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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第二次再來時的星象 

 

<=> 這是耶穌最後一次的講道，禮拜三晚上，受難日前一天。 

耶穌第一次降臨的事情，大家都熟悉，舊約聖經有 300多處關於耶穌降生的事已應驗。同樣地

關於耶穌第二次再來的預言也一定會應驗。 

→ 路加福音 Luke 21:25-28「25 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

慌慌不定。26天勢都要震動，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27那時，他們要看見人

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雲降臨。28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 

 主再來時要顯出祂的能力與榮耀 v:26“天勢都要震動”power of heaven will be shakened. 

→ 這是接續門徒在路加福音 Luke 21:7-8所發的問題，所作的回答。 

 路加福音 Luke 21:7-8「7他們問他說：夫子！什麼時候有這事呢？這事將到的時候有什麼預兆呢？8耶

穌說：你們要謹慎，不要受迷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又說：時候近了，你

們不要跟從他們！」 

→ 同樣的經文在馬太福音Matthews 24:3「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的來說：請告訴我們，什麼時

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兆呢？」；馬可福音 Mark 13:4「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這

些事呢？這一切事將成的時候有什麼預兆呢？」 

※ 有什麼豫兆呢？"What will be the signs?" 

※ 祂什麼時候再來呢？"When will He come?" 

 

=> 順序 sequence 

路加福音 Luke 21:25 "And there shall be" 原文中有 "and"；表示聯結 v:25前發生的事之後，與 v:24

聯結一起。 

→ 從現在到主耶穌再來中間，主說有 

1) 假冒的事 deception 

v:8「耶穌說：你們要謹慎，不要受迷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又說：

時候近了，你們不要跟從他們！」誤導了百姓。假的基督教充斥。（proliferation of false Christianity.) 

It's representation, growing, flourish to it's peak.） 

 同樣地在馬可福音Mark 13:24-27「24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
25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26那時，他們（馬太二十四章三十節是地上的萬族）要看見人子有

大能力、大榮耀，駕雲降臨。27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選民，從四方（方：原文是風），從地極直到天

邊，都招聚了來。」馬可福音 Mark 13:6「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

許多人。」（deception） 

2) 災難 disaster全球性地 

 路加福音 Luke 21:9「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不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只是末期不能

立時就到。」 

路加福音 Luke 21:10-11「10當時，耶穌對他們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11地要大大震動，多

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 

3) 逼迫 persecution，不斷地升高 

 路加福音 Luke 21:12-19「12但這一切的事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們，逼迫你們，把你們交給會堂，

並且收在監裡，又為我的名拉你們到君王諸侯面前。13但這些事終必為你們的見證。14所以，你們

當立定心意，不要預先思想怎樣分訴；15 因為我必賜你們口才、智慧，是你們一切敵人所敵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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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不倒的。16連你們的父母、弟兄、親族、朋友也要把你們交官；你們也有被他們害死的。17你們

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18然而，你們連一根頭髮也必不損壞。19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魂（或

作：必得生命）。」 

4) 報應的日子 

 路加福音 Luke 21:20-24「20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場的日子近了。21那時，

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裡的應當出來；在鄉下的不要進城；22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

所寫的都得應驗。23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

怒臨到這百姓。24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

期滿了。」 

又稱為主的日子（Day of the Lord）一切都被消滅，恐怖的日子。 

→ 人類歷史的尾端結束時，馬可福音Mark 13:19記載了大災難（a time of tribulation）嚴重，慘

痛，是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福音也會傳開，有人會信主。引爆點在馬可福音Mark 13:14「你

們看見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不當站的地方（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

也就是在七年大災難的中期 3 1/2 年時，敵基督者要進入聖殿，自稱為上帝，褻瀆上帝的

殿，要所有人拜他，但以理書 Daniel 9:27「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他必

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行毀壞可憎的（或譯：使地荒涼的）如飛而來，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

