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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五1 – 13 十个童女的比喻

一、历史背景
1 耶稣的历史背景

四、解经结论
1 主要信息1、耶稣的历史背景

2、马太写作的历史背景

1、主要信息

2、次要信息

二、文意脉络
1、横向思考

五、今天合宜的释经应用

2、纵向思考

三、解释比喻
1、哪一种生活经验

2、所针对的问题、所针对的问题

3、1与2相对应点

4、确定中心思想、确定中心思想

一、历史背景 ─1. 耶稣做比喻的历史背景，耶稣与听众之间，
直接以口语化 夸张 对比性强的比喻 来教导属灵真理直接以口语化、夸张、对比性强的比喻，来教导属灵真理

2. 马太写作的历史背景
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中，称做利未的税吏
固守犹太传统
很会以故事跟解释带下福音的信息
将耶稣的教训归纳为五大讲论，

 五段讲论跟叙事，交错平行排列

 十个童女的比喻，是耶稣最后一段的讲论

马太写作的目的 ─
以耶稣生平的教训 受死复活的事迹以耶稣生平的教训、受死复活的事迹，

有次序的陈列在犹太信徒面前 ─
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 位弥赛亚、

那一位要来的君王

二、文意脉络 ─1. 横向思考
十个童女比喻的教导 是主耶稣对他最后要再临的讲论十个童女比喻的教导，是主耶稣对他最后要再临的讲论…

可十三 路廿一大 事
财主、寡妇圣殿奉献的对比

1.预言圣殿被毁1-2
1-4
5-6

2.对核心门徒 ─将临的灾难和逼迫
3.选民受迷惑，要谨慎；

1 2
3-13

14-23
7-19
20-24

临到耶路撒冷的灾难
4.人子要降临，大有能力的临到
无 果树的比方

24-27 25-28
5.无花果树的比方，

灾难，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
6 耶稣再临的时候

28-31 29-33

34 366.耶稣再临的时候，
不知何时，要警醒
主耶稣进殿讲道

32-37 34-36

37 38主耶稣进殿讲道，
出耶路撒冷城住宿

37-38



马太这段经文的描述 廿四…

1-2 预言圣殿被毁
3-14 将临的灾难 同一事件，

各个福音书15-28 临到耶城的大灾难
29-31 人子的降临

各个福音书
有不同记载的角度跟重点，

对比之下更能够掌握32-35 无花果树的比方
36-41 主再来的日子不可预测

连串比喻

对比之下更能够掌握

马太所要突显的信息 ─
耶稣第二次再临廿四42-廿五30 一连串比喻

教导门徒怎样警醒、预备
耶稣第二次再临，

多了几个教导性的比喻

门门徒都是问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
 主耶稣反而强调那日子、那时辰是人不知道的 主耶稣反而强调那日子、那时辰是人不知道的

 面对不知道的前提，有更多是门徒可以知道的

马马太跟其他符类福音对比 横向思考 我们会发现 ─马马太跟其他符类福音对比、横向思考，我们会发现

马太会着重教导，如何预备、警醒等候主再来。

2. 纵向思考，太廿四-廿五 最后讲论

廿四1-2 预言圣殿被毁
3-41 将来的预言，与马可、路加一致
廿四42-廿五30 末日的时辰是不知道的，我们要如何预备

42-44 家主警醒防贼、45-51忠仆与恶仆的对比
十个童女 按才 授银廿五1-13 十个童女、14-30按才干授银

廿五31-46 末日审判
末日审判的写照

门徒、我们这些读者，很想问那日子、那时辰是什么时候？
耶稣却将我们的焦点都转移到 ─耶稣却将我们的焦点都转移到

那日子、那时辰是我们不知道的，连人子也不知道
可是却要我们做积极的预备可是却要我们做积极的预备

所以对主再来的教导、讲论，

 都不是停在预言性 预测性的 都不是停在预言性、预测性的

而是着重伦理性 ─ 要好好预备等候主再来！

三、解释比喻 ─1. 属于那一种生活经验…
马太讲述引用非常犹太背景的婚礼 迎接新郎马太讲述引用非常犹太背景的婚礼、迎接新郎 ─

犹太人的婚礼分成两部分 ─
郎 新郎首先往女家迎娶、履行宗教仪式

 之后与新娘一同回家设摆筵席

似乎已完成第一阶段、在等候第二阶段

叙事文学分析 ─ 故事场景…故事场景
童女在与新娘一起预备，

 新郎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都打盹睡觉

 第二个场景新郎来了，来迎娶新娘的夜晚

叙事文学分析 ─ 角色叙事文学分析 ─ 角色…
把迎接新郎的童女分成两部分，

聪明的 ─ 点着灯又预备油聪明的 ─ 点着灯又预备油

另外五个是愚拙的 ─ 点着灯却没有预备油

叙事文学分析 ─ 结构布局…
都在等候 睡觉的时候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都在等候、睡觉的时候，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 ─

