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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危险的日子	
张成 

谈到末世的特征，很多人关注的是天灾。看到新冠病毒全球性爆发，我

们就开始紧张了，以为末世临到了。圣经告诉我们，天灾不是世界末了的主

要征兆，天灾只是神给世人的一个提醒：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我们的年日

是有期限的。所以当趁着还有平安的日子，要抓紧时间遵行神的旨意，这才

是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在平安的日子，千万不要像世人那样忙着又买又卖、

又吃又喝。世人就是这样生活的，但是作为认识神的人，我们不要做糊涂人。

天灾只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年日是有限的，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时间。平安

的日子是让你做神的工作，瘟疫期间连聚会都困难，更别说传福音，带领人

认识神。你看到平安的日子多宝贵吗？我们的年日是有限的，基督徒一定要

清楚这一点。 

我在上一篇信息已经告诉大家，末世最大的危险是不法的事。我把不法

的事比喻成今天的新冠病毒，两者有极相似之处。不法的事如同属灵瘟疫到

处在传播，无孔不入，无所不在，防不胜防。我们教会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

了？可能有些人只是刚刚被感染，可能有的人已经病入膏肓了。有点像新冠

病毒，传播力超强，令人防不胜防。新冠病毒就如同不法的事，无声无息地

在传播，等你发现时已经太迟了。主耶稣说，末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法

的事不断地增多。但为什么我们一点都察觉不到呢？这就是教会所面对的危

险，我们不但察觉不到，甚至已经被不法的风气同化了。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看的是提摩太后书 3章 1-5 节： 

1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2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

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渎、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
3
无亲

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
4
卖主卖友、

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
5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

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提后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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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提摩太是牧师，如果连牧师也要防备末世的

危险，更何况我们。有多危险呢？就是连牧师也不能幸免这危险，所以保罗

必须提前告诉提摩太要防备、要躲开。瘟疫期间大家都懂得要保持距离，保

持距离就是远离病毒，免得被感染。我们属灵上有这种安全意识吗？ 

其实保罗说的话跟主耶稣说的是一样的。保罗这里谈的一连串恶事就是

不法的事。这些不法的事将会渗透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教会，最后成了人

人都习以为常的常态。不法的事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教会，使教会失去原本该

有的圣洁、良善的本质。 

这里告诉我们，末后的日子必有危险的日子，这是什么样的危险呢？就

是 5 节说的：有敬虔的外貌。这是危险吗？什么是“敬虔的外貌”？意思是

说，牧者或者信徒只有宗教外壳，表面很热心，但里面已经变了质，没有了

“敬虔的实意”。“实意”原文是“能力”，言下之意是，有很好看的宗教

包装，却没有相应的生命能力。表面很敬虔，里面却充满了不法的事，这就

是末世教会的特征。我们先不要去关注别人的教会，最重要的是对照自己，

我们教会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这里提到“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我们先明白什么是“敬

虔”？我们看使徒行传 10章 1-2节： 

1
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2
他是个

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徒 10:1-2） 

这里提到一个叫哥尼流的罗马军人。罗马军队会把部队分成好多个营，

每个营都有个独特的名字。哥尼流是属于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圣经称他是一

个虔诚人。“虔诚”的原文就是“敬虔”。什么是敬虔呢？虔诚人有什么特

征呢？这里描绘得一清二楚。 

首先，他是个敬畏神的人。这是他里面的状态，他心里敬畏神。一个人

若心里敬畏神，很自然就会体现在他的行事为人，所以这里说到他多多周济

百姓。哥尼流非常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他对人有那份关爱，因为他敬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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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提到他常常祷告神。这份对神的敬畏产生了跟神的互动关系。常