（或譯：傾在那荒涼之地），直到所定的結局。」 

但以理書 Daniel 12:10-13「10必有許多人使自己清淨潔白，且被熬煉；但惡人仍必行惡，一切惡人

都不明白，惟獨智慧人能明白。11從除掉常獻的燔祭，並設立那行毀壞可憎之物的時候，必有一千

二百九十日。12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那人便為有福。13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到

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 

在以色列人以為和平協議簽完，自以為高枕無憂時，敵基督者在合約三年半後毀約。 

馬可福音 13:15-17描述災難的可怕，另一次的 holocaust，這時仍存活的人要趕緊逃命。 

→ 馬可福音Mark 13:24-27。v:24「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 

"After that tribulation" 大災難後，v:26「那時，他們（馬太二十四章三十節是地上的萬族）要看見人子有

大能力、大榮耀，駕雲降臨。」"And then" 人子有大能力大榮耀降臨 "in power and glory" “那

些日子那災難以後”多久沒有說，從比較但以理書 Daniel 12:11-12，1290天，1335天與三年

半，1260天的差距，也許可以推算出大災難結束後 45天，主要第二次再來地上。 

→ 1260天與 1290天差的解釋，因為但以理書 Daniel 9:27說的敵基督者用 30天作準備，宣示，

立像詔告天下，才帶來了後 3 1/2 年的後期大災難；另一說 30天是主在大災難後審判以色

列與列國的時間。 

→ 1335 天與 1290 天中間有 45 天，一種解釋是主在空中顯現（大災難結束時）45 天後腳踏

上橄欖山帶進我們進入千禧年國；總之在大災難結束後 45 天，我們所盼望的，以色列所

等候的上帝的祝福，終於給了我們千禧年國的祝福。 

有 45天可以設立聖徒統管全地。（All new governments require a transition period; and the saints 

who will rule and reign with Christ 但以理書 7:27；啟示錄 20:4；must be given their assignments and 

instructions as to how to operate during the new age.） 

→ 另一說有 45天的環境大毀滅，再來千禧年的改變。 

 

=> 主再來時的佈景會呈現什麼（staging）？ 

→ 路加福音 Luke 21:25-26「25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

就慌慌不定。26天勢都要震動，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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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福音Mark 13:24-27「24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25眾星要從

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26那時，他們（馬太二十四章三十節是地上的萬族）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

榮耀，駕雲降臨。27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選民，從四方（方：原文是風），從地極直到天邊，都招聚

了來。」 

→ 馬太福音Matthews 24:29「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

墜落，天勢都要震動。」 

→ 馬可福音Mark 13:24「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 

→ 在大災難之後，結束之後，在天空有豫兆 signs出現，帶來主耶穌的再臨。 

 signs before Lord's return, time of tribulation end, something the world have never seen before, never 

imaging before; the final judgment of God will come. 

→ 全世界發生最重大的事件，全世界都要看見，不像主第一次來，只有少數人目睹。 

 馬可福音Mark 13:25-26「25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26那時，他們（馬太二十四章三十節是

地上的萬族）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榮耀，駕雲降臨。」 

It is a clear indication to the world that He is coming. 

→ “那些日子”指的就是大災難的日子（啟示錄第 6 章到第 19 章），那災難之後主要再來， 

 馬太福音Matthews 24:29-31「29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

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30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

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31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

方（方：原文是風），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 天勢都要震動（power will be shakened），All powers that hold it in it's orbit will be altered. 地

球要傾斜，環保的大災難，自然界的大反常，大異常，天昏地暗，一切都要改變；有 45

天。 

→ 馬太福音Matthews 24:29「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

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過去”immediately，馬上立刻隨時都會發生。 

→ 這是主報應仇敵的日子 Day of vegenence。 

→ 馬可福音 Mark 13:27「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選民，從四方（方：原文是風），從地極直到天邊，都

招聚了來。」 

<=> 人們的反應 

路加福音 Luke 21:25「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慌慌不

定。」 

 人想逃避，躲避（啟示錄 Revelation  6:26；但以理書 Daniel 7:13）不知所措，不知道為什麼？不知

如何應付，害怕恐慌，不知自己何時會死。Men were terrified, in perplexity, fainting with fear. 

