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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四45~51甚么时候？甚么时候？

45「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46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47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48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 又和酒醉的人 同吃喝49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50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51重重地处治他 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51重重地处治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马马马马马马~ 马廿，是马太福音的第五个讲论，

是是是的「终末的讲论 是是是是是是的「终末的讲论」，是是是

整个世界的终末
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再来

当门徒听听耶稣的预言时，

他他马他他他他他的关注：他他马他他他他他的关注：

「老师，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情？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怎么样的预兆呢？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怎么样的预兆呢？ 」

耶稣怎怎回答门徒这这的这这这？

耶稣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提供确定的答案耶稣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提供确定的答案
两千年来关关这关关关的猜测、甚甚预言，

从从没有停止过，在在在在的在在在在，从从 在在在在的在在在在

数不清的世界末日的预测和计算

数不清预言耶稣什么时候会来

我他从我我我我我我的、最我最在的我最预测、预言…

2012，是有有有马雅的法历，

算算从 关世界的末日算算从我关世界的末日，

在世界很多的地方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我我听这关我我 心心心觉得很奇怪我我听这关我我，心心心觉得很奇怪，

不少的基督徒和教会、甚至牧者都凑热闹，

好好从从好是好好：马雅历法推算的日子好好从从好是好好：马雅历法推算的日子，

谈听主回来、世界终末的事事他，

竟竟竟竟教会的根据！竟竟竟竟教会的根据！

我们不是有圣经吗？
 为什么要跑到一个马雅历法 为什么要跑到 个马雅历法

来作为我们知道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

而而耶稣不是不不不不不：而而耶稣不是不不不不不：

「那日子没有人知道，
天使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 ，只有父知道 」

竟为怎为竟为热衷于此这？真是好是真真真真。



2015 马、廿五，在北美是我有牧者就就算

「血月亮 的的的 就是天文的 的我我「血月亮」的的的，就是天文的我的我我，

隔若干年、就会有这种天文的现象，

月亮看起来是特别的红月亮看起来是特别的红。

这有的牧者就不：每每「血月亮」算我的时出，

 世界总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 他举了一些例子 世界总会发生 些特别的事情，他举了 些例子

 2015 马、廿五，当血月亮算我的时出，

那就是极大的事情会发生 –世界末日就来临！那就是极 的事情会发生 世界末日就来临！

当竟事事好是当当，可是听可2016的时出，

所谓的血月亮的理论又再出来了。

这这我的的预测、预言，其其是层出不穷的，

在教会历史心心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教 心从 有停 过
我我不我我的：为什么一再经过验证，

都是这些猜测是毫无意义的，依然有很多

主内的弟兄姐妹、甚至同道，乐此不疲地去猜想。

无的是猜测、不不不，预言、不不不，

有人关「那个时间 总是是总总的 的主观的意愿有人关「那个时间」总是是总总的我的主观的意愿，

而且让这个时间，塑造自己的生命、决定自己的生活…
人终末毫不在意的有 完全不相信有世界末日的 天人终末毫不在意的有，完全不相信有世界末日的一天、

有主再来的一天，终末人他从对是毫不重要的。

这类的朋友甚至这类的基督徒 大概是这类的朋友甚至这类的基督徒，大概是

当下是一切、曾经就是永恒的态度

非非关注终末的人、也相信主耶稣要来的有，非非关注终末的人 也相信主耶稣要来的有

必然受这个想法影响的：认为是大限，

大限来临的时候一定要有所配合，不然就糟糕了…

究竟终末来临、耶稣再来，

是怎怎这影响人、塑造人这？我我不我而我，是怎怎这影响人 塑造人这？我我不 而我

 有人认为主延迟来的，一定有某种的生活形态

 相信主耶稣很快回来的，

也会有另外一种特定的生活形式

比比不在这关经文、比喻心心的恶仆，他心心好为怎？

他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心里想说必来得迟他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心里想说必来得迟，