常祷告神是他向神的回应，神也因着他的回应，带领彼得来向他传得救的福

音。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可见敬畏神非常重要，这是敬虔的基础。 

那么不敬虔的表现是什么呢？提摩太后书 3 章 1-5 节就列出了一连串的

不敬虔行为。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自夸、狂傲就是爱表现自己，好为首，

绝不能低人一等。谤渎（或亵渎）通常是指说了神憎恶的话。比如有些基督

徒经常说神感动他说什么、做什么，给人一个非常敬虔的形像。但是如果神

没有感动你，你就是在说亵渎的话。有敬虔外貌的人很喜欢说这种宗教的话，

为要显得比别人敬虔、属灵。其实这是不敬畏神，是不法的表现。 

保罗还提到很多跟言语有关的不敬虔表现，比如好说谗言。你是不是那

种喜欢说长道短、搬弄是非的人呢？ 

只要我们心里不敬畏神，不管我们表面有多敬虔，心里真正的意念总会

在言语中流露出来。所以保罗也提到了“好说谗言”，就是爱说长道短、搬

弄是非。教会里有很多信徒喜欢用关心人为理由说长道短，甚至论断人。这

是神极其憎恶的行为。所以要知道一个人是否敬虔，只需留意他的言语，因

为言由心生，这是骗不了人的，只能骗同类，骗不了属灵人。 

敬虔的表现是什么呢？也是体现在言语方面，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如果

你敬畏神，你绝不敢在言语上随便，也不敢按自己的意思评论别人。所以敬

畏神很重要，它能保护我们远离无天无法、任意妄为的状态。 

这就是保罗说的末世危险：有敬虔的外表，生命却没有敬虔的能力，可

谓虚有其表，表里不一。教会里的人可能很热心传福音、热心唱诗歌、热心

聚会，经常高喊哈利路亚，但是面对不法的事，却没有能力战胜。主要原因

是我们心里不敬畏神。不敬畏神就不能从神那里支取能力战胜不法。 

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要未雨绸缪，防范这场属灵瘟疫。这场末世的属灵瘟

疫会改变教会的本质，成了酝酿、传播不法的媒介。我们也要好好在神面前

省察，因为我们教会也不比别的教会好，圣经的话是对每间教会说的。我们

要好好反思，到底我们偏离了神的标准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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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虔外貌的危险 

这一连串关乎不法的事的经文几秒钟就看完了。不法的事真的那么难分

辨吗？比如说贪爱钱财难分辨吗？看看教会里谁贪爱钱财不就知道了吗？我

举一个例子告诉你真的很难分辨。很多年前，教会来了一个基督徒。刚刚认

识他的时候，觉得他还挺不错的，经常鼓励人要发奋、自强、努力。他是做

生意的，他也很关心他的员工，至少从他的话中谈到员工有什么需要，他就

会想办法帮忙。做生意的人有这份意识还是少有的。 

但慢慢地我发现他喜欢借贷。做生意的人离不开借贷，在常人看来似乎

很正常，但对我来说是不正常的。他的生意不好，为了能继续经营，他就把

房子都抵押了，还经常向人借钱周转。弟兄姐妹提醒他基督徒不该靠借贷维

持生意，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不要亏欠人任何东西。靠借别人的钱来维持自己

的生意是不应该的，你是在拿别人的钱炫富。如果亏了，你肯定无法偿还，

最后还不是别人得帮你承担后果。你是在亏欠别人的血汗钱。 

你知道他如何为自己辩解吗？他说，旧约圣经也教导要借钱给有需要的

人，所以借钱做生意是符合圣经的教导。言下之意是，如果他生意资金周转

有困难，教会就必须借钱帮助他度过难关。弟兄姐妹和同工都无法反驳他的

谬论，尽管大家都感觉不妥，但说不上来错在哪里。后来我对他说：“圣经

说的是你应当借给贫穷的人，不是支持你向人借钱经营生意。”但他把圣经

的话颠倒过来，认为自己就是那个有需要的人，所以他可以向人借钱。 

这就是敬虔的外貌。他可以说得头头是道，甚至有圣经的话作为依据。

后来他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他甚至连自己的员工都不放过，不但拖欠工资，

他还以加入成为股东的名义向员工“借钱”。比如你参与五万就可以成为“股

东”，年底还可以拿到五千元的分红。听起来是很好的投资，比放在银行定

期的利润高出好多倍。但员工却不知其实这五万元早已被拿去填坑了。给你

的五千元分红也是取自你那五万元。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成了烤全

羊。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加入股东也意味着要承担他的债务。这就

是可怕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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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那么容易分辨吗？不容易。同类相吸，如果你也是向他那样贪爱

