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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盪中的平安
    ─兼論如何看待末世預言

◆林瑋玲 老師

一、 序：面對末世預言的態度  

 5776年似乎真是十分動盪的一年，從一進

入2015年八月開始，有意或無意都不難從媒體

收到或看見各式災難預言。因著連環超級血月

又遇上吹角節、禧年、贖罪日、住棚節，網路

上預言紛飛；如預測這一年將有14件末世大事

件：經濟崩潰、隕星撞擊、滅世黑洞、氣候大

亂...。基督徒所受的衝擊恐怕比一般人強烈。

二十一世紀會有最多末世預言並不意外，只是

我們要以甚麼樣的態度面對才是最好的呢？

 在思想如何面對末世預言前，有一個更基

本的問題要思考，就是我們如何看待「基督

再來」。如果問基督徒「你相信耶穌會再來

嗎？」，大部分的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但再問

「那跟你現今的生活有什麼相關呢」？結果便

很模糊。這就像人都知道「必有一死」，但是

死亡這巨大的影響總是要從「他死」到「你

死」，甚至「我死」時，才開始深刻衝擊，才

能顯示我們的預備與態度為何。模糊的教義認

知，好比一般人總覺得死亡是「老人」的專

利，許多人對「死亡」多半沒有預備好去面

對。我們對末世預言，以及耶穌再來是哪種認

知狀態呢？

● 面對預言的態度

 一般有兩種：一、預言是基督徒信仰的重要

部分，需要努力去研讀理解，以至於能對未來

有智慧預備。正如箴言所說：「通達人見禍藏

躲；愚蒙人前往受害」(箴22:3)。二、另一種

態度認為，研究預言根本就是浪費時間，啟示

錄尤其難以理解、眾說紛紜。與其含混，基督

徒更應該花力氣在品格生命，激勵人心的道德

面向上。

這兩種態度似乎難以相容，卻必須找出交

集，因為基督教的聖經不同於其他的宗教經

典，正是它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預言，並且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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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泰半應驗，剩下的就是關於末世與基督再來

