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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班

⾺太福⾳
Matthew 21-25



11/17/2013 Warren Wang

讀經班的⾦句

聖經都是神所默⽰的，於教訓、督責、使⼈歸正、教導⼈學
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得以完全，預備⾏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3:16-17）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2 Tim.  3:16-17, NIV）



愛主的⼈誰否有好報

•彼得的問題


• 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

你，將來我們要得甚麼呢？（太

19:27 ）


•耶穌的回答


• 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

兄、姊妹… 必要得著百倍，並且

承受永生。然而，有許多在前的

將要在後，在後的要在前。 （太 

19:29 ）



•對象：


•跟從主的人


•時候：


•復興（ palengenesia，新開始）的時候


•事件：


•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獎賞：


•為主的名而有所捨棄，必要得著百倍，承受永

生。


•結果：


•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在後的將要在前（1）



捨家撇業的⼈

•主的應許


• 耶穌說：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姊妹、父親、母親、

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倍，

並且承受永生。


•愛主者必有所捨


• 捨的程度有深有淺，時間有長有

短


•愛主者必有所得


• 得的範圍有物質和屬靈，時間有

今生和永生



•主題：


• 天國


•事件：


• 不等的工作，相等的工資


•原則：


• 天國之中，不看誰先誰後，只看神的

恩典


•結果：


• 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

在後的將要在前（2）



瞭解天國的性質

•公義的國度


• 凡為我的名撇下… 必要得著百

倍，並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許

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

在前。（太19:29 -30 ）


•恩典的國度


• 我給那後來的和你一樣，這是我

願意的 …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

前，在前的將要在後。（太 

20:14,16）



因他在後，我得以在前

•因他的鞭傷，你們得到醫治。

因他的貧窮，你們得以富足。

因他的在後，你們得以在前。


•他的在後


• 基督本有神的形像，反倒虛己，

取了奴僕的形像 … 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

字架上。


•我的在前


•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基督徒與服事



字義研究

•服事（to 

serve）


• 做僕人的工作


• 提供服務


• 服事的對象可以

是神，也可以是

人


•事奉（ to serve, 

to worship）


• 下對上的服務


•敬拜，敬拜的禮儀


• 事奉的對象主要是

神


•「事 」 字的意義（服

事 or 服侍）：


•祭祀的禮儀（禮記 .禮

器：有事於上帝）


• 服務（孟子 .梁惠王

上：不足以事父母）



兩種不同的⼈⽣觀

• 耶穌叫了他們來，說：


• 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 為主治理他

們，有 大臣 操權管束他們。只是

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

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誰

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 。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 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

太福音20： 2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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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服事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

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價。( 太 20:28)


•基督服事的程度：捨命


• 耶穌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

命。（約10:11 ）


•基督捨命的目的：作多人的贖

價



和撒那，救主來臨



1. 彌賽亞的降生 (1- 2)


2. 彌賽亞事工的起頭 (3- 7)


3. 彌 賽亞在加利利的事工 (8- 18)


4. 彌賽亞上耶路撒冷 (19- 20)


5. 彌賽亞的最後一週 , 受難與復

活 (21- 28)

⾺太福⾳的⼤綱



彌賽亞的最後⼀週
受難與復活（21-28）

•棕樹節星期日：騎驢凱旋進耶路撒冷


•星期一：三個天國的比喻


A. 兩個兒子的比喻


B. 兇惡園戶的比喻


C. 娶親筵席的比喻


•星期二：與國家領袖辯論


•與希律黨人辯論


•與撒督該人辯論


•與法利賽人辯論


•橄欖山上的訓示



•星期三 : 無記載


•星期四:


A. 最後晚餐


B. 客西馬尼園禱告與被捕


C. 耶穌被大祭司與公會審問


D. 彼得三次不認主


•星期五:


