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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曉得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時候，因為我們得救，現

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羅十三11）

這本小冊《末世警訊》( A Prophetic Manifesto) 是我所看見最
簡潔有力有關末世的文章，短短30多頁，卻充滿了扼要的信息與
挑戰。

作者大衛‧雷根 (David Reagan) 是美國「羊與獅福音協會」
(Lamb and Lion Ministries) 會長。他曾教授國際法多年，後蒙神呼
召全時間事奉。20年來，大力傳揚末世信息，造就並激勵了普世
多處教會及信徒。

本書共分四章。

作者在第一章為美國慨歎。原有優良基督教文化傳統，蒙神

多方賜福的美國；但最近半世紀以來，逐漸遠離神，在信仰、道

德、文化、社會及家庭等方面快速下滑。美國若不悔改，前途無

望。

在第二章裡，作者說到有關基督快要再來多方面的事實與種

種跡象。

第三章即講到普世人類的無望，唯一盼望是歸信主耶穌。

第四章作者發表了幾項對未信者、已信者、牧者的懇切要

求。這是全書的重點，值得我們大家思考與追求。

謝謝金繼宇博士於百忙中的翻譯、林成蔭博士的編輯。願神

使用這小冊，提醒祂的眾教會、眾兒女們：主快再來。讓我們趁著

這夕陽餘暉的時刻，靠主恩典趕快收割莊稼，迎接主回來！啊們！

王永信

大使命中心

2014年9月

王序



引言

本書的題目是「末世警訊」，而不是「末世預言」，兩者差

別很大。

我的目的並不是述說神賜給我的預言；我並沒有新的預言。

我的目的是根據神在數千年前已經曉諭聖經中眾先知的預

言，而寫出某些啟發性的真理。這些真理是來自神對待普世萬民

的原則。

你可能不太歡喜這小冊中的某些內容。歷來人們總是願意聽

見他們與神之間平安無事的話（賽三十10）。他們欣賞聖經所稱
的「枕頭先知」（結十三17-23），因為總有某些領袖們一直樂於
講說人們所喜歡聽的悅耳言語（提後四3-4）。

我並不喜歡說這小冊中的信息，但我覺得必須說，因為適時

發出警告，是牆頭上守望者的責任。面對此時此地的美國，發出

警告是迫切而必須的。

2010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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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美國之死

美國的氣數已盡，因為我們背棄了神。我們把神排斥於學校

與公共場所之外，我們向祂宣告：「禁止入內」！

我們排斥了神

我們離棄了這位使我們強大，並賜我們福氣的神，我們正在

演變為一個徹底世俗化和異教化的國家。在這過程中，我們在招

致了神的憤怒。

• 自從1973年，我們每天謀殺4,000名未出生的嬰孩，
總數至今幾乎是6,000萬，他們的血在呼求伸冤。

• 我們吸食了世界產量一半以上的毒品，而我們的人口
只佔世界人口的5%。

• 我們每年花費28億美元於網絡色情作品，超過世界總
花費49億的一半。

• 自從1960年，我們的未婚伴侶同居率增加了10倍，今
天他們的總數已達1,200萬人。

• 我們的離婚率為世界各國之冠。

• 我們有40%的兒童是未婚女子所生。

第一部分：美國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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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年花費1,000億美元於賭博。

• 我們最大的毒品問題是酒精，產生了1,700萬酗酒或
有飲酒問題的成年人。

• 我們的國家借債成癮，政府與個人的負債額領先全世
界。

• 在我們的媒體，褻瀆神的名、神的話，以及神的兒子
已變得習以為常。

• 藉著我們不道德、暴力與褻瀆的電視節目及電影的發
行，我們在道德上正在污染整個世界。

• 我們離棄了以色列，要求他們出讓他們的腹地，並分
割他們的首都。

反叛的結果

我們已經變成一個「稱惡為善及稱善為惡」的國家（賽五

20），並正在為此付出代價。

• 我們的學校已經變成產生死亡的暴力場所。

• 我們的監獄人口加速增長，從1980年的50萬到今日的
250萬。我們之中有超過7,200萬的人處於某種形式的
懲罰管制之下。

• 據報，我們的婦女每年有超過150萬是家庭暴力的受
害者，而且據說，大多數的案件從未被舉報。

• 目前平均每年有超過300萬的兒童受虐事件，涉及600
萬兒童。

• 我們每年經歷1,200多萬宗罪案，多過世界任何其他
國家。

第一部分：美國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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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世 警 訊 第一部分：美國之死

