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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第十一講：將來的天國：廿四，廿五章 

 

耶穌從聖殿走出來，門徒們情不自禁地讚美這聖殿的美麗、壯 說觀。耶穌 ，你們不

是看見這個殿嗎，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 

聖殿，位在錫安山(或者叫做摩利亞山)頂上。耶穌和門徒，離開聖殿，到了對面的

橄欖山。他們坐在橄欖山上，門徒就到耶穌跟前來，問耶穌； 

1. 麽什 時候有這些事？(聖殿被拆毀，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 

2. 麽你降臨有什 預兆？(指耶穌第二次來。) 

3. 麽世界的末了有什 預兆？中文翻譯與英文翻譯有些不同，英文翻譯 （The 

end of the age）是指 麽這個世代什 時候要結束。 

 

 

聖殿被毀 

 
第一個殿： 說所羅門建的，耶利米預言 ，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王要來，猶太人要亡

國，殿要被拆毀。果然拆毀了。他們被擄到巴比倫，七十年後，所羅巴伯帶領人回

來建第二個殿。 

第二個殿：希律王把所羅巴伯建的殿重新修造的富麗堂皇，從希律王修好聖殿到耶

穌，總共 46 年。 

耶穌說這個殿要毀掉，這個應驗在耶穌之後四十年，也就是主後七十年。羅馬提多

王子帶兵圍攻耶路撒冷，兩天就破城而入。羅馬兵為了要聖殿牆裏的金子，把每一

塊石頭敲開，溶化，挖出裏面的金子。應驗了“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

毀。” 

 

 

世代 麽的末了有什 兆頭？  24：4-14， 32-33 

 

耶穌要我們謹慎，將來，有假基督，假先知起來，顯神蹟，行奇事，很多的人會

受迷惑。那時，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路加

溫福音裏，下一個是 疫。) 這是災難的起頭，災難原文作生産之難。産婦要生小孩

時的痛，是一陣、一陣的痛，而且痛的時間越來越近。 說耶穌 ，如果看見災難越來

越密了，像婦人的陣痛，那就是世代末了的兆頭。 

那時，不法的事增多了，人也漸斬的失去了愛心。必有許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

此恨惡。人們要恨惡你們，陷你們於患難，殺害你們。這只這個兆頭，在這種情況

下，我們基督徒只能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 

 

 

世代的末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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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節，直到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時，給萬民作見證，這個世代的末期就到了。 

• 福音 

約翰福音三章 16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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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付上最高代價的 祂 祂， 捨命， 爲罪人服務，我們得永

生。 

• 天國的福音 
約翰福音傳的重點是成為信徒。馬太書的重點是天國，傳的重點是成為門徒。 
 
馬太 10：37，38：“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

不配作我的門徒。16：24 說“於是耶穌對門徒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

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凡爲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 

祂我們不只要信耶穌，更要作 的門徒，目的是要建立神的國度。 

 

 

預言 

 
但以理９：26，27 的預言中有兩個數目： 

過了六十二個七，那（或作有）受膏者必被剪除。六十二個七，就是耶穌上十字架

的那個時間。那一年耶穌就被剪除了，耶穌死了以後，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

說這個預言 的，耶穌的死和第二個聖殿被毀。 

內一七之 ，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行毀壞

可憎的（或作使地荒涼的）如飛而來。就是在耶穌之後，有一天，那行毀壞可憎

的，要出現在世界的舞台，他要站在聖地。在他的身上一共有七年，在這七年開

始，他與許多國家簽訂盟約。到了一七之半，也就是七年的中間，他要止息祭祀與

供獻。 

帖撒羅尼迦後書２：2－4，“…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沈淪之

子，顯露出來。他是抵擋主，高擡自己，超過一切稱爲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裏，自稱是神。” 

說保羅在這裏告訴我們 ，有一個人，他的名字叫大罪人，也叫沈淪之子，他有一天

要出現在聖殿裏(第二個殿沒有了，將來有第三個聖殿出現)，自稱是神。 

 

但以理告訴我們，沈淪之子自稱是神的時候，就停止猶太人聖殿的祭祀，不准人再

殺牛、宰羊，然後要 錄拜誰？拜他。他自稱是神。啓示 告訴我們，這大罪人，說他

說自己是基督。當他站在聖地自稱爲神的時候，耶穌 ‘逃’了。時間很緊迫，空前

大災難，趕緊往山上逃，不要回家，大災難開始了。懷孕，奶孩子的，行動不便，

冬天下雪，路難行。所以，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安

息日。 

 

 