的部分。聖經關於「先知」這個字，共出現

520次。第一次在創20:7，最後一次在啟22:9                                                              

，光耶利米書就出現100次。這樣一本先知性的

書，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先知，就是耶穌。早在

西元前一千五百年，摩西就說：「耶和華─你

的　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興起一位先知，

像我，你們要聽從他。」（申18:15）彼得在使

徒行傳中講論也提到：「凡不聽從那先知的，

必要從民中全然滅絕。」（徒3:23），所以，

我們必須正視先知，尤其是最大的先知──耶

穌。我們從他所給門徒的重要預言中，可以學

習正確面對預言的態度。

二、從耶穌看末世預言

 耶穌關於末世的預言最著名的就在馬太24

章、馬可13章、或是路加22章。一般解經家認

為，這些預言是談到「耶穌再來的預兆」，和

「耶路撒冷在主後七十年被毀」的事。聖經預

言的解釋是一個頗複雜，不容易的事情。通常

預言都有所謂的雙指性或多指性；即同一個預

言，應驗在兩個或多個不同的時間上。當耶穌

告訴門徒「聖殿毀壞的事」，若參閱馬太福

音，而後門徒似乎向主詢問的是「聖殿被毀的

預兆」，及「耶穌降臨與世界末了的預兆」。      

門徒所以如此問，是因為他們以為二者為同一

件事。耶穌的回答也如先知預言一樣，具有雙

指性或多指性——應驗兩個不同的時間。

 Ⅰ、耶穌的聖殿預言

 因此，馬可福音13章有些地方是預言聖殿

被毀，有些地方是預言末世的預兆，有些預

言則是同時指兩方面的事。首先，我們看耶

穌預言聖殿被毀的意義：這一次的預言，發

生在耶穌離開後，西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毀，

羅馬提多將聖殿燒毀之事。事件始末因為一

起不公平的商業官司與希臘商家的挑釁，在

長年委屈受壓迫下，這起事件成為導火線，

造成猶太從民間上至宗教領袖串連起義暴

動。當時的聖殿為大希律執政第十五年所整

建，他在原基礎上擴建一倍，內裝豪華有高

大白色石柱，且有如人高的純金製大葡萄樹

數株，西元64年才完工，過七年即發生毀壞

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歷史上耶路撒冷教會的回

應。當猶太上下同仇敵愾，起義對抗羅馬政

權時，耶路撒冷教會卻是選擇放下民族情感

完全的不參與，以致提早退到約但河外的彼

拉小城。而當羅馬軍攻入耶路撒冷，根據當

代史家約瑟夫記載，有一百一十萬猶太人被

殺、九萬七千人被擄。基督徒卻毫無傷亡，

為什麼？因為當時領袖，最後一位使徒──

約翰正視了此預言，沒有參與這個民族主義

下的衝突。此後也造成基督教正式脫離猶太

教，並使以弗所成為第二個教會的中心。

Ⅱ、預言對基督徒的意義       

 由此事件，我們可以學習預言的兩種性質

與意義：

1.垂直性預言：直到應驗才能明白，其目

的是為了堅固信仰。如約14:29「現在事情

還沒有成就，我預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

情成就的時候就可以信。」指耶穌的死、復

活、差遣聖靈保惠師來，這些當時尚未發生

的事。後來事成，門徒終於明白，且在聖靈

中更被堅固信心。這類預言，人幾乎沒有事

前可參與的餘地。

2.平行性預言：有些預言是為在事件發生

前能被知曉，好及時引發行動。耶穌的聖殿

預言顯然屬於此類，是屬未來性。為要讓門

徒事前知道，好預備了心理與靈性，並來得

及採取行動。

同時，耶穌提醒預言能被明白：「只等真

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

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祂不是憑自己說

的，乃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

將來的事告訴你們。」〝and HE WILL MAKE 

CLEAR TO YOU THE THINGS TO COME." (BAS)

（約16:13）因此，神給預言不是為了讓人

不瞭解，而是會幫助人去領受。因此，針對

末世預言，我們要小心領受。

Ⅲ、耶穌的末世預言

 今天我們確實需要注意耶穌再來之前的預

兆和現象，如同經文所提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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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徵兆和現象

