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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主再来

的不同观点



召会被提的不同理论 / 观点

1. 前被提论 (Pre-

tribulationism)

2. 灾中被提论 (Mid-

tribulationism)

3. 灾后被提论 (Post-

tribulationism)

4. 部分被提论 (Partial 

Rapture)



召 会 被 提



灾前被提

灾中被提

灾后被提

七年灾难

无千禧年论

基督第二次
降临

基督第二次
降临



基督再来(a):

为教会/圣徒而来

教会被提

新天
新地

教会时代

复活1(a)

新约教会

复活1(b)

旧约圣徒
灾难圣徒

灾前被提论 (Pre-tribulationism)

千禧年
七年
灾难

基督再来(b):

同教会/圣徒而来

复活2
非信徒
/恶人



教会被提

新天
新地

教会时代

复活1
新约教会
/旧约圣徒

灾后被提论 (Post-tribulationism)

千禧年
七年
灾难

基督再来

复活2
非信徒
/恶人



教会被提

新天
新地

教会时代

灾中被提论 (Mid-tribulationism)

千禧年
七年灾难
3年半 I 3年半

基督再来

复活1
新约教会
/旧约圣徒

复活2
非信徒
/恶人



教会中的“得胜者”被提

新天
新地

教会时代

部分被提论 (Partial Rapture)

千禧年七年灾难

基督再来

教会中的“不得胜者”
留在地上经过灾难

(a)? (b)?



为什么“灾前被提”是正确的?

按圣经教导, 信徒不会经过七年灾难, 因为:

1. 圣经应许教会将被救赎脱离神“将来的忿
怒”(帖前1:10; 5:9)

2. 主必保守教会“免去”普天下人所受的试
炼, 即七年灾难 (启3:10).

3. 天上的“24位长老”(启4:10)

4. “那拦阻的”会被挪去 (帖后2:6-7)

5. “教会”一词启示录6至18章(七年灾难时
期)未曾出现.



(1) 主救教会脱离将来的忿怒

• 圣经应许教会将被救赎脱离神“将来的忿
怒”(帖前1:10; 5:9), 指启示录所描述将要临
到全世界的空前大灾难. 

• “忿怒”(wrath)一词 (希腊文是orgê)在启
示录出现至少6次. 另一个相关的希腊字(常
译作wrath)是 thumos, 在启示录出现10次.

• 神怎样可以按着他的话使教会免受这样的
“忿怒”呢? 最直接的方法是拯救她脱离
大灾难.



启示录中的“忿怒”

忿怒 (wrath, 希腊文: orgê) = 6次

• (1) 启6:16,  (2) 启6:17,  (3) 启11:18,  (4)启
14:10,  (5) 启16:19,  (6) 启19:15

• 都是指七年灾难时期神忿怒的审判.

• 忿怒 (wrath, 希腊文: thumos) = 10次

• (1) 启12:12,  (2) 启14:8,  (3) 启14:10,  (4) 

启14:19,  (5) 启15:1,  (6) 启15:7,  (7)  启
16:1,  (8) 启16:19,  (9) 启18:3  (10) 启19:15 



(2) 教会得免不受普天下人的试炼

1. 主应许教会“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即七
年灾难的时期), 主必保守教会“免去”这试炼(启
3:10). 注: 教会将被保守“免去”这试炼, 而是“
经过”这试炼. 

2. 这节圣经虽然是写给非拉铁非教会, 但因为启示
录2至3章中的七个教会可以代表整体教会说的, 
所以也可以应用在历代信徒身上.

3. “被保守免去”希腊文是 têreô {G:5083} 和 ek 
{G:1537}. 这词汇也出现在 约17:15b (“求你保守
他们脱离那恶者”), 意即: “主要保守属他的门徒
不在那恶者里面”(脱离那恶者之意). 照样, 主也
要保守信徒免去将来那大试炼的时候.



(3) 天上的“24位长老”

• 启示录第4章初次引介出另一类在天上的人
物 — “24位长老”(启4:10). 

