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怎么了？
惊涛骇浪、令人震惊、伤痛的一年

•墨尔本、美国加州的森林大火

•非洲蝗虫的侵袭

•最大规模的冰山溶解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

•经济衰退危机



人非万能，不可为所欲为

•当人类自以为平安、丰裕之时，自以为人是万能的，可
以为所欲为，只要我喜欢、方便、得益，没有什么不可
以做的。

•哥林多前书
10:11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10:12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2050年后的全球危机



在一切的灾害之后，
我们学到了什么？



先知耶利米、但以理的警戒

•目睹南国犹大的悖逆与亡国

•君王、人民被掳至巴比伦

•感谢神！耶利米预言70年后归回

•耶 29:10「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
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
言，使你们仍回此地。」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9646&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先知以赛亚
的宣告

•赛 10:22以色列啊，你的百
姓虽多如海沙，惟有剩下的
归回。

•罗 9:27以赛亚指着以色列
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
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
的余数。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7873&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8183&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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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

神从万族中
拣选了
亚伯拉罕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
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
叫别人得福。

《创世纪12:2》



亚伯拉罕

神从万族中
拣选了
亚伯拉罕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
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
叫别人得福。

《创世纪12:2》

亚伯拉罕在迦南
地住了10年，
仍无子女。

亚伯拉罕回应了神的呼召



亚伯拉罕

以实玛利

阿拉伯人

神从万族中
拣选了
亚伯拉罕

妾:夏甲 妻:撒莱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
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
叫别人得福。

《创世纪12:2》



以实玛利 –
阿拉伯人的始祖

•罗 9:8这就是说，肉身所生
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惟独
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

•罗 9:9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
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
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以实玛利不是因信得来的，
而是用自己的方法得到的。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8164&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8165&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亚伯拉罕

以实玛利 以撒

阿拉伯人

神从万族中
拣选了
亚伯拉罕

妾:夏甲 妻:撒莱

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我
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
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创世纪17:5~6》



亚伯拉罕

以实玛利 以撒

以扫 雅各
以东人

阿拉伯人

神是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的神

长子 次子



以扫失去了长子的名分 – 以东人

•来 12:16恐怕有淫乱的，
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
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
名分卖了。

•代下 28:17因为以东人又
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

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
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
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创25:34)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22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1782&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亚伯拉罕

以实玛利 以撒

以扫 雅各

流便 西缅 利未 犹大

大卫

但 拿弗
他利

迦得 亚设 以萨
迦

西布
伦

约瑟 便雅
悯

雅各的后裔
12支派成为
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



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
人不随从耶和华，陷
在大罪里。《王下17:21》

耶罗波安 罗波安

大卫

所罗门

北国以色列
10支派

南国犹大
2支派



北国10支派的人都被弃绝了吗？
•历代志下

• 11:13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波安。
11:14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
因耶罗波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事奉耶和
华。
11:15耶罗波安为丘坛、为鬼魔（原文是公山羊）、为自己所铸
造的牛犊设立祭司。
11:16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
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

•我们常常会将过错归咎于环境，但是却忽略了人可以选择自己的
道路。



大卫/所罗门
王国

北国以色列
10支派

南国犹大
2支派

利未人和少数
敬畏神的百姓

耶罗波安 罗波安

722BC亡于亚述与
外邦人同婚后成为

撒马利亚人



722BC亡于亚述
与外邦人同婚后

成为撒马利亚人 加上第2、3次
人数不多的归回余民

586BC亡
国被掳至
巴比伦

70年后仅5万人
归回耶路撒冷

大卫/所罗门
王国

北国以色列
10支派

南国犹大
2支派



犹太人自此
被异族统治
期盼弥赛亚
的救赎

•以色列民被掳归回后，
再次经历波斯、希腊、
罗马三大帝国的连续
统治。

•期盼等候如同大卫王
的后裔–弥赛亚来临拯
救他们。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

•但耶稣不是要建立的地上的国，而是永恒的国。
•犹太人却弃绝了耶稣，就是众先知预言的弥赛亚，将耶稣
钉上十字架。
•耶稣在世传道时，呼召了12使徒跟随祂。
•耶稣升天时，跟随在旁的仅约120人。
•特别选召了保罗，作为外邦人福音的使者。
•福音从这一小撮人开始，传遍天下。
•初代教会的圣徒们，在极大的逼迫下，仍然冒着生命的危
险，将福音传开了。
•如今我们都因这些圣徒的坚忍得以蒙恩，福音传遍天下。