 天災：地震、饑荒、氣候。近年來，世

界各地以及台灣明顯的災難，不論是生發的

頻率或強度已呈倍數，不斷提高，而原因與

人為的溫室效應有密切關係。

 人禍：打仗和打仗的響聲。無解的中東

戰爭引發的歐洲難民問題；逐日升高的南海

衝突，及北韓的挑釁隨時可能帶來的失控，

戰爭陰影威脅著東亞，甚至全球的安定。這

些自然與政治不安的密度增加，正提醒著我

們耶穌所說的末期將近。

 逼迫：人倫家庭關係遭破壞，神的兒女

將受迫害。今天的中東、北非的基督徒難民

必須遠離家園，而歐美不少基督徒已經為著

捍衛聖經的觀點，被自己國家控訴、失去工

作與尊嚴。若要不背離信仰，今日教會需讓

會友有受苦的預備，否則背棄信仰，轉為冷

淡者必不少。當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使教會

面臨壓迫，末期就近了。

 迷惑：宗教上將出現許多假先知，假預

言，信徒因此落在迷惑中。今日看來，似乎

不是假報平安，而是亂報災難的更多。傳媒

中提到某些政治、宗教名人為敵基督的十分

氾濫，確實增加分辨的困難。因此，主提醒

我們要能忍耐分辨，讓福音繼續傳到地極。

2.預言中的提醒： 

 面對災難的預備：以上明顯可以視為

「平行性預言」，就是在預言事件發生前可

以有預備。馬太24:16-20清楚的給予了行動

指示綱領，尤其是當聖城面臨被圍，既是針

對主後七十年的事件，也對末世耶路撒冷的

基督徒說話，那時需迅速出城，不依戀身邊

事物，並祈求不在冬天發生。回顧主後七十

年的耶京被毀之應驗，可見「有耳且聽」與

「不聽」的大不同結果。

 正確詮釋徵兆：耶穌無花果樹的比喻談

到，人可以從無花果樹的嫩芽發出，知道夏

天來了。同樣的，人也可以從前面耶穌所說

的徵兆發生時，知道他再來的日子近了。耶

穌在可13:23說：「看哪，凡事我都預先告

訴你們了！」，顯示他希望人能事先知道，

且有防範與預備，這是愛的提醒與教誨。

 接受「不可知」的部分：關於主再來的

日子，沒有一個「人」可以知道，包括身為

人子的耶穌，也要服於這個身分而有所不

知。這造成歷代不少對此日期的猜測；其

實，重點在於如果我們知道，就不會隨時警

醒，人會等到那日子前一刻才願悔改；這樣

會讓我們在世的日子鬆懈散漫，教會歷史也

恐將改寫。

三、結論: 面對末世信徒該有的預備

(1) 謹慎預備

「謹慎」在馬可13章出現四次，分別是為

──免得入了迷惑；免得遭逼迫時跌倒；免

得受假先知的誘惑；得以持守信仰。這個勉

勵要人在末後能辨識真理、持守信仰、勇敢

站立。可見最重要的預備不是避險的身家財

產，也非逃到異鄉，因為這是普世皆然的挑

戰，而是對主心意與計畫的全面正確認識與

持守。

(2) 儆醒、禱告

 馬可13章也四度提醒當「儆醒」，特別

是34～35節以遠行家主將隨時回來查驗僕人

的比喻，要人儆醒以嚴守崗位。而禱告是使

人能謹慎、儆醒最好的作法，也是主教導面

對苦難減低衝擊之必要。

(3) 察看主再來的徵兆

 彼後1:19提到「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

言，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在這預言上留

意，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裡出現的

時候，才是好的。」

(4) 忍耐到底

「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

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路21:28）

「耶穌再來」顯示他至終必得勝、掌權，

這帶給信徒極大的盼望；持守這個盼望，使

我們能堅忍的面對這個世代的邪惡和苦難，

能堅忍的面對從信仰帶來的挑戰和逼迫，也

能堅忍的面對事奉的挑戰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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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巡禮I

  揚起風帆 成為祝福

「人生下半場」是一個重要的階段；根據心理

學家艾瑞克森的「生命週期」，生命第六階段

「35-65歲」，正是考驗一個人是否會更具有創

造力亦或是停滯；感謝神帶領我在此階段進入

「牧靈諮商碩士科」，並蒙聖靈引領，乘著牧

靈加添的屬靈武器、能力，揚起風帆前往另一

個使命、呼召。

感謝上帝將祂的心意啟示給謝師母，及願意跟

她一同投入心血的每位老師。將心理諮商、內

在醫治、屬靈操練三方面整合起來，成為堅固

牢靠的救人繩索、建造生命的優良配方。

記得專業實習時，有一位個案是年輕、有同性

性傾向的男生。在協助他覺察家庭如何期待、

型塑他的性別內涵時，透過諮商技巧，他以第

三者的眼光觀看小時候所處的家庭環境，發現

長久以來合理化之處，打破一直以來「喜歡同

性是天生」的想法。在一次內在醫治中，神讓

他看見自己的內在誓言：「決定要負起媽媽的

責任」。經由會談，使他能以解惑、恢復與人

的關係，與神的關係更加親密，靈修穩定。這

是牧靈諮商三方整合的堅固力量。

碩二時，在葉貞屏老師的指導下，神感動我

以過去十多年輔導同性戀的經驗，研發預防性

「性別成長團體」。神說；去幫助年輕人覺察

自身性別型塑、增加性別的自信，挽救在惡劣

黑暗環境中所受的損傷，不要等到他們被誘惑

進入同性戀圈子，或在情感上走入歧路後，要

花更大代價才能回頭。讀完碩三時，我告別服

事多年的「走出埃及」，開始開拓、成立「性

別成長工作室」，研發性別講座、課程、團

體，並運用在實習中。看見國高中生、大學

生、成人都能從中得著益處，很令人興奮。記

得有位秀麗的女高中生，小學時有次運動完被

同學嘲笑身上流汗的味道，認定自己不是漂亮

的女生，從此不打扮自己；有位成年弟兄，國

中時精於手工卻被同學嘲笑，往後再也不做手

工藝。原來，不是只有同性戀需要被醫治，我

領悟到：其實每個人都在文化、家庭、生命歷

程中，於性別內涵上，或多或少有所損傷，需

要醫治成長。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智

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是信仰的時代，

也懷疑的時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

節；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

天；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

有；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也走向地獄」~（狄

更斯.雙城記）。媒體的性化、意識形態的性別

爭戰，被綁架的校園「性、性別教育」，我們

身處性解放潮流的時代。即使是教會的年輕人

也無法從律法層面認同，而達到神的真理，他

們需要覺察、更新、感受、裝備。神的心意原

是好的，我們不需要悲觀看待性別問題之浮上

檯面，而是明白這是進行「性、性別教育」、

「建造家庭」的美好時刻─需要本來就存在，

而神呼召我們去滿足它。2015年底，我有幸和

20多位大學老師接受政府舉辦的大學性教育師

資培訓，並拿到證書。緊接著上帝帶領我跟老

師合作，今年在大學講授「戀愛婚姻、性平情

感」兩門通識課。感謝「牧靈諮商」為我的人

生下半場「賦能」，得以盛載滿船的創造力，

揚起風帆，為這世代的性別健康而出發，成為

祝福。

◆牧靈諮商科 第一屆校友 王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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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巡禮II

