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代的转机 

今天的题目是“世代的转机”, 关系到世上每个人的永久命运, 

务请注意细听。我们处于公元1998年。现在通用的公元制，是根据耶稣的诞生年代计算的。但因为它是在四世纪才开始运用

的，又因当时没作仔细调查，后来才知道，耶稣是在公元前五年秋季诞生的, 当中误差了四年。这样看来, 

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21世纪。 

1) 基督的诞生既然标志着个新纪元，我们能说他的诞生就是世代的转机吗？ 

答∶应该说是第二大转机。头一个是毁灭全世界地面动物, 

只保存挪亚方舟里物种的特大洪水。基督的诞生是第二大转机；那是约1:14 

所记的“道成肉身”的神迹∶天地的创造主竟取了人性, 在人间生活33年之久；他被自己的民族唾弃, 

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后, 第三天复活，当众升回天上。随后基督的信仰传遍世界各国。 

2) 洪水是第一个大转机，基督降世为人牺牲是第二大转机，将来是否还有第三大转机呢？ 

答∶是的。将来第三大转机要比前两次更彻底。洪水在地球上造成极大变动, 是地质和生态方面的转变, 而耶稣的生, 死, 

复活造成多人灵性上的大转变。第三次转机造成的物质和灵性上的转变, 将是惊天动地的；彼后3:6-

12说:“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但现在的天地, 还是凭着那命存留, 

直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

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 

“圣洁”与“敬虔”指的是人品的转变。火湖之后的世界中的居民，将是圣洁和敬虔的人。因那时一切不圣洁，不敬虔的人

都被消灭了。上帝要宣布:“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

过去了。”(启21:5,4)“不再有疼痛”表明那恢复到原始状态的完美的天地之间，再没有人在地狱里受苦。因为魔鬼和恶人

都已被消灭，不复存在。 

3) 看来那头一次转机未能解决罪恶问题；而第二次和第三次转机倒把它彻底解决了。 

答∶你说对了。以诺与上帝同行，而后被接升天。在他身上，罪恶问题解决了。他靠基督，每日与上帝同行。彼前1:11说，

众先知都有基督的灵在他们心里。可惜大多数民众违抗上帝。洪水之前，上帝用以诺向人宣布基督复临的警告。犹14说:“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 

'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一切不

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一切刚愎话。'”方舟为动物留种；是肉体的保全；挪亚虽与上帝同行, 但他的后裔未能这样； 

罪恶不久又蔓延开来。 

4) 可否论断说，上帝头一次试图造个新世界，失败了，而第二次成功了？ 

答∶不能这样说。三次转机, 显明上帝如何在这叛逆的世界上恢复他法统的计划。这计划记在弗3:9-

11。它把这计划叫作“奥秘”:“使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为要藉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见林前12:27)效忠上帝的各代圣徒, 

组成基督普世的教会, 是上帝在这叛逆的世界里固守的堡垒。我们在基督与撒旦之间的斗争中, 能站在上帝一边, 

是我们的无上特权与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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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督可曾亲自明白应许说，他还要回来? 

答: 在约14:1-3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 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6)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廿一世纪，基督还没有复临。可否从圣经中查出他回来的时间？ 

答: 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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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24:36) 

耶稣却提供他复临的预兆, 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 

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惟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必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綴藺 符懂善﹝§(怮24:4-14) 

7) 珂眭筍眕燴岆瘁啎晟價飭葩還腔岈ˋ導埮 坳冪抎笢岆瘁衄 坳蹦價飭葩還腔啎晟ˋ 

湘￣衄腔﹝筍2:1-44 

岆蹦價飭蔚懂婓華奻扢蕾毞弊腔啎晟﹝涴猁隱善綴懂釬蚳枙旃噶﹝吤冪爵珨弇橾 蹦價飭葩還ㄛ佽徹眕狟珨曆趕:※扂眭耋

扂腔寰抏翋魂覂ㄛ藺賸斛桴蕾婓華奻﹝§(皎19:25) 

珂眭眕 捚佽:※斕絞輛 旂悃ㄛ紲婓芩笢ㄛ嗚旌珖睿貌腔儐狣ㄛ睿坻哏旆腔 嫖﹝善饒 ㄛ桉醴詢偭腔斛蔥峈掠ㄛ俶 遼

偭腔飲斛 洏˙峏黃珖睿貌掩郬喟﹝斛衄勀濂珖睿貌蔥楠腔珨跺 赽ㄛ猁還善蝨偭遼咥腔ㄛ珨 赻詢腔ㄛ飲斛蔥峈掠﹝.....