• 青少年暴力加速增加，有的是為了一雙球鞋而相殺。

• 作惡幫派使我們的城市感到恐怖。

• 在我們最好的社區也不再安全，需要我們用保安系統
與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家。

• 我們的貨幣越來越不值錢。

• 我們的經濟正被一些不可想像的大量債務窒息致死。

• 我們的大公司與工會陷於無止境的貪婪中。

• 我們的社會已嚴重分裂；按種族、宗教與經濟的因素
分裂為競爭對立的團體。

• 我們的家庭正被離婚的浪潮所破壞。

• 我們的娛樂界是由粗俗惹笑的蠻人所組成。

• 我們增長最快的商業之一，是紋身與刺青的異教惡
俗。

• 我們大學與媒體的言論，被藐視神的極左分子所控
制。

• 我們的聯邦政府變得頭重腳輕，官僚們對納稅人毫不
關心。

• 我們的政客關心權利過於服務。

• 政府各個階層越來越變得壓制人，在生活的每個層面
轄制我們。

• 課稅已變為沒收充公性。

• 我們的法律系統已被強迫民意之人所綁架，而不顧人
民的願望。

• 我們的言論自由正在被「仇恨罪」的立法所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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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運動形式越來越強暴，令人想起古羅馬的格鬥
士。

• 我們的社會大眾迷戀明星，對名人比正直人更感興
趣。

• 我們的教會被捲入背道潮流，為討好世界，獲其稱
許，而把神的話撇在一邊。

• 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又一個空前多而猛的自然災害。

• 我們受害於一個由一群強悍同性戀者所造成的性變態
流行病。

總而言之，我們成了一群對罪不敏感的人；在這過程中，我

們已不知何為羞恥。（耶六15）

迫害與疏離

我們社會另一負面的特徵就是，相信聖經的真基督徒正被社

會所疏離，越來越受迫害。近年來，這種情形的發展速度驚人。

Jim Garlow 是加州La Mesa市Skyline拿撒勒人教會的牧師，被
公認是一位教會史專家。近期他在National Religious Broadcosters
會議中，報告了關於相信聖經的基督徒群體與美國社會之間關係

的概況：

1607-1833 ── 主權勢力（236年）

1833-1918 ── 主導勢力（85年）

1918-1968 ── 次主流勢力（50年）

1968-1988 ── 次文化（20年）

1988-1998 ── 反文化（10年）

1998-2008 ── 對立文化（10年）

2008-現在 ── 被迫害文化

第一部分：美國之死

4



末 世 警 訊 第一部分：美國之死

文化基督教

多數的美國人（85%）自稱是基督徒，但其中大多數的人幾
乎毫無生活中的見證。他們買樂透彩券(lottery)，常看R級的電影
及電視上不堪入目的節目，買色情書刊，把粗俗的音樂演奏者當

作偶像，到墮胎診所，而且累積了與非基督徒同樣高的離婚率。

他們是所謂的「文化基督徒」── 生於基督徒的家庭，成長
時參加教會，但與主耶穌並沒有任何個人關係。

文化基督徒的另一特徵是，他們很少（或從未）讀聖經，以

致對聖經幾乎一無所知，對教義是文盲。

福音派基督徒

甚至福音派的真基督徒也變得對神的話語無知。以往，這些

人是以聖經為一切事情最高權威的信徒。

Barna Group的調查顯示，今日在號稱為福音派的人士中：

19% 未婚與伴侶同居。

37% 不信聖經完全無誤。

45% 不信耶穌無罪。

52% 不信撒但確實存在。

57% 不信耶穌是引到永生唯一的路。

57% 相信善行對於獲得永生也有部分作用。

由此可見，福音派這名詞已經失去了意義。

基督徒的混淆無知

難怪我們看見不少自稱為基督徒的人投票選舉那些提倡同性

戀、同性婚姻、墮胎及賭場賭博的競選政客。或因貪心而選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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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提供最多好處的競選人，而妄顧他們惡劣的生活方式，或對