E. 羅馬巡撫彼拉多審問耶穌


F. 耶穌被鞭打及釘十字架


G. 耶穌被埋葬


•星期六: 安息日


•星期日: 耶穌復活

彌賽亞的最後⼀週
受難與復活（21-28）



•先知撒迦利亞的預言，撒9:9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


• 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


• 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


• 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


•謙謙和和地騎著驢，


• 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謙卑君王，騎驢進城



•人與神都關心的一個問題：


•耶穌既進了耶路撒冷，合城都驚動了，說：「這是

誰？」（馬太福音 21:10 ）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馬太福音 16:15）


•他是一位先知？


•眾人說：「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穌。」


•他是一位君王？


•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是溫柔的，又騎著驢，

就是騎著驢駒子。


•還是… 他是一位救主？


•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

裏救出來。（太1:21）

這是誰



耶穌與你

•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 不是：如何禱告才有功效？


• 不是：神的屬性有哪些？


• 而是：對你而言，耶穌是誰？


•如果沒有耶穌…


•若將「基督徒」中的「基督」拿

掉，還剩下甚麼？


•信仰的危機：


• 只知有父，不知有子


• 只知有靈，不知有主



詩篇118:22-26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

歡喜！


•耶和華啊，求你拯救！（和散那！ ）耶和

華啊，求你使我們亨通！


•奉耶和華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我們從耶和

華的殿中為你們祝福！

1. 和撒那的意思



和撒那
從求救到稱頌

•主啊，救我！ 


Save me, Lord!


•耶和華啊，求你

救我！（和散那

原意，詩篇 

118:25）


•主啊，我稱頌你！


 I bless you, Lord!


•和散那歸於大衛

的子孫！奉主名

來的是應當稱頌

的！（馬太

21:9）


•人生大逆轉：


從求救到稱頌！


•“ 和散那原有求

救的意思，在此

乃稱頌的話”— 

和合本聖經附

註，太21:9。



和撒那歸於⼤衛的⼦孫

1. 罪中的拯救：人子要捨

命，作多人的贖價


• 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

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

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太 20:28）


2. 困境中的拯救 ：大衛的子孫，救我！


• 有兩個瞎子坐在路旁，聽說是耶穌經過，就

喊著說：「主啊，大衛的子孫 ，可憐我們

吧！」…


• 耶穌就站住，叫他們來，說：「要我為你們

做甚麼？」


• 他們說：「主啊，要我們的眼睛能看見！」


• 耶穌就動了慈心，把他們的眼睛一摸，他們

立刻看見，就跟從了耶穌。



和撒那歸於⼤衛的⼦孫

•先知以賽亞：有一子賜給我們


•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

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

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

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

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

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

從今直到永遠。（賽9:6-7 ）


•先知耶利米：大衛公義的苗裔


•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

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子孫）。

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

施行公平和公義。」（耶23:5）


•馬太福音：耶穌基督的家譜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

穌基督的家譜 。（馬太福音 1:1）



3. 和撒那：我的⼈⽣有稱頌

•你從嬰孩的口中，完全了讚美


•祭司長和文士看見耶穌所行的奇

事，又見小孩子在殿裏喊著說：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就

甚惱怒，對他說：「這些人所說

的，你聽見了麼？」耶穌說：

「是的。經上說『你從嬰孩和喫

奶的口中，完全了讚美』 的話，

你們沒有念過麼？」（太21:15 

-16 ）


•使自己的內心變為單純，就能

由衷地讚美


•單純的相信，單純的感恩，單純

的見證



活在信⼼的領域中



耶穌、信⼼、福⾳

•耶穌是信心的對象


•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

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 3:16）


•耶穌是福音的內容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

慧， 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 。


• 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

拙，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

希利尼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

智慧。（哥林多前書 1:22-24 ）



•葉子的假象


• 看見路旁有一棵無花果樹，就走到跟前，在樹上找不著

甚麼，不過有葉子。（太21:19 ）


• 耶穌看果子


• 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棘上豈能摘葡

萄呢？蒺藜裏豈能摘無花果呢？


• 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


•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 』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