钱财，你会非常欣赏他的“智慧”。你会非常认可他所做的，甚至也想向他

学习。后来我们发现他用信用卡套现，还鼓励那些“股东”办信用卡套现帮

助公司周转。因为他屡劝不改，不断违背圣经的教导，羞辱神的名，我们只

好把他赶出教会。 

不要把教会看成是做买卖的地方。试想想，一个大教会有几百到上千人，

你加入之后就可以在里面做生意。教会里也有各种微信群，加入之后就可以

在里面推广你的产品。你卖给他们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也合理，大家互利，

完全符合“彼此相爱”的精神。有什么问题呢？问题是，这是神的教会，不

是菜市场，你把神的教会看成是交易场所，说到底就是想利用教会帮自己致

富，这就是不法！ 

保罗说贪爱钱财是不法的一个特征，这是千真万确。我们要很小心，因

为不法的风气不断地在渗透教会。如何渗透教会呢？就是借着你和我，借着

信徒和牧者，把这些不法的风气带进教会，感染全会众。试想想，如果每个

信徒都在教会里做微商，教会岂不是变质了吗？教会还是敬拜、祷告神的殿

吗？主耶稣责备犹太人把神的殿变成了盗贼聚集的窝点，因为他们目中无神，

公然在神的殿里大做买卖（太 21:12-13; 约 2:13-16）。所以耶稣把这些买

卖人赶出神的殿。如果我们不洁净教会，神就会审判我们！ 

不法的根源 

不法的事的根源是什么呢？保罗在写这一连串不法的事的时候，我留意

到他在用词上故意做了一些对比。中文不是很明显，看希腊文就比较明显。

最后两个事项都是组合词，都跟“爱”字有关。第一个组合词是“爱+自己”

（专顾自己），第二个是“爱+钱”（贪爱钱财），最后两个“爱+神”和“爱

+宴乐”。“爱神”是放在最后，但却加了个“不”字在前面，成了“不爱神”。

言下之意，如果基督徒爱自己、爱钱财、爱宴乐，就不可能爱神！ 

保罗用这样的方法帮助读者明白，不法的根源就是不爱神。说了一大串

不法的事之后，我们可以如此总结，就是“爱一切过于爱神”。你爱自己过

于爱神，这就是属灵生命问题的根源。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生命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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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题，问题总是没完没了，根源就在此，因为你爱的是自己，你根本不在

乎神。你不是不信神，你是不在乎神。你在乎自己的感受，在乎自己的面子，

在乎自己的利益，多过在乎神的法则、神的旨意。这就是一切属灵问题的根

源。你必须在“爱自己”和“爱神”之间做一个选择。 

爱钱和爱享乐，两者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想方设法要赚更多的钱呢？

因为我们太爱自己，而爱自己的方式就是尽情享乐。我们没有那么疯狂地想

积攒钞票，我们只是贪爱享乐。如果要享乐，就必须有钱。钱越多，就能享

受各种宴乐。这就是两者的关系。 

你必须在爱自己和爱神之间做一个选择。基督徒若选择爱自己，就不会

在乎所听见的道，不会在乎神的法则，这是肯定的。今天听了道你会说很好，

但离开教会后，你就忘得一干二净，因为你根本不在乎神说了什么。你会继

续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你的生命必然会滋生出各种问题。你会成了不法的

人，开始在教会里传播不法的事。好像人感染了病毒，却不愿意接受治疗，

不仅性命不保，还会感染其他人。 

那么爱神的表现是什么呢？如果你爱神，你必然会爱慕神的律法，因为

你在乎神。我在教会里经常听到基督徒质疑神是否爱他。特别是在你低落的

时候，你会质疑神是否爱你吗？我发现人好奇怪，你好意思质疑神爱你吗？

如果神反过来问你：“你真的爱我吗？”你会怎么回答呢？你有没有问过自

己：“神把我从低谷中拯救出来，我有没有尽心尽意爱他？”如果我们没有

尽心尽意爱神、回应神，我们凭什么质疑神有没有爱我呢？ 

如果我们真的全心回应神，认真地听他的话，遵守他的法则，你会发现

神的爱也会充满我们。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亏负神，因为神恩待了我。正

因为神恩待我，我不能亏负他，与此同时，我也不能亏负我的学生和我的弟

兄姐妹。两者是分不开的，因为爱神的人也必然会爱神所爱的人。 

你明白尽心尽意爱神有多重要吗？我再用一个简单的比方，就是丈夫和

妻子的关系。如果丈夫真的爱妻子，他绝对不会在外面沾花惹草，因为这对

不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这就是爱。这种爱能牵制着你，保护你，使你不会

随从不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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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愿意回应神，愿意被神管，神的爱也会充满你，你对人的态度也

会有所改变。一个不在乎神的人专注的是自己，关注自己的感受、需要、得

失，从来不会考虑别人。这就是很多家庭出问题的原因，夫妻想闹就闹，想

离就离。他们从来不考虑孩子，他们只关注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

的道理，必须让神的爱来牵制着你，成为你的保护，保护你远离不法的事。

你若不断地回应神，他的爱就会充满你，帮助你去爱别人。 

保罗这番话真的很重要。最后的那句“爱宴乐，不爱神”总结了问题的

症结。你要做一个选择，到底你想爱自己还是爱神？没有中间地带。 

要躲开不法的人和事 

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后书 3章 5节：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事宜，这等人你要躲开。（提后 3:5） 