人子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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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基督和假先知，迷惑眾人 
大災難來的時候，假基督和假先知，他們要起來，行大神蹟，大奇事。大到一個地

步，連選民都被他騙了，迷惑了，以為他是神。因為，真假難辨，若有人對你們

說，看哪，基督在曠野裏。你們不要出去。或說，基督在內屋中。你們不要信。 
 

• 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閃電，號筒，天使 
人子降臨，像閃電一般，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得。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他要差遣使者，用號

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 大災難：屍首遍野，日月無光，星辰墜落，天地震動。 
屍首在那裏，鷹也必聚在那裏。 

錄啓示 ：耶穌來的時候，有屍首遍野、血流成河。因爲那個時候，大災難正在進

行，地上死掉的人不知道多少。 
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衆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 麽”爲什 哀哭呢？因爲人死

麽了那 多。有人看見耶穌來了，是後悔的哭，有人是可惜他的親戚死掉了哭，… 

 
• 被提：基督徒死的復活，活的改變，與主空中相會 

帖撒羅尼加前書第四章十五節：空中與主相遇 
耶穌來的時候，死了的基督徒要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基督徒，一同被

提到到雲中，在空中與主相遇。在耶穌第二次要來的時，有呼叫的聲音，有天使長

的聲音，有吹號的聲音。 
第二次號角一吹的時候，所有的基督徒，死的要復活，活的要改變，然後，我們一

起在空中相會。 
  
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五十節：這講到時間和空間 
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我們的身體都要改變成爲不朽壞的。 
 

• 基督的國：天國不再隱藏  
錄啓示 第十一章十五節： 說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 ，世上的國，成了我

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天國這個詞就不用了，因爲在這裏變

成基督的國了。所以天國是指耶穌第一次來，到第二次來這段時間之間。大部分人

不承認耶穌，是一個隱藏的國度。但是到第七號一吹的時候呢，那就不一樣了，全

世界都要承認耶穌是王，這王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那時候耶穌在地上建立的政

權就叫基督的國。 
 

• 像賊一樣，偷偷的來了 
24：36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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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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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亞的時代，人在照常吃喝嫁娶時，洪水不知不覺的來了。挪亞的日子怎

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路加福音不但講像挪亞的日子，而且還加上一點，像羅

得的日子）耶穌來像賊一樣，偷偷的來了。 
家主若知道，有賊要來，必警醒。僕人作惡，認為；主人不會那麼快回來。那就要

重重的受罰，因為，不知道的時辰，主人要回來。 
 

• 取一個，撇一個   24：40 – 42 
馬太福音：耶穌來時，兩個女人在田裏，兩個女人在推磨。路加福音多了一個，在

床上，取一個，撇一個，意思是像小偷一樣挑好的拿。人子來時有人被提，有人留

在地上。 
帖撒羅尼加前書第四章 
15 節：“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 
被提的人中，有一批人先走，有一批人留在後面。兩個；有一個取掉，有一個撇下

來。所有的基督徒都到了雲上，沒有被提的不是基督徒，被提的人有一批人到了雲

上的寶座。 
17 節：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的的確確是有基

督徒在災前被提，但是也有基督徒是在災中被提的，在第七號的時候，統統都要被

提到雲上。 
 

說 說這裏有一個矛盾，前面 ，人子來的時候，天下人都知道；後面 ，人子來的時候

像 偷小 。這是講到耶穌來的耶穌來的過程。 
使徒行傳第一章 9—11 節。 

120 個人就看耶穌上升。 麽 麽天使告訴我們他怎 樣去，他也怎 樣來。 

他從橄欖山到雲，然後從雲到寶座，反過來，回來時要從寶座到雲，再從雲到橄欖

山。所以耶穌回來，有一段是看不見的，有一段是看得見的。雲到寶座這一段是看

祂不見的的一段是。從雲下到橄欖山，所有的人都要看見 的再來。 
從寶座到雲像賊來一樣，看不見的，在不知道的時候，悄悄地到來。這是天使在啟

錄世 第七章、十二章、十四章告訴我們的。 
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在雲上要先發生一件事，就是基督台前的審判。審判完了，

基督徒與基督一同從雲來到橄欖山，與主同掌權，建立基督的王國。 
 
 

• 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  24：32，33    好兆頭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

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 

說無花果樹是指著猶太人 的。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 19 節：耶穌最後一個禮拜，進