社會及道德問題的意見。也有號稱基督徒的人根據種族選舉，而

不顧候選人對道德問題的觀點。

有關基督教基本信仰的公共意見調查顯示，今日美國真正相

信聖經的基督徒人數不到10%。難怪在過去50年中，我們的社會
世俗化與異教化如此迅速。

我們是一個反叛神的國家。我們的確正在招引神的審判。一

如既往，神對我們極為忍耐。請想想先知那鴻的話：

耶和華是忌邪施報的神。耶和華施報大有忿怒；向他的敵人

施報，向他的仇敵懷怒。耶和華不輕易發怒，大有能力，萬不以

有罪的為無罪。（鴻一2-3上）

是的，神向來忍耐，但祂的忍耐已趨近頂點。祂曾給我們先

知性的話語，呼喚我們悔改。當我們充耳不聞時，祂開始賜下治

療性的審判。但是我們的臉比磐石剛硬（耶五3）。後果是我們
沉湎於不道德、暴力與貪婪之中。

步向毀滅

羅馬書第一章顯示神如何對待一個反叛的國家。祂「任憑」

他們，降低護衛他們的藩籬，以致罪惡猖狂。今日，美國這情況

的初步現象是1960年代性革命的爆發。（羅一24-25）

如果美國仍然拒絕悔改，神要第二步的「任憑」與降低藩

籬，一個同性戀病疫就可能會發生（羅一26-27）。在美國，這事
於1980年代發生，且於1990年代加速惡化。

如果美國繼續犯罪，無悔改迹象，神會第三步的「任憑」

與降低藩籬，這社會就會被交付一個「邪僻的心」，而導致其滅

亡。（羅一28-32）

神把我們交給一個「邪僻之心」的時候已經到了 ── 把我們

第一部分：美國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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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世 警 訊 第一部分：美國之死

從審判帶到毀滅。我們已到一個不能回頭的地步，就是聖經先知們

所謂「損傷無法醫治」的地步。（耶三 十12；彌一9；鴻三19）

我們的前車之鑑

歷史上只有一個國家像我們一樣蒙福，那就是猶大國；他們

反叛厚厚賜福給他們的神，像我們一樣。神也像對我們那樣，差

遣先知呼喚他們悔改。當他們拒絕悔改時，祂以醫治性的審判擊

打他們。

當他們繼續反叛，神就從審判中毀滅他們，允許巴比倫人征

服他們，把他們帶離本國成為俘虜。

猶大的命運帶來聖經中兩節最悲哀的經文：

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因為愛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從早起

來差遣使者去警戒他們。他們卻嘻笑神的使者，藐視他的言語，

譏誚他的先知，以致耶和華的忿怒向他的百姓發作，無法可救。

（歷下三十六15-16）

我們也許會經歷一個短暫的復興，如古猶大在公義之君約西

亞繼承惡王瑪拿西時所發生的（代下三十四至三十五章）。但當

約西亞被殺後，國家立刻墮回靈性黑暗中，不久就不復存在了（代

下三十六章）。邪惡已在猶大國內根深蒂固了。

像古時猶大一樣，美國的命運也已注定，美國的崩潰會同樣

的突然臨到而無法可救。神怎能對我們不一樣呢？我們可以肯定

說祂不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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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時代的末期

耶穌快要再來，但是普世教會對於此事似乎漠不關心。

在今日的教會中，聖經預言被忽視、濫用，甚或蔑視。大多

數的牧師們視之為無關重要，或太富爭議性而擱下。許多人濫用

它，將它靈意化而任意解釋，也有人以其為荒謬的官樣文章而把

它撇開。

預言的反諷

這一切應驗了聖經有關末世的預言，指出我們真是活於主再

來之時期中。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

私慾來譏誚說：「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裡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

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彼後三3-4）

我曾以為這預言所指的是不信的人 ── 他們不在乎耶穌是否
再來。對他們而言，這整個概念是個神話。

但譏誚與嘲弄的人反而是基督教的領袖，有的是徒有基督徒

之名的自由派人士。對他們而言，耶穌再臨世上作王一千年的觀

念是開玩笑，他們認為這和童女生子與死人復活同樣的荒唐。

第二部分：末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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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世 警 訊 第二部分：末世時代