我天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馬太福音 7:16 -17,21 ）

只有葉⼦



與神⾾⼼機的⼈

•他們彼此商議說：「我們若說 『從天

上來， 』他必對我們說： 『 這樣，

你們為甚麼不信他呢？ 』


•若說『從人間來』 ，我們又怕百姓，

因為他們都以約翰為先知。」


•於是回答耶穌說：「我們不知道。」

耶穌說：「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著

甚麼權柄做這些事。」（馬太福音 

21:25-27）

永⽣的失算



誰是遵⾏⽗命的

•耶穌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他來

對大兒子說： 『我兒，你今天到葡萄

園裏去做工。 』


•他回答說：『我不去 』，以後自己懊

悔，就去了。


•又來對小兒子也是這樣說。他回答

說： 『父啊，我去 』，他卻不去。


•你們想，這兩兒子，是哪一個遵行父

命呢？」


•他們說：「大兒子。」（馬太福音 

21:28-31）

只有信⼼才能進入的地⽅



誰能進神的國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稅

吏和娼妓倒比你們先進神的國。


•因為約翰遵著義路到你們這裏

來， 你們卻不信他；稅吏和娼妓

倒信他。你們看見了，後來還是

不懊悔去信他。」（馬太福音 

21:31 -32 ）


•信耶穌，就是做神的工


•眾人問他說：「我們當行甚麼，

才算做神的工呢？」


• 耶穌回答說：「信神所差來的，

這就是做神的工。」（約翰福音

6:28- 29 ）



主⼈的兒⼦

•兒子在葡萄園外被殺


• 他們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園外，

殺了。( 馬太21:39)


•贖罪祭在營外被燒


•贖罪祭… 就是全公牛，要搬到營

外潔淨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燒

在柴上。( 利未祭4:11)


•耶穌在城門外受苦


• 原來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

作贖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

外。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

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 

希伯來書 13:11 - 12)



三塊非常的⽯頭
1. 匠⼈所棄的⽯頭

• 耶穌說：經上寫著，「 匠人所棄的

石頭， 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

是主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

奇。」 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馬太

福音21:42）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

石頭。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

中看為希奇。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

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詩篇 

118:22-24）


•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

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 所以，他

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在那不信的

人有話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

房角的頭塊石頭。（彼得前書2:4,7）


• 他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

角的頭塊石頭。除他以外，別無拯

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

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使徒行傳

4:11 - 12 ）



2. 絆腳的⽯頭

•誰掉在這石頭上，必要跌碎。

（馬太福音 21:44a）


•他（耶和華）必作為聖所，卻向

以色列兩家作絆腳的石頭，跌人

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為

圈套和網羅。 許多人必在其上絆

腳跌倒，而且跌碎，並陷入網

羅，被纏住。 （以賽亞書 8:14 - 

15 ）


•西面給他們祝福，又對孩子的母

親馬利亞說：「這孩子被立，是

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

人興起。 」 （路加福音 2:34 ）


•又說：作了絆腳的石頭，跌人的

磐石 。他們既然不順從，就在道

理上絆跌（或作：他們絆跌都因

不順從道理） ，他們這樣絆跌也

是預定的。（彼得前書 2:8）



3. 非⼈⼿所鑿出來的⽯頭

•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

砸得稀爛。（馬太福音 21:44b）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

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

上，把腳砸碎。於是金、銀、

銅、鐵、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

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纒，被風吹

散，無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

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但

以理書 2:34-35）



不論善惡，都召了來
天國的婚筵

•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比一個王

為他兒子擺設娶親的筵席 …（馬太福音

22:1-2 ）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

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

了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

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

「這是神真實的話。」（啟示錄 19:7,9）


•邀請的範圍


•王說：你們要往岔路口上

去，凡遇見的，都召來赴

席。那些僕人就出去，到

大路上，凡遇見的，不論

善惡都召聚了來 ，筵席

上就坐滿了客。（馬太福

音 22:9- 10 ）



•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

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

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

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

所書2:8-9 ）


• 誰在天國裡？


• 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

裏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馬太福音 

8:11）


• 羔羊…用自己的血從 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

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啟示錄 5:9）


• 恩典無國界


•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

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



沒有穿禮服的⼈

•王的要求


•王進來觀看賓客，見那裏有一個

沒有穿禮服的，


• 就對他說：「朋友，你到這裏來

怎麼不穿禮服呢？」 那人無言可

答。


• 於是王對使喚的人說：「捆起他

的手腳來，把他丟在外邊的黑暗

裏。」 （馬太福音22:11- 13


•甚麼是禮服？


1. 基督的救恩


2. 信徒所行的義



被召的⼈多，選上的⼈少

•被召與選上


• 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

（馬太福音 22:14）


•聽到呼聲的人多，出來的人少。!