耶路撒冷的時候，在路旁的一棵 麽 說無花果樹上找不著什 ，只有葉子。就對樹 ，從

今以後，你永不結果子。那無花果樹就立刻枯乾了。 

查耶利米書可以 得出來；耶穌在猶太人身上找不到果子，所以無花果樹被咒詛枯乾

說 說了。在這以前，耶穌也曾 要咒詛，但是匠人 ，不要，再留一下。耶穌就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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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耶穌再傳道，傳了三年。等了三年還不悔改，耶穌就定了猶太人的命運，這無

花果樹被咒詛枯掉了。 

說耶穌現在 ，這無花果樹還要發嫩長葉，就是這死掉了被咒詛的無花果樹有一天還

說要復活。當你們看見無花果樹發嫩長葉的時候，耶穌 ，夏天近了。 
從耶穌講了這些話以後，一直到 1948 年 5 月 14 日，這個事情就發生了，猶太人復

國。這個亡國兩千年的國家，還可以複國，這個是神蹟。 
 

 
喻末日審判的比  

 
24：42，43，44 耶穌告訴我們；要警醒，要準備，想不到的時候，人子來就來

了。耶穌來要審判萬民。 
 

• 有才幹的僕人：25：14 – 30   须必 好好地運 给 们用神所交托 我 的 
忠心有見識的僕人(24：45 -51) 神的管家，要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這就叫忠

心。一個有見識的僕人，知道這個家裏面各人靈命的需要，做適當的供應。一個作

管家的人，他必須要有智慧，知道什麽時候，該供應什麽糧食。按照時間一定要把

東西擺上。 
 
主人給每個人有不同大小的恩賜，沒有人取得多於或少於自己所能處理的，有的要

加給他，沒有的要奪過來。這是主人的特權，我們無權埋怨，主人的公平是顯在他

的報賞上面，只要忠心使用恩賜,都得一樣的賞賜。 
神給我們的的東西，在祂來的時候都要算賬。重點不是我為什麼沒有得大的恩賜？

而是我有沒有去發覺並操練我們得到的恩賜，使教會得造就呢？ 
 
 

• 十個童女：5：1 – 13     我們每一個信徒都需要為自己的属靈境况負責。 
哥林多後書第十一章 2 節：告訴我們，門徒應該是一個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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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不

在油，他們都有油的。是多油與少油差別在那裏？不是油，他們都有油的。是多油

與少油的差別。聰明的拿著燈，又備有油在器皿裏，與新郎一同坐席。愚拙的，沒

預備好，被拒決在門外。 
聖經裏面，油是講聖靈，燈是光。能源從聖靈來的。每一個基督徒信主以後，就得

到聖靈。可是，有的人聖靈多，有的人聖靈少。保羅，以弗所書第五章 17,18 節說

得好，不要被酒充滿，乃要被聖靈充滿。被聖靈充滿的人，受聖靈管治的，不體貼

肉體，只體貼聖靈。 
 
 
 
以下：原始資料遺失，務請詢問彭弟兄 

• 山羊與綿羊：  25：21 – 40     強調服事有需要的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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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審判時要把萬民分開，如同牧人分開山羊與綿羊一樣，把綿羊放在自己的右

邊，山羊在左邊。” 右邊，義人要承受神的國，往永生裏去。左邊，罪人要丟到

火湖，往永刑裏去。 
 
分開綿羊與山羊，有不同的解讀： 

 

o 喻山羊來比 ，把信徒和非信徒分開。 

約 3：36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o 真猶太人和假猶人 

在信徒中，把真猶太人和假猶太分開：山羊是我行我素，綿羊順服聽話，遵 
行 神的旨意。把相信耶穌和拒絕耶穌的，分開來。 

 
o 外邦的義人 

       凡相信耶穌的，不被定罪，他們的審判是為了獎賞。經過耶穌的審判，外邦 
       人 和 存留的猶太人，留在地上。 

       這時在地上，在大災難裡的，有人接受了福音，冒著生命的危險，善待那些  
       沒有被提，還留在地上受苦的聖徒。王稱許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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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我餓了，你們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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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 
       訴你們，這些事 你們 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了 
 
o 遵行主旨意 

綿羊與山羊一起放牧時，山羊常常成為領袖，耶穌責備那些不照顧小羊的山 

羊；…你們 既不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作…解釋為；遵行主 
旨意，審判時的永生的人，就是平時遵行主旨意的人，這種人，不需要特別 
告訴他們；誰餓了，誰渴了，誰沒得住，誰沒得穿….他們會很自然的關心 
別人，不會只顧自己。 
 

o 不義的人 
      被耶穌咒詛的：不悔改，不認主，不體貼主的需要，不照顧弟兄。這些人都 
      要進入永火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