.善饒 ㄛ 斛蔚峈問奧婖腔踢髒砉﹜窅髒砉ㄛ纔跤泬扷睿譀襝˙善珖睿貌倓 妏華湮涾雄腔奀緊ㄛ 疑輛 攫坒笢ㄛ睿旂坒

悃爵ㄛ嗚旌珖睿貌腔儐狣ㄛ睿坻哏旆腔 嫖﹝§( 2:10-21) 

8) 吤冪崋欴倛 價飭葩還腔源宒ㄛ眕摯坻懂腔奀緊ㄛ毞華潔垀猁楷汜腔曹趙ˋ 

湘￣怮24:23-27佽:※饒奀,  衄 勤斕蠅佽: '價飭婓涴爵;' 麼佽: '價飭婓饒爵,' 斕蠅祥猁陓﹝秪峈樑價飭﹜樑珂眭, 

蔚猁 懂, 珆湮朸慫, 湮 岈˙昈 夔俴, 蟀恁鏍珩憩譎鼻賸;...... 衄 勤斕蠅佽: '艘闡ㄛ價飭婓錠珧爵,' 

斕蠅祥猁堤 ˙麼佽: '價飭婓囀挌笢,' 斕蠅祥猁陓˙匢萇植陲晚楷堤, 眻桽善昹晚, 

 赽蔥還珩猁涴欴﹝......饒奀, 赽腔欳芛猁珆婓毞奻, 華奻腔勀逜飲猁飢豭˙坻蠅猁艘獗 赽, 衄夔薯, 衄湮 珓, 

毅覂毞奻腔堁蔥還﹝坻猁船 妏氪, 蚚瘍芠腔湮汒, 蔚坻腔恁鏍, 植毞涴晚, 善毞饒晚, 

飲桸擄賸懂﹝§ 茼蛁笭吤冪笢腔 尨, 祥 陓朸慫﹝ 

輿 15:50-

54佽:※悛 眳极祥夔創忳奻著腔弊˙斛冓輓腔祥夔創忳祥冓輓腔˙扂 踏參珨璃兜贈腔岈豢咂斕蠅;扂蠅祥岆飲猁阯橇, 

騰岆飲猁蜊曹, 憩婓珨鰨奀, 掁桉眳潔,瘍芠藺棒斯砒腔奀緊˙秪瘍芠猁砒, 侚 猁葩魂傖峈祥冓輓腔, 

扂蠅珩猁蜊曹˙涴斛冓輓腔, 軞猁曹傖祥冓輓腔;......饒奀冪奻垀暮, 侚掩腕吨迒鏢腔趕憩茼桄賸﹝§ 

9) 吤冪峈妦繫佽:※華奻腔勀逜飲猁飢豭§ㄛ奧  蠅猁枅欽善刓韌爵 ˋ 

湘￣秪 祥蛁笭涴陓洘, 摯祫岈 淩楷汜賸, 坻蠅芼 忳儐, 祥詫獗價飭腔醱﹝ 1:7佽:※艘闡, 

坻毅堁蔥還˙笲醴猁艘獗坻, 蟀棧坻腔 珩猁艘獗坻, 華奻腔勀逜飲猁秪坻飢豭﹝§歇岆魂 飲猁醴亂價飭葩還˙ 6:15-

17佽:※華奻腔澱卼, 頃婟, 蔚濂, 蜓誧, 袕尪, 睿珨 峈贖腔, 赻翋腔, 飲紲婓刓韌, 睿旂坒悃爵, 砃刓睿旂坒佽: 

'給婓扂蠅旯奻勘, 參扂蠅紲 懂, 嗚旌釴惘釱氪腔醱醴, 睿詬栺腔猷躑, 秪峈坻蠅猷躑腔湮 善賸, 阰夔桴腕蛂儸ˋ§ 



 
 

10) 褫岆歇砉眕霾珨欴袧掘疑茩獗珖龒腔 ㄛ憩祥頗砉笲 饒欴飢豭賸勘ˋ 

湘￣勤﹝ 25:9佽:※善饒  斛佽: 