另外的人是真的信徒，但他們對聖經預言一無所知，或知道

一些誤解的觀念。他們越來越多採納不合聖經之後千禧年論的觀

念。

後千禧年觀的論點

這觀念是說，教會將藉政治行動或宣教，或兩者兼用而掌管

世界一千年。然後，教會將把王權交給耶穌，而耶穌則將把教會

遷移天堂，並燒毀地球。

此觀念是極不合聖經！聖經說得很清楚，絕大多數的人會一

直拒絕福音（太七13-14）。聖經也說得同樣清楚，當我們接近教
會時期的末了時，社會只會越來越邪惡，而非越來越公義。（太

二十四9-12、36-39）

而且，後千禧年主義是根據人本主義所假設這是必然的進步

過程，而這進步過程又是根據人性本善的信仰。這又是一個極不

合乎聖經的觀念。聖經教導說，人性本惡，其邪惡是與生俱來的

（耶十七9）。

人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提昇自己，人也不能靠教育或社會改革

得以完全。在將來千禧年來臨，耶穌作王時，神會證明這一點。

那時普世充滿平安、公義與正義，但在結束時，撒但會被釋放，

牠會再一次帶領一個反對耶穌的普世叛亂。

耶穌用鐵杖的轄管（詩二8-9及啟二26-27）或可產生外表的
順從，但人類內心會憤憤不平，以致爆發為公開的反叛。世人不

會因地上樂園中的生活而更新變化，因為只有藉相信耶穌為主與

救主得到聖靈的內住，人才能真正被更新變化。（林後三17-18）

無千禧年觀的論點

天主教與多數基督教宗派今日所持的末期觀點是無千禧年主

義。他們的奇怪的觀點是，耶穌做王的一千年始於主被釘十字架

並延續至今。正如後千禧年主義，這觀念的根據是經文的靈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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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經文靈意化乃是徹底否認經文所明說之事的一個好聽的說
法。

僅憑邏輯就足以推翻無千禧年觀的論點。聖經教導說，在

千禧年期間平安、公義與正義會充滿全地（賽十一3-9及彌四
1-7），有誰能確實證明今天普世瀰漫的是這種氣氛呢？

聖經說在千禧年期間，撒但會被捆綁一千年，使牠不再迷惑

列國（啟二十1-3），這是今天的實況嗎？當然不是！世上各國都
被魔鬼欺騙，無一例外，都處在一個反叛神的狀態中。

聖經在啟示錄中有六次說到千禧年長達千年（啟二十2-7）。
無千禧年觀者說，千禧年始於十字架，而且要無限期地持續至耶

穌再來。是誰正確？是聖經，還是主張無千禧年的人？

前千禧年觀的論點

嚴格閱讀聖經有關末世的預言，尋求其明顯意義，會得到所

謂前千禧年觀的論點。

這論點認為，社會在末期時會解體（提後三1-5），像挪亞
的日子一樣充滿不道德與強暴（太二十四37-39）。教會將會被提
離世（帖前四13-18），然後在一個長達七年所謂大災難的期間，
神會開始傾倒祂的怒氣在地上。（啟六18）

大災難結束時，耶穌將會再來（啟十九11-16），眾多的猶太
餘民會接受祂為彌賽亞（亞十二10；羅九27，十一25-27）。耶穌
將會再招聚這些相信祂的猶太人到以色列（申三十1-9），並建立
他們成為世上的主要國家。（撒八22-27）

然後，耶穌將會開始祂從耶路撒冷的千年統治，那時地上要

經歷和平、公義與正義。（彌四1-7及啟二十4-6）

替代神學

由於反猶主義，使這清晰的聖經經文意義，自主後400年以

第二部分：末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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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直被教會排斥。猶太人被稱為「殺基督者」，而且有人論

