制。《启示录》20 章教导我们，基督的复活并战胜古蛇、魔鬼，

将带来重大的改变。福音将被传给万国，撒旦对各国的控制将被打破。基

督将在外邦世界里建立祂的教会，把罪人从撒旦的权势下解救出来。教会

将不再局限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取而代之的是，教会将被建立在所有的国

家中。 
 

《启示录》第 20章用比喻和象征的方式描述了这一点。因此，奥古斯

丁在早期教会就已经提出，千禧年从耶稣升天和向万民传福音开始，到耶

稣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结束。 

 

千禧年国度象征着新约时代，因此也标志着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福

音现在正向万国传讲。魔鬼对各国的统治正在被打破。耶稣在曾经魔鬼统

治的地方建立了祂的教会。 

 

一些过去的神学家曾把《启示录》第 20章所说的一千年说成是教会的

大繁荣时期。他们认为，紧接基督再来之前的时期，将是教会繁荣的时期。

他们的观点是基于各种未实现的预言，主要是来自《但以理书》的预言，

以及使徒保罗所写的关于以色列人将来信主的内容。他们相信，当教会迅

速扩张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到来了。他们指的是许多未实现的预言，例如

《以赛亚书》第 11章 9节：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

满洋海一般。福音传播使得外邦人得以认识真正的上帝。他们相信，到那

个时候，教会会战胜撒旦一切的权势。《启示录》第 20章 1-3节说：上帝

命令大天使抓住那龙，捆绑一千年。那段时间，魔鬼的影响将会受到限制。

他们也预言，犹太人会为自己拒绝基督而悔改，接受祂为弥赛亚，因为保

罗教导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罗 11:26）他们相信以色列注定

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按着《撒迦利亚书》第 8章 23节预言，他们相信，有一个时代将要到

来，届时犹太人将会将上帝的道教导万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

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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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上帝与你们同在了。”信主的犹太人将被

证明是对世界的巨大祝福。 
 

因此，关于《启示录》第 20章和其中提到的千禧国，有许多不一样的

观点。尽管观点众多，所有正统的神学家都反对耶稣会在那个时候再来。

耶稣只会再来一次，祂降临是要审判活人死人。因此，《使徒信经》宣告：

“审判活人死人。” 
 

圣经只是说，基督一共降临两次。祂第一次来是深深受辱，成为羔羊，

带走世界的罪。祂第二次来是审判活人死人。使徒教导我们说，耶稣来是

“……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来 9:28上）他使用的词是一次。

不仅如此，使徒进一步教导说，耶稣会再次来到地上。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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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9:28下）使

徒特别强调了这些词的使用：一次，第二次。 
 

祂第一次到来之时，成为羔羊，为罪代赎。第二次到来，祂将以审判

者的身份出现，审判活人死人。圣经一共只提了耶稣的两次降临：一次是

作为救主，一次是作为审判者。耶稣多次提到自己的再来，以及审判日。

尤其是在祂在世时日无多的日子。在《马太福音》第 24 章与 25 章中，我

们读到耶稣具体地谈到自己的再来。 
 

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耶稣说自己是人子：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

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太 25:31）耶稣提到自己

的时候，经常使用这个称呼。这个称呼是从《但以理书》第 7章 13节而来

的。我们读到：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

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耶稣使用“人子”这个称呼，是来自《但以

理书》第 7 章的人物。耶稣宣告，自己是上帝赐予权能的那位高升者，来

审判一切受造物。 

 

耶稣宣告自己会作为人子再来，也就是：上帝之子成为人子，承担我

们的人性，审判活人死人。 
 

圣经教导我们，祂要以人性再现。祂会按着人子的形象出现。《启示

录》第 1 章 7 节说：众目要看见他。不仅如此，耶稣教导说，祂会在荣耀

中显现。祂不是在羞辱中作为人子显现，而是以荣耀的人子显现。祂会像

约翰描述的人子那样：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

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

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启 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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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耶稣再来的那一天，祂将以得了荣耀的人子身份显现，周围环绕着

祂的圣天使。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属于耶稣的高升。一个巨大的白色宝座将

被建立在宇宙中。所有曾经活过的人和在那一天还活在世上的人都将被天

使聚集起来，被召集到耶稣的审判席前。 

 

他们会按着自己平生所行的被审判：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

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林后 5:10）耶稣会作

王，会作活人死人的审判者。曾经被人如此轻视的耶稣将受到何等的敬意! 