•被召 kletos ：受到邀請。


•選上 eklektos ： 成為選民。

（比較 “ 教會”的原文 

ekklesia ）!

•邀請與接受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

他，相近的時候求告他…當歸向

我們的神，因為神必廣行赦免。

（以賽亞書55:6- 7）


• 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

逃罪呢？（來2:3）



信靠他的⼈必不致羞愧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

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因

為經上說：看哪，我把所揀選、

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 信

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


•所以，他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

貴，在那不信的人有話說：匠人

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

石頭。


•又說：作了絆腳的石頭，跌人的

磐石。他們既然不順從，就在道

理上絆跌；（或作：他們絆跌都

因不順從道理）他們這樣絆跌也

是預定的。（彼得前書 1:4-8 ）



既然神是真的



•如果神是真的…


•保留


•求證


•既然神是真的…


• 信靠


• 順服

如果和既然



耶穌與宗教⼈⼠
被問和反問

•三次被問：


•法利賽人問：「納稅給該撒，可

以不可以？」


•撒都該人問：「死了的人，還能

夠復活麼？」


•律法師問：「律法上的誡命，哪

一條是最大的？」


•一次反問：


• 耶穌反問：「論到基督，你們的

意見如何？他是誰的子孫呢？」



四個經典的回答
耶穌回答

1. 耶穌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

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2. 耶穌說：「神不是死人的神，乃

是活人的神。」


3. 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

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

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愛人如己。」


4. 耶穌說：「大衛既稱基督為主，

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



神的物當歸給神

耶穌看出他們的惡意，就說：「假冒為善的人

哪，為甚麼試探我？拿一個上稅的錢給我

看！」他們就拿一個銀錢來給他。


耶穌說：「這像和這號是誰的？」


他們說：「是該撒的。」


耶穌說：「這樣， 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

的物當歸給神 。」他們聽見就希奇，離開他

走了。（22:18-22）

神的主權



物歸其主的原則
⼈有神的形象

•金錢：靈命的瓶頸


•歸耶和華為聖


•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


出 19:6）


•燔祭與收成祭的啟示


•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燒在壇上，當作燔祭，獻與耶

和華為馨香的火祭。（利未記1:9）


• 神的子民
 • 當納的

• 自願的
 • 感恩的
 • 蒙福的



死⼈能夠復活

耶穌回答說：「你們錯了，因為不明白

聖經，也不曉得神的大能。當復活的時

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

一樣。


論到死人復活，神在經上向你們所說

的，你們沒有念過嗎？他說：『 我是亞

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眾

人聽見這話，就希奇他的教訓。

（22:29-33）

全能的神



• 死人復活，可能嗎？


• 可不可能，在於有沒有神


• 你的神有多大？


• 你所信的，是全能的神嗎？


• 可憐的人


• 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基

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

仍在罪裏…


•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

眾人更可憐。 (林前 15:16-19)


• 不明白聖經，也不曉得神的大能


• 耶穌回答說：「你們錯了，因為不明白聖

經，也不曉得神的大能。」


• 不相信死人復活，是因為不明白聖經。


• 不相信死人復活，是因為不曉得神的大

能。


• 相信復活是得救的條件


•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

裏復活，就必得救。（羅馬書10:9 ）


• 口裏認耶穌為主。


• 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



我們應當愛神、愛⼈

內中有一個人是律法師，要試探耶

穌，就問他說：「夫子，律法上的誡

命，那一條是最大的呢？」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

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	第

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

總綱。」（22:35-40）

神是愛



• 我們應當愛神


•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 ：一切都從愛神

開始。


• 且是最大的：命令的總歸就是愛。


• 我們應當愛人


• 這是誡命中的第二 ：其次也相倣，

就是要愛人如己。


• 愛是一切道理的總綱


•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

的總綱。


•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


•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

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

這就是愛了。 （約翰一書 4:10 ）



法利賽人聚集的時候，耶穌問他們說：

「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他是誰的

子孫呢？」


他們回答說：「是大衛的子孫。」


耶穌說：「這樣，大衛被聖靈感動，怎麼

還稱他為主，說： 『 主對我主說： 你坐

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

下。 』 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

衛的子孫呢？」


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言。

（22:41-46）

基督是主



1. 人生就有應當遵循的法則。


2. 生命就可以勝過死亡。


3. 我的人生就有盼望。


4. 基督就是我的主。


5. 我就應當看重自己與神的關係。

神既然是真的



責備



6789:;$<=>?