→ dismay (terror); perplexity (confusion) 這個字只出現一次。fainting (die)，嚇得半死。 

<=> 豫兆 Sign of coming 

主的再臨之前有豫兆，但主的降臨我怎知？有什麼豫兆 

主自己就是最好的豫兆，最好的證明，祂親自再臨地上。 

Jesus, the Son of God is the sign, in full power ad glory. 

→ "than they will see" 馬可福音 Mark 13:26「那時，他們（馬太二十四章三十節是地上的萬族）要看見人子

有大能力、大榮耀，駕雲降臨。」馬太福音 Matthews 24:30「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

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 sign in the dark. 在黑暗中的兆頭，主自己就是那光，大光，榮耀光輝，燦爛。 

→ 地球，環保，到了那日見真章，因為早已決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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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地球偏離軌道，太陽無光...，世界的災難海嘯、地震、火山爆發，只要星球軌道偏一

點，靠近一點，整個世界的災難，天災可怕至極，沒日沒夜，直到主再來才有榮耀的真光。 

<=> 主再來不是秘密地來，全世界都要驚訝，全世界都要看見。 

→ 啟示錄 Revelation 1:7「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

要因他哀哭。這話是真實的。阿們！」 

→ 帖撒羅尼迦後書 2 Thessalonians 1:5-10「5這正是神公義判斷的明證，叫你們可算配得神的國；你們

就是為這國受苦。6神既是公義的，就必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7也必使你們這受患難的

人與我們同得平安。那時，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8 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

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9 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10 這

正是主降臨、要在他聖徒的身上得榮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為希奇的那日子。（我們對你們作的見

證，你們也信了。）」 

→ 使徒行傳 Acts 1:9-11「9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便看

不見他了。10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11加利

利人哪，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

樣來。」 

→ 耶穌對門徒的解答門徒並不驚訝，因為熟讀舊約。聖經多處記載，一定會應驗。 

→ 以賽亞書 Isaiah 13:6-14「6你們要哀號，因為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這日來到，好像毀滅從全能者

來到。7所以，人手都必軟弱；人心都必消化。8他們必驚惶悲痛；愁苦必將他們抓住。他們疼痛，

好像產難的婦人一樣，彼此驚奇相看，臉如火焰。9 耶和華的日子臨到，必有殘忍、忿恨、烈怒，

使這地荒涼，從其中除滅罪人。10 天上的眾星群宿都不發光，日頭一出就變黑暗；月亮也不放光。
11我必因邪惡刑罰世界，因罪孽刑罰惡人，使驕傲人的狂妄止息，制伏強暴人的狂傲。12我必使人

比精金還少，使人比俄斐純金更少。13 我─萬軍之耶和華在忿恨中發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動，使

地搖撼，離其本位。14人必像被追趕的鹿，像無人收聚的羊，各歸回本族，各逃到本土。」 

→ 以賽亞書 Isaiah 34:6「耶和華的刀滿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並公綿羊腰子的脂油滋潤

的；因為耶和華在波斯拉有獻祭的事，在以東地大行殺戮。」 

→ 以賽亞書 Isaiah 24 

→ 約珥書 Joel 2:1-2「1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在我聖山吹出大聲。國中的居民都要發顫；因為耶和華的

日子將到，已經臨近。2 那日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鋪滿山嶺。有一隊蝗蟲

（原文是民）又大又強；從來沒有這樣的，以後直到萬代也必沒有。」 

→ 約珥書 Joel 2:10「他們一來，地震天動，日月昏暗，星宿無光。」 

→ 約珥書 Joel 2:30-32「30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31日頭要變為黑暗，月

亮要變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32 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

因為照耶和華所說的，在錫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華所召的。」 

→ 約珥書 Joel 3:1-2「1到那日，我使猶大和耶路撒冷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2我要聚集萬民，帶他們下

到約沙法谷，在那裡施行審判；因為他們將我的百姓，就是我的產業以色列，分散在列國中，又分

取我的地土，」 

→ 約珥書 Joel 3:15-17「15日月昏暗，星宿無光。16耶和華必從錫安吼叫，從耶路撒冷發聲，天地就震

動。耶和華卻要作他百姓的避難所，作以色列人的保障。17 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且