證說神已經「對猶太人洗手不理」了，並說教會已經替代了以色

列，並且承繼了神給猶太人的一切應許。

此一錯誤的神學乃來自不合聖經的一些假設，後人稱它為

「替代神學」(Replacement Theology)。他們認為教會已經替代了
以色列，神對猶太人已不再有任何思念。這個神學的提倡者依此

推論，神給猶太人將來國度的應許（徒一1-9）已經作廢，而且轉
移給教會了。

保羅的駁斥

任何讀羅馬書九至十一章的人都會清楚明白，「替代神學」

是徹底不合聖經的。在這三章中，保羅肯定舊約聖經所預言，神

在末世將會拯救一大批猶太餘民（羅九27），祂會為他們成就祂
給猶太人所有的應許（羅十一26）。

保羅在羅馬書兩處特別講到「替代神學」的問題。在第三

章中，他問關乎猶太人一個修詞性的問題：「即便有不信的，這

又何妨呢？難道他們的不信，就廢掉神的信麼？」自從主後400
年以來幾乎有1600年之久教會回答說「是的！」但保羅用恰恰相
反的方式回答這問題，他宣稱：「斷乎不能，不如說，神是真實

的，人都是虛謊的……」（羅三3-4）。

在羅十一章中，保羅再一次談到這個議題，也再次使用一個

關鍵問題：「我且說，神棄絕了祂的百姓麼？」（羅十一1）。
教會歷來曾多次回答說：「是的！」但保羅的回答是，「斷乎沒

有！…… 神並沒有棄絕祂預先所知道的百姓。」（羅十一1-2）

一個絕對的真理

不論教會領袖是否喜歡，神已經應許猶太人，有一天彌賽亞

要為他們建立一國度，透過這國度祂要統治全地。（賽二1-4）

教會不需嫉妒神給猶太人的應許，因為神也給了教會一些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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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應許。其中一個就是「被提」，另外一個是，我們將要與耶

穌一同統治地上列國（但七13-14及啟二26-27）。

要認真看待預言

時候到了，我們不能再拿神的預言當兒戲。若說，「各人可

以有自己的意見」，則後果太嚴重了。

耶穌快要再來，教會時期即將突然結束。世界極接近人類歷

史最可怕時期 ── 大災難，那時神要傾倒祂的怒氣在恨神的世界
（啟六至十八章），在一個僅僅七年的時期內，普世一半的人口

及三分之二的猶太人將被殺害！（撒十三7-9）

然而，儘管大難臨頭，教會領袖們卻依然悠哉遊哉，告訴人

耶穌的再來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事，不過是目前基督徒生活的一

個「小插曲」。真是胡言亂語！

神的話說：耶穌的再來可以在任何時候發生。（太二十四

36-44）

神的話說：我們要為守候耶穌再來而活。（多二11-14）

神的話說：為期望主的再來而活，會使我們過聖潔生活。（約

壹三2-3及彼前一13-16）

神的話提示我們該注意的兆頭，因為它們表明主再來的季

節。（來十25；太二十四33）

今天人們必定是靈眼瞎了，才不能分辨預言已經臨到的事

實。這些指向主再來的日子的古老預言正在我們眼前一一應驗，

這些兆頭名副其實地大聲疾呼主快再來。然而大多數教會領袖似

乎對這些兆頭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猶太人的存留與重聚

人如何能忽略猶太人從世界各方回到他們祖國的奇妙重聚

呢？這在未信情況下的重聚是舊約聖經中最多提及的預言（見賽

第二部分：末世時代

12



末 世 警 訊 第二部分：末世時代

十一10-12之例），它一直被描繪為世界末期發生的現象（徒三十
六22-38）。

耶利米兩次宣稱，在歷史的盡頭，猶太人將回想並認為此次

的重聚是比出埃及更大的神蹟！（耶十六14-15，二十三7-8）

此一重聚始於1890年代晚期，並持續至今 ── 從1900年在以
色列的4萬猶太人到今天的600多萬猶太人。

歷史中沒有任何其他民族曾被分散到世界如此廣闊泛之地；

歷史中沒有任何其他民族曾這樣被恨惡，被這樣有系統地迫

害。

沒有任何其他民族曾經受到如此不能言盡的如大屠殺那樣的

暴行。

沒有任何其他民族曾經如此絕望。

然而，神用奇蹟保存了他們，正如祂所預言的（耶三十11；
三十一33-35；賽四十九14-16；撒下七24）。祂再次聚集他們，
正如祂所說的（賽十一10-12及結三十六22-24）。但基督徒領袖
們把這些存留與重聚的神蹟，當作是一件「歷史的偶然事件」，