A. 耶穌的警告 23：1 - 12


B. 耶穌的責備 23：13 - 36


C. 耶穌的歎息 23：37 - 39

耶穌責備法利賽⼈



•能說不能行


• 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    他們能說不能

行。


•作秀主義


• 他們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


教人看見，所以將佩戴的經文


做寬了，衣裳的繸子做長了。

A. 耶穌的警告：你們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 



B. 耶穌的責備：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 

1. 你們擋在天國門口，自己不進去，

也不容人進去 


2. 你們勾引人入教，卻使他作地獄之

子 


3. 你們瞎了眼，但卻喜歡給人領路


4. 你們濾出蠓蟲，但卻吞下駱駝


5. 你們洗乾淨外面，但卻不管裡面 


6. 你們表面上很好看，裡面卻是死人


7. 你們自稱很愛神，但卻殺害神的僕

人 




C. ()$@ABCDEFGHIJKDEL

•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

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

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

下，只是你們不願意。（馬太

福音 23:37 ）


•神有恩典


•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 我 

多次願意 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

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


•人有自由意志


• 只是你們不願意。



那⽇⼦，那時辰



•聖殿被毀的日子


•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

事（聖殿被毀）？


•基督再來/ 世界末了的日子


• 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

預兆呢？

兩個⽇⼦



聖殿的末期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

嗎？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裏沒有

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馬太福音24:2 ）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

證，然後末期 才來到。你們看見先知

但以理所說的 『 那行毀壞可憎的』，

站在聖地。」（馬太福音 24:14 -15）


• 耶穌在這裡所說的「末

期」，應當是指聖殿的末

期 。


• 耶穌升天後，福音迅速廣

傳。當主後 70 年聖殿被

毀之時，福音已經傳遍羅

馬帝國，也就是當時的

「天下」。



聖殿今何在
耶穌從殿裡出來的時候，有⼀個⾨徒對他說：「夫⼦，請看，這是何等的⽯頭，何等的殿宇！」（⾺可福⾳ 13:1）



耶路撒冷圍城記 70 AD
The siege of Jerusalem 7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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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多凱旋⾨
慶祝提多攻陷耶路撒冷的浮雕



聖殿遺址今⽇景觀



從歷史的教訓中聽耶穌的聲⾳

•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太 24:4）


• 心中要有神的話語，使你不受迷惑。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

才漸漸冷淡了。（太 24:12）


•法，是指律法，也就是神的話 。不

法，就是不遵守神的話語。 不遵守

神的話語，導致愛心的冷淡。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

救。（太 24:13）


•忍耐到底 ，就是將信心堅持

到底。信徒都會遇到考驗，

差別在於誰能將信心堅持到

底。



基督再來，萬物結局

•門徒問耶穌：你降臨和

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

兆呢？（馬太福音

24:3）


•耶穌說：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

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

知道，惟獨父知道。（馬太福音

24:36）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

自守，警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此切

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彼得前書4:7-8）



那⽇⼦

1. 那是一個肯定的日子


•照著神不變的應許，基督必定再來，

世界必定有個末了，萬物必定有個結

局。


2. 那日子幾時來到，沒有人知道


• 耶穌說：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

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

知道，惟獨父知道。


•聖經說，那日子臨到你們，如同賊一

樣，在人想不到的時候它就來了。


1. 不要去猜測


• 不要去猜測，不要去研究，不要去計算。因為那日

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


2. 要儆醒 Be on the alert


• 不要沉睡，不要沉迷於世事，要注意神的作為，抓

住神所給的機會。


• 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互相建立，彼此相愛。


3. 要有預備 Be prepared


• 要對主忠心，忠於神對你的託付，隨時預備向主交

帳。



管家職分



基督徒是神的管家
Christian are God’s Stewards

•神是主人


•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國 度、也是

你的 … 萬物都 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

而得的獻給你。( 代上29:11,14)