又住在錫安─我的聖山。那時，耶路撒冷必成為聖；外邦人不再從其中經過。」 

→ 約珥書 Joel 3:18「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猶大溪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從耶和華

的殿中流出來，滋潤什亭谷。」 

→ 以西結書 Ezekiel  38:19-23「19 我發憤恨和烈怒如火說：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動，20 甚至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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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魚、天空的鳥、田野的獸，並地上的一切昆蟲，和其上的眾人，因見我的面就都震動；山嶺必崩

裂，陡巖必塌陷，牆垣都必坍倒。21主耶和華說：我必命我的諸山發刀劍來攻擊歌革；人都要用刀

劍殺害弟兄。22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罰他。我也必將暴雨、大雹與火，並硫磺降與他和他的軍

隊，並他所率領的眾民。23我必顯為大，顯為聖，在多國人的眼前顯現；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 哈該書 Haggai 2:6-9「6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滄海，與旱地。7

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必都運來（或譯：萬國所羨慕的必來到），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這是萬軍之

耶和華說的。8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9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 西番雅書 Zephaniah 1:14-18「14耶和華的大日臨近，臨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華日子的風聲；勇士

必痛痛地哭號。15那日是忿怒的日子，是急難困苦的日子，是荒廢淒涼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雲

烏黑的日子，16是吹角吶喊的日子，要攻擊堅固城和高大的城樓。17我必使災禍臨到人身上，使他

們行走如同瞎眼的，因為得罪了我。他們的血必倒出如灰塵；他們的肉必拋棄如糞土。18當耶和華

發怒的日子，他們的金銀不能救他們；他的忿怒如火必燒滅全地，毀滅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

毀滅。」 

=> 啟示錄 Revelation 6:12-17「12揭開第六印的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
13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14天就挪移，好像書卷被捲

起來；山嶺海島都被挪移離開本位。15地上的君王、臣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切為奴的、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巖石穴裡，16向山和巖石說：倒在我們身上吧！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

羊的忿怒；17因為他們忿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 

→ 啟示錄 Revelation 8:1-13「1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二刻。2我看見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

天使，有七枝號賜給他們。3 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他，要和眾

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4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5天使

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隨有雷轟、大聲、閃電、地震。6 拿著七枝號的七位天使就預

備要吹。7 第一位天使吹號，就有雹子與火攙著血丟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樹的三分之一被燒了，一

切的青草也被燒了。8第二位天使吹號，就有彷彿火燒著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9海中

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隻也壞了三分之一。10第三位天使吹號，就有燒著的大星，好像火把從天上落

下來，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眾水的泉源上。11 這星名叫茵蔯。眾水的三分之一變為茵蔯；因水變苦，

就死了許多人。12第四位天使吹號，日頭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擊打，以

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晝的三分之一沒有光，黑夜也是這樣。13我又看見一個鷹飛在空中，並

聽見他大聲說：三位天使要吹那其餘的號。你們住在地上的民，禍哉！禍哉！禍哉！」 

→ 啟示錄 Revelation 16:17-21「17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成了！
18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厲害的地震。19那大城裂為

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他。20各海島都逃

避了，眾山也不見了。21 又有大雹子從天落在人身上，每一個約重一他連得（一他連得約有九十斤）。為這

雹子的災極大，人就褻瀆神。」 

 

<=> 結論： 

彼得後書 2 Peter 3:1-14「1親愛的弟兄啊，我現在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這兩封都是提醒你們，激發

你們誠實的心，2叫你們記念聖先知預先所說的話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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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譏誚說：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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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他們故意忘記，從太古，憑神的命有了天，並從水而

出、藉水而成的地。6故此，當時的世界被水淹沒就消滅了。7但現在的天地還是憑著那命存留，直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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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用火焚燒。8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

如千年，千年如一日。9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

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10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

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11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

樣敬虔，12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13但我們

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14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己

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