與「預言無關」，真是不可思議！

我們這世代是有福的，能見證這些預言的應驗；然而，一般

基督徒似乎不察覺這些事。更糟糕的是，許多人察覺它們，卻大

膽放肆地否認它們是預言的應驗，或具有任何屬靈的意義。

其它有關末期的兆頭

2,500年前先知但以理說：在末期，最後的外邦帝國 ── 羅馬
帝國 ── 將會復興，而且敵基督者會從它而出（但二31-45）。難
道今日羅馬帝國以歐盟形式的興起是一個歷史的偶然事件嗎？

先知撒迦利亞說：末期以色列國將會復國，而且世界各國都

會反對它（撒十二1-3）。以色列國於1948年5月的再生是一個偶
然事件嗎？目前世界各國為了由誰控制耶路撒冷的問題，共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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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以色列的方式又如何呢？

先知以西結說：末期所有的阿拉伯國家會企圖奪取以色列地

土（結三十五1─三十六7）。他們今日的企圖，只是一個歷史
的偶然事件嗎？

耶穌說，我們要觀察耶路撒冷。祂預言說，這城將被毀壞，

猶太人會被分散；但祂也預言說，末期猶太人會回來重佔此城

（路二十一24）。難道耶路撒冷於1967年6月被猶太人再次佔領
（1,857年來第一次）只是一個歷史的偶然事件嗎？

新約眾先知警告說：末期的最大兆頭之一是教會中背道的盛

行（帖後二3；提前四1-2；提後三5；四1-4）。教會今日所經歷
的嚴重背道情況，也只是一個歷史的偶然事件嗎？

靈性的瞎眼

教會今天問題何在？為甚麼有這麼多的基督徒與領袖，忽略

耶穌已在天堂門口等待天父吩咐祂再來的事實呢？為甚麼教會是

如此地靈性瞎眼呢？為甚麼這麼多的牧師們專注於教會增長，而

不敲響耶穌快再來的警鐘呢？

而且，普遍對主即將再來這種懶洋洋的態度，也是末期預言

的應驗：

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

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

語。（提後四3-4）

撒但的欺騙

我們已經來到五旬節教會成立以來的末期之終點（徒二

14-42；來一2；彼前四7），我們已活在額外的時間中，撒但正在
加緊作工，想要掩蔽這事實。

牠正在欺騙人，使人相信末期預言的意義不像預言所說的。

第二部分：末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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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正在促使好心人士為主再來訂出日期，使聖經預言喪失

信譽。

牠正在說服牧師們說，聖經預言是空中樓閣，無關此時此

地。

牠正在說服基督徒與他們的領袖，聖經預言無人能懂，去研

究它是浪費時間。

總之，撒但有一個陰謀，就是要隱藏聖經預言的真理。撒但

不願任何人知道耶穌即將再來，牠也不願任何人知道，當耶穌再

來時，撒但會被徹底地擊敗，耶穌將會榮耀地得勝，並在歷史中

得到無可否認的證實。

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

牧師們必需了解關乎聖經預言的兩個基本真理。第一，傳講

聖經預言可以是一個傳福音的重要工具，就像彼得在五旬節時所

講的第一篇福音信息那樣（徒二14-36）。請讀那篇信息。它是彌
賽亞預言一連串的宣告，而主耶穌應驗了每一個預言。

第二，傳講聖經預言可成為一個極好的成聖工具，因為如果

你若能說服一個基督徒：主真的快要再來，且在任何時候都可能

來，那人就會被激動去追求聖潔與傳福音。

讓我們面對事實：一般基督徒相信耶穌即將再來的程度，

並不比他相信聖誕老人或復活節兔子的程度高。他或許理智地相

信，但他並不真心相信。只有當它從思想進到內心時，才會真正

相信，才會開始衝擊我們的思想與行動。

此時有三個最緊要的事實需要在每個講台上傳揚：

1) 耶穌就要回來傾倒神的怒氣並統治全地。

2) 耶穌的再來可以發生於任何時刻。教會被提之前，沒有
另一預言需被先應驗。

3) 時兆顯示，我們已經面臨主再來的時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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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真理像一把兩刃的劍，對未信者，這些呼喚他們逃避