犹太人的命运坎坷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犹太人却弃绝了耶稣，也就弃绝了救恩。

•公元70年罗马提多将军强暴镇压，耶路撒冷城又一次遭
到彻底毁灭的命运。犹太人多次掀起波澜壮阔的民族起
义，但屡次失败，最后被迫向世界各地流亡；犹太民族
漂泊流散于世界各国。

•1934年希特勒上台后，犹太人大受迫害，希特勒公然宣
布要消灭全欧洲的犹太人。希特勒总共杀害犹太人达六
百万之多。

•直到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复国



先知耶利米
对当代犹太
人的警告

2:27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
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
向我，不以面向我；及至遭遇患难
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

9:13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
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
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
9:14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
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

15:6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
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
你。我后悔甚不耐烦。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
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彼得前
书5:8》

每一个世代的圣徒都要面对艰难处境



The Conversion Bill



禁止性别压制法案 (The Conversion Bill)

•禁止对个人性别的倾向予以压制

•禁止教会、基督教学校教导圣经观念的性别认同

•父母亲的反对可视为“家庭暴力”

•禁止为压抑性别提供劝导及祈祷

•任何人都可匿名投诉

•违反者刑责最高可达10年监禁和50万元罚款

•澳洲将面临的最危险法案



Acl.org.au

Australian Christian Lobby



耶21:8「你要对这百姓说：
『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
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
在你们面前。
21:14耶和华又说：我必按
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

耶利米书：两条道路



3:26所以，你们因信基
督耶稣都是 神的儿子。
3:29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
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加
拉太书)

我们成为了神的选民



请问您退缩了吗？

您选择走向哪一条道路？



一次得救就
永远得救吗？

受过洗就是(永远)
得救吗？？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
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前 4:7）

•来 2:1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
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你已经习惯不参加聚会了吗？

•你已经多久没有好好灵修、祷告了吗？

•我们又随从这个世代的生活、价值观
了吗？又回复没信主前的生活了吗？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454&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97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心中不满、抱怨、失望、无奈

•我们可能对这个世代不满

•对国家、对领导人厌恶

•对许多的制度与现象感到愤怒

•对大环境感到无奈

•对家庭、配偶、儿女满了抱怨

•甚至于对教会、对牧者、对人、对自己都感到失望

•但是我们不能对神失去了信心



但以理所处的世代

•以色列人是神尊贵的选民，敬畏神的族群。
•但看到自己的君王悖逆神、人民拜偶像，生活陷
在大罪里
•十几岁的少年人，为了不玷污自己，拒绝了丰盛
美味的王膳。
•为了不敬拜偶像，被丢入烈火的窑中。
•为了持守敬拜祷告的生活，被扔进狮子坑里。
•在异教的外邦人中，坚定持守着信仰。



带着即便如此、即或不然的信心，将自己交付与神

即便如此，我们所事奉的
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
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
我们脱离你的手；
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
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
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但

3:17~18)



不向巴力偶像屈膝的七千人

•先知以利亚像神的抱怨
19:14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 神大发热心；因
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
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19:15耶和华对他说：
19:18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
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列王记上19:14~18）

•即便做一个无名者，却坚忍地、持守敬畏、跟随神的道
路。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
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常在 神的爱中，仰望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犹大书
1:20~21》

持守真道 直到永生



我们都是蒙恩的子民
成为得胜的余民

• 提前 6:12你要为真道打那
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 启 2:10你务要至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801&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72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奔跑不放弃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