  師  承  靈  神   學  有  致  用  

◆第十六屆校友 宣道會台東堂 王立偉

 自2009年畢業至今邁入第七年服事，其中所

經歷的，就如聖經所寫的「以恩典為年歲的冠

冕，路徑都滴下脂油」。

 回想來時路，感恩點滴；就學起初，週週

火車通勤，台北台東來來往往五年半的修業，

光是鐵路便當就被我吃掉四五百個。記得開學

的第一週，搭乘北上火車行程中突然心中湧現

一股心酸的感覺；自忖剛才北上第一趟（自強

號、六個多鐘頭），然後週四晚還要搭乘回程

再一趟六個鐘頭，而且不是一週了結，還得年

復一年；但同時平安的聖

靈立即賜予下話語，祂

說：「孩子，你知道嗎？

你每一趟在火車的分分秒

秒都是在服事我」，頓時

溫暖充滿。就這樣，從開

始到完成，開啟了至死忠

心的牧會旅程。

 「青瞑擱驚槍」，剛剛

牧會，面對教會例行「聖

禮」總有許多的第一次，特別是處理第一個追

思禮拜，可把我給操慌了，真的眼不知如何是

好。靈機一動，趕緊找到台東長老會黃牧師諮

詢，從葬儀社接洽到追思禮拜安排可真急煞人

了；經歷初萌的體驗，便學會了建立「牧會智

庫」，找到可供諮詢的牧長。

 牧會的步調慢慢隨即適應，其中適逢周牧師

積極推動「合一」的屬靈工程，感受基督身體

合一的重要性，旋即加入台東牧者聯禱會地區

的合一事工；直到擔任兩任主席，學習到合一

的恩膏的確可以促進城市轉化；如2013年組織

東福盟發動「1027守護家庭義走」，隨即引發

南北各地響應，激發1130凱道集結，促成政府

對「家庭議題」的關切。

 2011年，秀玉學姐邀請參加轉化「牧者兩

天一夜」祭壇禱告會，當下感受國家轉化的異

象，開啟了「祭壇轉化」的旅程。每週城市祭

壇禱告，例月巡迴各縣市祭壇禱告；感謝主，

這歷程經驗見證臺灣正逐步轉化的奇蹟。2012

年，學姐再邀以色列「萬國祈禱院」國際祭壇

暨土耳其「啟示錄七教會之旅」，再一次擴張

臺灣轉化門訓列國的負擔。

 牧會三年後，父神引導加入「五年芥菜種轉

化計畫」，歸隨夏忠堅牧師提供目標導向的牧

會，逐年提昇教會五大功能的素質；其中「宣

教年」前後更開啟了大陸東北短宣的事工，每

年從出團兩梯逐增到今年預達

四梯次。這國度視野的擴展不

就是回應靈神重點的教育；其

中，無論是「轉化旅程」或是

「宣教旅程」，都有台東學長

姐的連結（靈神幫：羅霖、秀

玉、英英、源田、煜清牧師

等），這也是發揮在學受教

「團隊事奉」的精神。

一路走來，回溯當時就讀靈神，本就受感成

為本保守教派（宣道會）靈恩種子；的確，近

幾年教會正在逐步經歷聖靈更新當中。然而目

前也正處於臨界轉戾點，部分「傳統舊皮袋」

仍頗有微言，除了未能接納靈神學位而未能按

牧之外，教會內部的運作也多有掣肘；另外，

家庭中師母仍在大學工作，夫妻仍存在著「同

心同行」的難處，這是未能師承校訓夫妻同工

的缺失，尚請校友特別紀念。

闊別校園多年，每每回憶師長教誨、生活

點滴銘感五內，特別借用本文，邀請今年

10/25~27假本台東所舉辦的「校友退修會」，

再能與師長、校友敘敘舊。感謝院長接納本不

合接受的學生，感謝師長教導關照訓誨，在主

裡問候院長、師母老師同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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