祂将得到翻转世上一切的荣耀。使上帝对世界永恒的旨意得以实现 将决定

所有人的永恒命运。将公开战胜上帝所有的敌人，并带领祂用宝血买赎的

教会进入天堂。 
 

因此，耶稣常常提到自己在荣耀中再来。“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

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路 21:27）那一天，人们将看到曾被苦

待并被钉十架的耶稣显现荣耀。 
 

到了末日，最终的审判日，人将会被分为两类。耶稣教导说：万民都

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太 25:32）所有曾经活过的人，都要先全数聚集，被召到基督面前。然

后耶稣要把他们彼此分开。祂要把绵羊——也就是真信徒放在祂的右手边，

把山羊——不信之人放在祂的左手边。因此，到最后，只有两种人。自伊

甸园以来，地球上已经只有两类人。侍奉上帝的人和不侍奉上帝的人。今

天既没有第三类人，在审判日也不会有。我们要么属于女人的后裔，要么

属于蛇的后裔。 
 

我们要么向耶稣俯伏，要么拒绝祂。这里没有中间地带。耶稣说：不

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太 12:30）耶

稣会将信徒放在自己的右手边，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

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太 25:34） 
 

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回应了基督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

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 11:28）他们带着劳苦重担来到祂

面前，软弱的、受伤的，生病的、伤痛的。他们在祂里面找到了所应许的

安息。安息是基督所成就的工。他们跟随基督，服侍祂；按着上帝的诫命

而生活，负门徒的轭——他们并不完全……但是很真诚。到审判的日子，

他们将听到比此更大的荣耀邀请，就是：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

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太 25:34）他们将被带入上帝永恒而蒙

福的国度。耶稣将把恶人放在祂的左手边。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侍奉罪

恶，无视基督对他们悔改的呼召，轻视祂宝贵的福音邀请。他们更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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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田地和牛，而不是耶稣，并且拒绝离开罪的大道。他们不想让耶稣成

为他们的王。 
 

耶稣会在审判日对他们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

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太 25:41）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宁

愿与魔鬼相交，而非与耶稣及敬虔之人相交。他们会永远地在地狱中，与

恶者和魔鬼相伴。耶稣再来的日子将是何等的日子! 耶稣将在全人类中带

来怎样的分裂！耶稣将把恶人和义人分开，把名义上的基督徒和真正的基

督徒分开，把假冒为善的人和正直诚实的人分开。《玛拉基书》最后的预

言将要实现：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上帝的和不侍奉上

帝的分别出来。（玛 3:18） 
 

基督的再来之日会充满可畏而激动人心之事。这会是属乎主的大日子

——人们翘首以盼，超乎其他日子。这日子是——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

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后 3:10）到那一

天将应验耶稣曾经教导的：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

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太

24:30） 
 

然而，上帝的孩子们不需要害怕耶稣的再来。在荣耀中显现的耶稣将

是他们的避难所，他们是悔改而信主的罪人；在祂的宝血中，他们找到了

与上帝同在的平安。祂是他们的救主，君王和救赎主。他们的罪被祂公义

的袍子遮盖，他们是属祂的羊。因此，在那一天，他们将被天上和地上伟

大的审判者宣告免于罪责和刑罚。将会公开宣布他们是上帝所欣然接纳的

子民和继承人。他们将见证他们的敌人和迫害他们之人是如何被上帝扔进

烧着硫磺的火湖中。那伟大的一天将如此结束：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

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太 25:46）但是，今天仍然是得救的日子，是上

帝向罪人提供和平与赦免的日子。因此“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

着心。”（来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