'艘闡ㄛ涴岆扂蠅腔奻著˙扂蠅匼懂脹緊坻ㄛ坻斛淂寰扂蠅ㄛ涴岆珖睿貌ㄛ扂蠅匼懂脹緊坻ㄛ扂蠅斛秪坻腔寰塋辣炰辦氈﹝§ 

11)  斕賤庋ㄛ價飭葩還崋欴妗珋奻著砃毞奻硒淉腔梪 腔珆尨坻腔秷雌﹝ 

湘￣奻著腔數赫冪 跺論僇珆尨坻茼葆郫填腔峉儂, 岆郔秷雌腔﹝奻著憩岆乾﹝坻腔薺楊岆乾腔薺楊﹝ 溢郫奀, 

 筒鏽 腔囮啖懂挏鏖奻著腔薺楊岆忐祥疑腔˙秪奻著婖腔 珩忐祥疑坻腔薺楊﹝ 森, 

 筒梑質諳佽坻婖毀衄燴˙坻勤狦俅佽:※斕蠅祥珨隅侚§, 桶隴 溢奻著腔薺楊, 羶壽炵˙奻著晞船價飭峈郫 忔韜, 

野葆岍 峊掖薺楊腔郫晢, 賢森峎誘薺楊腔郬旆, 肮奀桼珆坻腔椅乾˙價飭 賸 俶, 婓扂蠅汜魂腔沭璃狟, 

蚚吤冪峈挕 桵吨彸抻, 眶給 筒垀佽, 薺楊忐祥疑腔銑晟˙奻著眕坻腔湮乾柲竘 , 妏 赻堋乾奻著, 佼督奻著, 

甜蕞吤鍾笭汜 腕※迵奻著腔俶 衄煦§(捨綴1:4)價飭耋傖 旯,  扂蠅 旯傖耋˙岍 夔婓埻珂視給眳揭鰾 懂, 

悝價飭腕吨,坻佽:※腕吨腔, 扂猁棹坻婓扂惘釱奻迵扂肮釴, 淏 肮扂腔賸吨, 婓扂虜腔惘釱奻迵坻肮釴珨啜﹝§( 3:21) 

12)  斕佽隴奻著桵吨郫填腔 跺論僇岆崋欴紨祭輛桯腔. 

湘:  論僇飲芼堤秪陓傖砱腔淩燴:※鑑捚秪覂陓, 暫蟹奻著硌尨坻帤獗腔岈, 雄賸噹庢腔陑, 啎掘賸珨硐源笸, 

妏坻 模腕寰˙秪森憩隅賸饒奀測腔郫, 赻撩珩創忳賸饒植陓奧懂腔砱﹝§(懂11:7)菴媼論僇眕價飭峈笢陑,坻藩忳彸抻, 

蚚※吤鍾腔惘膛, 憩岆奻著腔耋§僻豖藹寤腔輛馴˙勤 筒腔竘袀, 湘眕※冪奻暮覂佽§※坻珩崠歇岈忳徹彸抻, 

迵扂蠅珨欴˙硐岆坻羶衄溢郫﹝§(懂4:15)價飭 陓陑, 蕞奻著腔趕腕吨˙扂蠅 桽坻腔埤欴俴, 

坻腔吨瞳斛傖峈扂蠅腔吨瞳˙涴菴媼論僇眕價飭掩隊坋趼殤峈詢陰﹝菴三阶段是要在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中实现他的胜利, 

正如撒旦诡辩说, 约伯敬畏上帝是出于私心, 照样, 现在他强辩说, 基督的胜利不能挽回亚当的失败；耶稣是童女生的, 

与众不同, 以诺, 挪亚, 以利亚无代表性；圣经难道能使千万人, 像耶稣一样得胜罪恶, 守好律法吗？ 

能!“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看哪, 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雅5:7)“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罗8:29) 一位解经家怀爱伦写道:“谷既熟了, 就用镰刀去割, 

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可4:29)基督正热切地等待, 

要看到自己的形象出现在他的教会中；当基督的圣德完全重现在他的子民身上时, 他就必降临, 

把他们接去归己所有。“我又观看, 见羔羊站在锡安山, 同他有144,000人, 都有他的名, 和他父的名, 

写在额上;......羔羊无论往那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在他们口中察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启14:1-5) 

帖前4:16,17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上帝的号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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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后10:3-6说:“我们争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它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教会达到十分顺服的时候, 

上帝才要结束这场战争。那时撒旦再不能说, 上帝的律法是守不好的了。 

13) 你已经提出一些很有意义而且重要的道理，叫我想起更多的问题要请你从圣经里找出答案。 

答∶好。下次我们继续研究基督复临之后, 将发生什么事。我们请大家一定要参加我们下次的讨论, 

并慎重思考基督复临对自己的关系, 准备在他来临时, 不落在逃窜的人中, 却要欢喜迎见救主。 帖前5:2-

6说:“你们自己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难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路2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