这番话是对身为牧师的提摩太说的。如果连牧师都要躲开不法的人和不

法的事，更何况是普通信徒。即是说，连牧师也有可能被骗，随从了不法的

人。当然，若想躲避，你就必须懂得分辨。而神的话语、法则就是教导我们

分辨什么是不法。 

刚才提到爱神很重要，这里提到要躲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觉得

走没尊严，古人说这是上计，圣经也是如此建议我们。但很多时候，基督徒

不懂得躲避不法的人和不法的事。我跟一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说，如果不想

走回老路，人家赌博时别去围观。那些从前有酗酒问题的人，我就建议他们

人家喝酒时别去凑热闹。这就是走为上计。但很多人很自信，“我不会醉，

我只喝一杯”，他们完全不在乎圣经的忠告。圣经告诉我们：面对不法的事

和不法的人，要避而远之。神的法则是保护你的，如果你留心听，就不会感

染上不法的事。 

仔细想一想，其实新冠病毒也是在教我们这个属灵功课：保持距离，要

与不法的人和事保持距离，尽量离得远一些；经常洗手，提醒我们手和心要

时刻保持清洁；常戴口罩，提醒我们要勒住舌头，不要在言语上得罪神、得

罪人；酒精可以代表神的道，身上常备神的道，可以保持清洁，也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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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很形像的提醒，教导我们如何保护自己，远离不法。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 3章 6-7节： 

6
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

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7
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提后 3:6-7） 

这里特别是针对妇女说的，可能当时的妇女没工作，都呆在家里，有传

道人挨家挨户向她们传道。为什么她们常常学习，却无法明白真道呢？不要

以为她们比我们差劲，其实她们比我们强，至少她们非常乐意学习。如果我

们连读圣经都没兴趣，还有希望明白真道吗？ 

“常常学习不能明白真理”，这句话挺可怕的，仿佛一个人的免疫系统

已经废了，吃多少药都救不了她。是什么妨碍她们明白真道呢？这里说她们

“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她们里面有东西妨碍她们明白真理，再

努力学习也是徒然的。 

圣经的话不是靠你的努力和聪明就能明白的。以前我读数学喜欢弄明白

数学公式。我会去图书馆找各种参考书帮我明白某些公式是怎么得出来的。

明白后就能解答各种各样的刁难题目。但有些公式太复杂了，怎么看也看不

明白，即便勉强看明白了，很快就会忘了。但也没关系，不明白的就死记硬

背，考试的时候一样能过关。学术性的学问就是这样学的。 

但学圣经可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可以很聪明，也很努力，但如果你心里

有罪，怎么学都不能明白，至少不能正确地明白，只能是自以为明白了。圣

经的话就是这么奇妙。因为这是永生神的话，只有永生神才能给我们悟性。

那么怎样才能明白圣经呢？我们必须预备我们的心，用心去领受神的话。撒

种的比喻就是教导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才能领受神的道，生命才能结出好

的果子。 

我非常喜欢八福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句话。留

意“清心”和“看见”的关系，清心的人才能明白、看见属灵的事物。如果

你内心被各种罪和私欲缠累，你是无法明白神的话的。为什么这些妇女容易

受骗呢？因为她们里面被各种私欲牵引着，心不清洁。这不是保罗的时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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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问题，今天依然有很多基督徒每周热心听道，但生命依然故我、毫无改

