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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神學的總覽圖 Overview of Systematic Theology



1. 神的國與以色列
2. 千禧年

(後千/無千/前千)

3. 基督再來和信徒被提
(災後/災中/災前)

4. 復活、審判、地獄/天堂、新天新地

末世論



世界末日的話題引起許多人的好奇心。
到底信徒應該不理會世界末日,還是應
該認真看待它?一方面,對於「何時世界
末日」的預測盡都錯誤(例如:東方閃電
預言會在2012年12月21日臨到),使許多
人對一切關乎世界末日的說法都深感
懷疑,於是不再理會它。



另一方面,現今有好些傑出學者 (包括無神論者)
認為,人類歷史可能快要結束了,比如2012年國
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的一
的紀錄片採訪了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博斯
特羅姆(Nick Bostrom)教授,他認為人類歷史非
常可能於本世紀結束。在這齣紀錄片,好些科學
家提出人類歷史結束的可能方式,與啟示錄描繪
的世界界末日有相似之處,比如小行星和彗星撞
地球，超級火山爆發和核子戰爭,傳染病和合成
生物學(synthetic biology)意外等。



博斯特羅姆認為,合成生物學的威脅最大,因
為這門科學已經能夠製造殺傷力強、抵抗力
強兼傳播速度快的微生物,加上現今航空發達
,可以將一些瘟疫傳到世界各地。若發生意外
,可能殺害幾十億人口。這些威脅都非常實在
,任何一樣都可能奪去幾十億人的生命。

Sour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0Nf3TcMiHo&list=PL

0ED5CAA90D1ABE56&index=17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0Nf3TcMiHo&list=PL0ED5CAA90D1ABE56&index=176


啟8:10:「第三位天使吹號,就有一顆燃燒著的大星,好像火把一
樣,從天上落下來,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上,和眾水的泉源上。」

大氣層受到嚴重污染,太陽和月亮看來變色,

參啟6:12 : 「羊羔揭開了第六個印的時候,我觀看,

大地震就發生了,太陽變黑,像粗糙的黑毛布;

整個月亮變紅,像血一樣」

啟6:7~8提到的瘟疫:「羊羔揭開了第四個印的時候、
我聽見第四個物的聲音說:『你來!』我觀看,見有一匹灰馬;

騎在馬上的,名字作「死」、陰間也眼隨著他,他們得了權,

可以管轄地上的四分之一,又要用刀劍、饑荒、瘟疫和
地上的野獸去殺人,」





I. 後千禧年 (Postmillenialism)



II. 無千禧年派 (Amillennialism)



II. 無千禧年派 (Amillennialism)

Amillennialism literally means “no millennium,” but such a label is not the 

best descriptor of the position. Realized millennialism is better. The thousand 

years in this view stan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do not designate a literal 

thousand-year reign. Amillennialists argue that the millennium began with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and will last until the second coming. During this time, 

deceased believers reign spiritually with Christ in heaven in the intermediate 

state, awaiting their physical resurrection and the renewal of all things, and 

Satan is bound in the sense of being bound at the cross while the gospel goes 

out to the nations (Matt. 12:29). Other amillennialists think the saints’ coming 

to life refers to regeneration (Eph. 2:6; Col. 3:1) instead of reigning in 

heaven, and thus there is some diversity within amillennialism concerning 

what it means to come to life and reign with Christ.

https://www.esv.org/Matt.%2012%3A29/
https://www.esv.org/Eph.%202%3A6/
https://www.esv.org/Col.%203%3A1/


III.A. 前千禧年派 (Premillennialism) –災後被提



III.B. 前千禧年派 (Premillennialism) –災中被提



III.C. 前千禧年派 (Premillennialism) –災前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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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 我願祢來 Lord Jesus, Maranatha!

今天，我們也相信主耶穌快要回來，並且隨時都會回來，
所以我們要常作準備迎接主再來！Maranatha 提醒我們要
常常定睛在永恆屬靈的事上。向下看，我們只看見地土；
向週圍看，只看見屬地的事；唯有向上看，我們才可以看
見快回來的主。

所以，如果今天你正遭遇挫敗，Maranatha！
如果今天你正在為很多事情憂心不已，Maranatha！
你今天充滿焦慮，不知如何面對，Maranatha！
Maranatha！提醒我們，主快回來了！



Maranatha！ = Come, Lord!

(1 Corinthians 16:22(



主必快來!

Source:

https://youtu.be/zIuJPoE0jOE

(副)

主必快來，主必快來，
我們歡樂迎接主再來，
或在早晨，或正午或夜深，
我知主快再來。



路易斯·伯克富 (Louis Berkhof)

「系統神學是尋求對基督教信仰的
所有教義真理，進行系統的陳述。」

總結



總結

1. 系統神學藉著以經文比較經文，嘗試排除了我們對教
義理解上任何潛在的不一致性。與任何特定主題有關
的所有經文被排列在一起，加以比較；任何看似彼此
矛盾的經文要加以解決，達成和諧。

2. 最後，系統神學的價值在於能對基督徒世界觀作出全
面的解釋。因為它把聖經的真理，組織成一個完善的
系統便可以向世界解釋基督教是什麼，並根據聖經、
以合乎邏輯的方式為它辯護，並勸化和裝備基督徒，
以知識和理性去和他人進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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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讓我們不斷認識主，願我們像東方博士一樣，
謙卑來向祂俯伏敬拜，不惜代價見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