• 从圣经整体的记载, 在天上出现的“人物”
只有天使、基路伯、撒拉弗以及其他特别
的“活物”(参结1章), 然而只有在这里, 在
启示录6至18章记述的大灾难来临前, 在天
上出现了24位长老.

• 这24位长老到底是谁呢?最合理的解释是以
他们代表着在灾难前被提的信徒. 由此可以
推论信徒已在灾难前被提.



艾伦(Jim Allen)指出“24位长老”就是教会, 因为:

1. “长老”(希腊文: presbuteros )在圣经中只用来
指人. 他们是: (a) 在以色列地方性的会堂中之代
表(太15:2); (b)在地方教会中的代表(徒20:17,28; 
雅5:14).

2. 数目“24”是根据列王时代在以色列中的代表性
祭司(代下24:1-19). 神应许那些有份于头一次复
活的人将得祭司职分(启20:6). 既然只有教会时
代的信徒(基督徒)在灾难前复活, 所以这里的长
老代表那具有祭司特征的教会(参 启1:6). 

3. “身穿白衣”(white; 希腊文: leukos )是蒙救赎之
人的特征 (启3:5,18; 6:11; 7:9). 启15:6论到天使
的衣著是“光明” (bright; 希腊文: lampros )而
非“白(衣)” (white; 希腊文: leukos )



4. “头上戴着金冠冕”. 这里的“冠冕”(希腊文: 
stephanos , 意即“得胜者的冠冕”, 而非 启19:12所
谓的 diadêma , 意即“皇帝的冠冕”)

• 按最自然的解法是指主应许给教会时代的信徒之冠
冕(启2:10; 3:11; 提后4:8; 雅1:12; 彼前5:4). 

• 他们戴着冠冕(即得胜者的冠冕)一事清楚表明他们
事奉的评估已过, 他们已得到冠冕为奖赏

• H.A. Ironside 认为这24位长老包括现今的教会和旧
约的圣徒. 但旧约以色列国的圣徒要等到灾难结束
后才复活(但12:1-2), 并在受审和得赏赐后进入千禧
年(启11:18), 所以旧约圣徒不会包括在灾难前被提
的圣徒当中, 因他们是与以色列国有关. 

• 在七年灾难前, 只有早已被提和受审的教会出现在
天上, 并以24位长老的身分呈现, 在宝座前执行“君
王兼祭司”(king-priests)的职任.



(4) “那拦阻的”会被挪去

1. 在大灾难期间,“那拦阻的”将会被挪去(帖
后2:6-7), 是指那拦阻敌基督势力的“圣灵
”而言; 因为只有圣灵才可以管制或抗衡敌
基督的势力.

2. 圣经说圣灵内住在所有基督徒里面(约
14:17; 弗1:13). 如果基督徒或教会必须经过
地上的大灾难, 那内住的圣灵还在地上全面
运作, 这样的话, 敌基督就不能全面彰显了. 

3. 只有当基督徒或教会被提, “那拦阻的”(指
圣灵)被挪去后, 敌基督才能全面大展拳脚, 
大肆破坏.



(4) 神拯救义人脱离灾难

1. 旧约中的以诺被提，以及
罗得被拯救脱离灾难的事
迹 (参 创5:24; 19:22), 可
作“神拯救义人脱离神圣
忿怒”的楷模. 

2. 他们分别在灾难来临之前
, 被主保守“免去”忿怒
的时刻 (参 启3:10).





(5) 教会一词没出现在 启6-18

1. “教会”一词在启示录6至18章中未曾出
现, 暗示教会不会出现在大灾难中. 

2. 至于那些在大灾难中的圣徒(启7:1-8, 9-
14; 13:7), 是指大灾难时候信主的人 (启
7:14: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
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并非现今教
会的信徒. 

3. 在圣经中, “圣徒”一词可指: (a) 旧约的
圣徒(诗85:8); (b) 新约的圣徒(林前1:2); 
(c) 大灾难的圣徒(启7: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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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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