將來的震怒、進入耶穌慈愛的膀臂。對信徒，它們呼召人成聖

與傳福音。

給未信者的信息

未信者需要面對的事實是，我們創造之神是一位正義之神

（詩八十九14），因此祂必定會對付罪 ── 否則人生沒有意義。
神對付罪的兩個方法，就是：恩典或震怒（約三36）。

地球上每一個人都活在神的恩典或祂的震怒之下，遭受神的

震怒是一件極可怕的事。聖經說，當耶穌再來時，未得救者會爬

進洞穴中呼求山岩倒在他們身上，神的震怒將是如此之大而可畏

（賽二19）。

從震怒到恩典，一個人只要肯承認自己是罪人，用信心接受

耶穌為主與救主。拯救是神恩典白白所賜，藉着相信彌賽亞耶穌

而得。你不能作甚麼事來賺得救恩（弗二8-10），任何人若暗示
你能，他就是撒但的差役。

給信徒的信息

對信徒而言，耶穌的即將再來，是要人廣傳福音的呼召 ── 
越快把福音傳給越多的人越好。

主的即將再來也呼召信徒委身成聖，就是讓耶穌在你生活中

每一件事上作主 ── 你的錢財、你的工作、你的飲食、你的娛樂 
── 每一件事。

給眾牧師的信息

而對那些認為預言是空中樓閣不切實際的牧師們，請問：

「有甚麼會比領人相信耶穌及鼓勵信徒成聖與傳福音更重要

呢？」

第二部分：末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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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來講述另一點有關牧師們的事，就是牧師們忽略傳講預

言的主要藉口：「我不是前千禧年論者，也不是無千禧年論者，

也不是後千禧年論者 ── 我是泛千禧年論者，因為我相信一切
至終會圓滿結束。」

讓我為你解釋這個論調吧。這位牧師真正要說的是，他懶於

查考預言去發現真理，因此他決定把三分之一的聖經內容擱在一

邊，而忽略它。實在可悲！

一個應許的意義

「耶穌快要再來！」這是聖經先知所給的應許。它是耶穌升

天那日，天使向耶穌門徒所作的應許（徒一9-11），也是主後約
65年，耶穌在拔摩海島向使徒約翰顯現時所作的最後應許（啟二
十二7，12，20）。

這應許是意義重大還是無關重要呢？對世界來說，它毫無意

義；對一般掛名的基督徒，它只是一件被無限期推延的事；對一

個真信徒，其意義重大！

真信徒每日全心渴慕主的再來，一有機會便就與人分享福

音，並且委身於聖潔的生活。

而且因他們帶着渴慕主再來的心而活，他們是一群候選人，

在審判之日站立在主前時，將會接受特別的公義冠冕：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

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

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 ── 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

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四7-8）

17



末 世 警 訊

第三部分

我們的盼望

美國還有盼望嗎？沒有！我們唯一的盼望是耶穌。但我們拒

絕了祂，所以我們沒有盼望。這位使我們強大，把祝福

澆灌給我們的神，我們背叛了祂，我們忘記了神的話語教導我們

說，「多給誰……就向誰多要。」（路十二48）

美國已頑固地定下方向，決心憑已意而行，不遵循神的指

導。我們走上自滅的道路，而神要容讓我們滿足自己的心意。

國家的無望

許多所謂的基督徒欺騙自己，相信如果我們只要能夠選出一

個正確的總統，或正確的政黨控制國會就有希望了。如果這是你

的看法，你一定會失望！

我不是共和黨員或民主黨員。我是一個君主制度主義者，因

為我已奉獻一生，盡力協助為萬王之王與萬主之主預備道路，祂

將在榮耀與威嚴中從耶路撒冷統治全地，祂會將和平、公義與正

義帶到地上。

請讓我重述我的基本要點：我們的唯一希望是主耶穌，但因

我們背棄了祂，所以我們這國家沒有希望了。

第三部分：我們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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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卻有充足的盼望