预备好的童女，新郎来到可以一同坐席

没有预备好的，临时匆忙预备，

是来不及的，就被关在门外

预备好与否，是能否等候到新郎的关键点。

在这叙事手法，对比描述衬托聪明的、愚拙的，

不是 IQ 问题，而是预备的功夫不同。

2 从上下文找出所针对的问题2. 从上下文找出所针对的问题…
没有人知道人子何时再临，

可是上帝要人知道 ─ 应当如何等候迎接他。可是上帝要人知道  应当如何等候迎接他。
耶稣要门徒们 ─

不要聚焦在不知道的 ─ 他什么时候来不要聚焦在不知道的  他什么时候来

要聚焦 ─ 确定他一定会来，我们要怎样预备



3. 找出第一点、第二点的相对应点…
童女不论是聪明的 愚拙的童女不论是聪明的、愚拙的，

 事先都不知道新郎到底什么时间会来到，

可是都知道新郎一定会来
 聪明的童女在等待期间做了充分的预备，

结果就得享婚筵的快乐

信徒 也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来，

可是他一定会来；

信徒必须在多方准备迎接等候主的再来，信徒必须在多方 备 接等候主的再来，

以免等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

机会不再、追悔莫及

在等候新郎婚娶当中描述 ─
要怎样等候主耶稣基督再临

机会不再、追悔莫及

要怎样等候主耶稣基督再临
 这么简单的信息，耶稣却用连续好几个比喻来讲

4. 确定中心思想…
在马太笔下耶稣 说了什么Wh t在马太笔下耶稣，说了什么What、

有些什么样的内容主旨？

在 太廿五 经文文脉，耶稣会说 ─天国好比…
 1-2 主再临的当中，好比大家都是在等候着

好比就是一个比喻 ─要迎接新郎的来到，

 3-5 把预备的、没有预备的童女，做对比

 6-12 把有预备的、不预备的童女们的结局，做对比

结论

廿五13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 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结论 ─

中心思想、耶稣所教导的 ─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中心思想、耶稣所教导的
要警醒预备，期待迎接主再来。

4. 确定中心思想…
耶稣怎么说 H ？为什么要这样论述Wh ？耶稣怎么说 How？为什么要这样论述Why？

十个童女 1-13 按才授银 14-30 最后审判 31-46比喻

人物 十童女等新郎 三种仆人等主人

时间 新郎来临 主人来临 审判来临

基准 聪明预备油 忠心用银 彼此服事像服事主基准 聪明预备油 忠心用银 彼此服事像服事主

奖赏 参加婚筵喜乐 享受主人的快乐 承受神的国

教训 A. 要警醒，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B 谁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B. 谁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廿五40b 做在我这弟兄中
个最小的身上

C.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耶稣让我们看见 ─ 主再来是奖赏与审判的时刻…
警醒等候主再来警醒等候主再来，

是出于爱的等候、殷切的期待，不是出于惧怕怕
他是审判的主 我们需 敬畏 警 惧怕他是审判的主，我们需要敬畏、警醒、惧怕，

好像仆人要向主人交账 ─ 要这样的认真、忠心心

衬托出童女的等候 是充满了爱 警醒期待的等候等候衬托出童女的等候，是充满了爱、警醒期待的等候，等候，

而不是说他最好慢点来，因为我还没预备好

解经结论 ─
马太主要受众群体是犹太人、也是选民，马太主要受众群体是犹太人、也是选民，

马太要他们被光照、被提醒 ─
 不要以为已经具有选民地位而有恃无恐 不要以为已经具有选民地位而有恃无恐

 不要以为离圣殿最近、在神的约当中的选民，

并没有百分之一百的要得奖赏并没有百分之 百的要得奖赏，

仍然要警醒、要预备



耶稣在一连串的比喻当中，要求他的听众要有的回应 ─
不是去猜测 预测什么时间 他什么时候来不是去猜测、预测什么时间、他什么时候来…

有教会历史的纪录以来，不下两三百次，

许多人预测几年几月几日许多人预测几年几月几日，

是世界末日、是耶稣再临的时刻

在今天所研读比喻的信息里在今天所研读比喻的信息里，

 核心信息是殷殷期待耶稣的再临
不是去推测 揣摩 猜测哪个时间 不是去推测、揣摩、猜测哪个时间，

好像独得天机那样子的预测

释经应用 ─
思想我们怎样的积极预备…
充满期待的预备，等候主的再临
不要成为没有预备的、愚拙的信徒，到时候不要成为没有预备的、愚拙的信徒，到时候

是被关在门外的、一群哀哭切齿的人！

爱我们的耶稣 我们谢谢你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啊，你让我们称呼你主的时刻，

我们是你的仆人

祷告祷告
 我们是你的仆人

但同时在比喻里你让我们看见 ─
† 我们是等候你再临的† 我们是等候你再临的
† 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等候期待、爱的对象

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的爱慕、期待，

 始终是以你为焦点

也引导我们，让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

† 建基在你的话语上
† 生命的爱慕，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