•我是管家（4T）


• Time 時間的管家


• Talent 恩賜的管家


• Treasure 錢財的 管家


• Testimony 福音的管家


•管家職分是恩典和責任


• 恩典：使人生充實而快樂


•責任：有一天要向神交帳



神對管家的兩項要求
Tow things God asks of a steward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

派，管理家裡的人，按時分糧給他

們呢？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

那僕人就有福了。（馬太福音

24:45- 46）


• 要求一：管家要忠心


• 要求二：管家要有見識 （屬靈的

聰明）


•忠心：以天父的事為念


• 耶穌說：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

為念麼？（路加福音 2:49 ）


•有見識：知道如何做好天父的事


• 我照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

的工頭，立好了根基 … 那已經立

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

人能立別的根基。（林前 3:10- 

11）



有⾒識的管家
個案⼀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

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其

中有五個是愚拙的，五個是

聰明的。愚拙的拿著燈，卻

不預備油。聰明的拿著燈，

又預備油在器皿裡。（太 

25:1-4）


•五個聰明（有見識）的童女


• 有見識的管家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

裡。


• 他們瞭解自己的任務，並且有所預備。


•五個愚拙的童女


•愚拙的管家拿著燈，卻不預備油。


• 他們不瞭解自己的任務，所以沒有預

備。



忠⼼的管家
個案⼆

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

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

他們。 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

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

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往外

國去了。 （太25:14 - 15 ）


•兩個又良善又忠心的管家


• 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另外賺

了五千。 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

千。


• 他們使用神的恩賜，人生得到成果。


•一個又懶又惡的管家


•但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

子埋藏了。


• 他埋沒神的恩賜，人生沒有成果。

 B.



惡管家

•惡管家對神的曲解


• 他將神曲解為忍心而不講理的，以

為這樣可以脫罪：


• 那領一千的，也來說：主阿，我知

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

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我就

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

裡。請看，你的原銀子在這裡。 

（馬太福音25:24-25）


•神對惡管家的定罪


• 神根據他所說的，來定他的罪：


• 主人回答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

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

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就當把

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到我

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 

（馬太福音25:26-27）



最後的審判



分別綿⽺與⼭⽺
Dividing the sheep and the goats

•分別綿羊與山羊的標準


•根據生命的表現：


•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

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

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

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

們來看我…


•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

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

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25:35 

-36, 40 ）


•信心與生命的關係


•真的信心必定有生命的表現（行為） ：


•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

行為，有甚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嗎？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

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

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

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益處呢？


•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而且 信心因

著行為才得成全。（雅各書 2:14- 17, 22 ）



國度的預備與承受

•創世以來所預備的國


•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

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

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

所預備的國 。（馬太福音 

25:34）


•萬世以前所預定的榮耀


•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

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

得榮耀的 。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

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知道，就不把榮

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如經上所記：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

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

的。（林前2:7 -9 ）



Eternal life and eternal punishment

•人生的兩種結局


• 這些人要往永刑 裏去，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裏去。

（馬太福音25:26 ）


•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 死，


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


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羅馬書 6:23）

永⽣與永刑



什麼是永⽣？

1. 永生是另外一種生命。現有的生命

是人的生命（ bios），永生是神的

生命（zoe ）。


2. 神的生命不但是永遠的，而且是美

好的。永生不但是無限長久，也是

無限美好。


3. 永生從一個人信主的時候開始，生

命逐漸成長，這生命到基督再來的

時候得到圓滿。


4. 基督再來時，死人要復活，以一個

新的身體來承受神的國：「這必死

的總要變成不死的，必朽壞的變成

不朽壞的。 」


5. 「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裏去 」，享

受美好的生命。



什麼是永刑

•永刑就是俗稱的地獄


1. 這是一個與神隔絕的地方。


2. 這是一個真實的地方


3. 這是一個痛苦的地方。


4. 這是一個永遠的地方。


•“ 刑 ” 是甚麼？


•刑是痛苦的，永刑的痛苦，未必是在

硫磺火湖中煎熬，而是因為離開了

神。


• 永刑，就是在確知有神狀況下，卻必

須永遠與神隔絕（並與一切的美善隔

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