對我們這些相信耶穌為我們的主與救主的人，我們個人都

有盼望。祂曾應許與我們同行，經過水火，在我們受苦時安慰我

們，供應我們的需要，祂永不離棄我們。（賽四十三1-3；詩三十
七25-26）

我們還有教會被提這難以置信的盼望；那時，真信徒將在霎

時之間被提，離開這個世界與耶穌永遠同在。（帖前四13-18）

而且，那些被留下來面對神傾倒怒氣之恐怖的人，也有希

望，因為就在神傾倒祂的怒氣時，祂主要的目的不是懲罰，而是

要把人帶到個人的盡頭，好叫他們悔改得救。（賽二十六9）

這是恩典。讓我們因我們的神是恩典之神而歡欣（彼前五

10）；否則，我們都沒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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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一系列的請求

時間已迫在眉睫，我們必須採取行動 ── 人人行動。

向未信者的請求

如果你從未接受耶穌作個人的主與救主，我請求你現在就接

受祂吧！時間短促，需要現在採取行動。神使你存活至今，因為

祂不願任何人滅亡，而願人人得救。（彼後三9）

也許你認為你已得救，因你已受浸或已是一個教會的會友 
── 或因你認為自己是一個好人。

這些事沒有一件會救你的靈魂脫離地獄的。救恩不是來自

宗教禮儀、教會會籍或善行，而是關乎一種新的關係。耶穌

說：「認識祢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祢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

是永生。」（約十七3）

你認識耶穌是你的主與救主嗎？你已委身給祂嗎？你是信靠

祂，還是信靠你的善行呢？

你若想要認識耶穌並且被聖靈印證已得救恩，請你憑着信心

向神簡單地作如下禱告：

天父，我向祢承認我是一個罪人，我為我的罪難過。謝謝祢

第四部分：一系列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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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恩，是藉祢兒子耶穌基督的犧牲成就的，我接受耶穌作我的

主與救主。我歡迎聖靈住在我心中。奉主耶穌的名。阿門！

你作了這樣的禱告後，去找一個相信聖經且堅信耶穌為這

世界唯一盼望的教會，公開承認你對耶穌的信仰，而且接受浸

禮表明你對祂的委身，以及象徵你自己與耶穌同死、同埋葬、

同復活，已經成為一個在基督裡的新人。（約三3；羅六4；林
後五17）

向信徒的請求

向已真誠接受耶穌為主與救主的人，我的請求是：認真地把

主快要再來的信息傳給不信者，時間不多，必須緊急行動。

我也禱告願你省察你生活的每一層面，看你是否有與世界妥

協的地方 ── 就是那些使你變得安於罪中之處。聖靈呼召你成
聖，為主即將再來好好預備。找出你生活中尚未全然降服於主之

處，並把它們釘於十字架。

向牧師的請求

我向牧師們的請求是：委身查考神的預言，並且接受這些預

言所說的是真實的。

這會使你能認知時代的兆頭與時間的緊迫；然後，你需要把

這緊迫性傳達給你的會眾，說服他們耶穌快要再來。也請教導他

們如何為這重大事件，作最佳的準備。

向神的請求

天父，為祢賜給我們國家諸多的福祉我讚美祢，我們有：大

有智慧的開國元老、舉世無雙的自由、豐富的繁榮，也為因事奉

而成為通往世界各地的屬靈祝福管道所得的大喜樂，因為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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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們的財富與智慧把福音傳給各國，並翻譯出版祢的話為多種

語言的聖經。主，我也為祢在我們反叛時，向我們所顯示的長久

忍耐感謝祢！

主，我極其憂傷，因為我們在驕傲中離棄祢。我知道我們完

全該接受祢的震怒，但是我哀求祢憐憫！我祈求在祢把我們從審

判交付毀滅之前，給我們再一次的機會，興起最後一個全國的復

興，把更多的靈魂帶進祢的國度。

主，最重要的，我求祢的寶貴兒子快來。神阿，快差祂來，

差祂在榮耀與威嚴中降臨，藉祂用平安、公義與正義淹蓋這罪惡

的世界。

主耶穌阿，我願祢來！

阿門！

第四部分：一系列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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