变，神的道始终无法进入到他们心里。 

我打一个比方，教会里很流行“软弱”这个词，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自

己很软弱，求人为他祷告。结果“软弱”成了一个常态，有谁不软弱呢？保

罗也承认自己软弱，更何况我们。所以生命软弱，经常犯罪是基督徒的常态。

那么解决软弱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私底下向神祷告认罪，假设神会饶恕、

洁净你，你就圣洁了。结果向神祷告认罪就成了“敬虔”的表现，至于生命

是否真的圣洁了并不重要。这就正如保罗所说的：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

虔的实意。 

保罗说的这些妇女，她们热心学习神的话，但生命又被各种罪和私欲缠

累，她们如何解决这种表里不一的矛盾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 4章 3-4节： 

3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

欲，增添好些师傅，
4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提后

4:3-4） 

又是关乎末世情景的预言。保罗说时候很快就到了，人会厌烦纯正的道

理。这是末世的特征：大部分人不关注真理，只想听迎合自己口味的“福音”。

结果就招来了很多假师傅、假传道。为什么这些妇女会受骗上当？因为她们

只爱听道，却没有用心去领受真理。她们喜欢跟那些与她们同病相怜的传道

人一起，这些传道人也像她们一样受罪和私欲缠累，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

敬虔的能力。 

这些假师傅会如此告诉她们：只要你相信耶稣，你可以继续活在罪中，

继续被私欲牵引，耶稣的血会继续洁净你，你将来还能得永生！多舒心悦耳

的“福音”！既能安抚你的良心，又不需要做任何改变，何乐不为呢？保罗

告诉我们，这种“福音”会越来越受欢迎。你想学习神的话得到神的祝福，

但圣经的话听了又不舒服，你不愿意全心听从，所以最终你必然会选择听这

样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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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什么牵引至关重要 

保罗说这些妇女是“被各种私欲引诱”（提后 3:6）。“引诱”的原文意

思是牵引、带领或者引导，是个中性词。之所以翻译为“引诱”因为是跟私

欲有关，所以成了贬义词。这些妇女被各种私欲牵引，你每一天又是被什么

牵引呢？你是被神的灵牵引着，还是被私欲牵引着？你只有两个选择。如果

你不在乎神的法则，私欲必然要成为你的主人牵引你行事。你不被神牵引，

自然就会被私欲牵着走。 

我信主不久神就教了我一个功课，就是要远离贪欲。我是学计算机的，

毕业后就留在大学里工作。当时便携式计算机刚面世，价格不菲，不是一般

人买得起。大学里有一家计算机专卖店，中午休息时，我总会跑去店里试用

各种计算机。我特别喜欢便携式计算机，很想拥有一部，但我买不起。 

有一天店里出了一个通知，所有大学的学生和员工都可以参与圣诞节抽

奖，头奖是一部便携式计算机。看到通告我眼睛就亮了，回去后我不断想着

这事，突然间心里有一种感动，觉得神要给我这部计算机。于是第二天中午，

我就写了我的个人资料，投入店里的抽奖箱。开奖的那一天，我还刻意到现

场观看，等着把计算机捧回家。果不其然，得奖的不是我。那时我开始害怕

了，突然间意识到自己这么糊涂，竟然被自己的贪欲冲昏了脑袋，还以为神

会把计算机给我。 

我被自己的贪欲迷惑了，甚至还被贪欲牵引我填写资料参与抽奖。我终

于醒悟了，开始认识到圣经的话是多么真实。从此以后，我对我里面的“感

动”非常小心，一定要确保是出于神的才付诸行动。所以我提醒大家不要随

便说神感动你，如果你不敬畏神，你会被各种欲望“感动”牵引你行事。 

我刚信主的时候犯了很多错，但我牢记住神要教我的功课。我觉得神很

恩待我，他借着这些经历，警惕了我，也保护了我直到今天。我想说的是，

你有两个选择，要么让神来牵引你，要么就是像这些妇女一样，被私欲牵引，

担负各种的罪。你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被私欲和罪缠累，只能悄悄地向神认罪。

但是认罪后，你还是没有能力胜过罪和私欲的缠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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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有个弟兄对我说话很不客气。当时我的内心很平静，没有受

他的情绪影响。我只是默默地求问神，但神没有给我任何意念该如何回应。

回去后，我心里很为他难过，因为第二天我就要离开了，这件事情还没有了

结。我问神我该怎么做？我一直祷告到晚上，神将“为仇敌祷告”这句话放

在我脑海里。一提到为仇敌祷告，我就联想到因信仰受逼迫，从来没想过跟

我今天的经历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没有把他当仇敌。 

安静思想后，我终于恍然大悟，虽然我没把他当仇敌，但他是把我当仇

敌了。他选择成了我的仇敌，所以神告诉我要为他祷告。这是个全新的领会，

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明白“为仇敌祷告”。于是我就按着神的心意为他

祷告。很奇怪，第二天他竟然主动来向我道歉。透过这个经历，我就看到被

神的灵牵引至关重要。惟有被神牵引，我们才不会陷入不法中，我们所行的

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神非常乐意牵引我们，如果你想脱离不法，不想

做一些违背神法则的事，你就必须让神来引导你。希望这篇信息能唤醒大家

对末世危险的关注。但愿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能够成为抗衡不法风气的一盏

明灯。我们不但能彼此照亮，也能够照亮别人。 

https://www.fyd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