就使得这个仆人动手打他的同伴、不务正业、喝酒，

这这这是恶仆之所以恶的原因：他他竟主人要来得迟，这这这是恶仆之所以恶的原因：他他竟主人要来得迟，

所所就无所忌惮、爱爱为怎就爱为怎。

只是必来得迟 不必然是恶的原原只是必来得迟，不必然是恶的原原，

原竟主人来得迟，仆人的想法可可是：

既然是来得迟 我还可以努力一些既然是来得迟、我还可以努力 些，

还可以在他没有回来之前有所改进…

主人很快就回来这关好真，也未必产生良仆忠心，主人很快就回来这关好真，也未必产生良仆忠心，

如果说主人很快就回来了，我要趁机尽情享受。

如果有这样念头 主人要很快回来的想法如果有这样念头，主人要很快回来的想法，

也不一定是确保仆人会忠心、良善。

所所不见得主人快来，就必然是我关良善的原原，所所不见得主人快来 就必然是 关良善的原原

即即不生恶念，也不一定是是是的。

 主人必来得迟，不一定会产生恶、也可能产生善

主人必很快就回来 不 定会产生善 也可以产生恶 主人必很快就回来，不一定会产生善、也可以产生恶

「什么时候」这关这这，可可不是最重要的，

我他有我没有办法知道为怎时出，我他有我没有办法知道为怎时出，

耶稣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没有人知道」。

所所所真的真纠结「什么时候 这？所所所真的真纠结「什么时候」这？

这不是我关最恰当的问题，而而而而我不可，

所回回可什么时候这？所回回可什么时候这？

是很快就回来、或是很晚才回来，

也不一定会对于生活有一个也不 定会对于生活有 个

一定的、必然的影响。

所所问题可可不在关什么时候，所所问题可可不在关什么时候
这这是在关「我是谁」。

耶稣的讲论并没有说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耶稣的讲 并没有 那忠 有见 的仆 ，

究竟是持有主快回来的观念、还是主晚回来想法…



在这心，那关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关键不在于他信主很快回来 或是主会晚了回来关键不在于他信主很快回来、或是主会晚了回来，

他的拿捏、重点是：在于知道自己是仆人。

他的忠心、见识，是在关他是是总总是仆人的身身，他的忠心、见识，是在关他是是总总是仆人的身身，

而而是恰如其分为地地的、按时身按按按按。

没有这个恰如其分地了解没有这个恰如其分地了解，

知道什么时候，也不一定有意思。

按他所做的，并不是因为主人很快回来、按他所做的 并不是因为主人很快回来
或是迟迟未归而而听而而，

因为这不是他的考量、也不由他考量。

恶仆之恶，并非因为他所竟主人必来得迟，

所你你我，是因为他忘了自己的身分和责任，所你你我 为 自 责
对比按时分粮与家里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这个恶仆打他的同伴、不务正业，

他忘了自己的身分、忘可总总应该做什么。

也也我他非非在这「什么时候」？

特别在这些年 看到很多的人祸天灾特别在这些年，看到很多的人祸天灾，

听到很多人在预言耶稣回来、世界末日，

「什么时候 竟竟很热门我关这一。「什么时候」竟竟很热门我关这一。

「什么时候」的主题是 马马马~马廿 我一算我的，

然而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 从来没有尝试提供清楚答案然而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从来没有尝试提供清楚答案，

新约作者承继耶稣的讲论，从来不让时候、日子主宰生命，

他他的生活、生命，关键在关知道自己是主的仆人，他他的生活、生命，关键在关知道自己是主的仆人，

知道主耶稣要来，那是生活的光景。

我现有不讲求甚甚迷信「时机 ，我现有不讲求甚甚迷信「时机」，

好像你把握了时机、时机决定了一切，

做什么事情、都非常地有好的效果做什么事情、都非常地有好的效果，

为怎时出做、为怎时出不做，

就让这个时候来塑造我们的生活、就 这个时候来塑造我们的生活、

就让这个时间来决定自己的生活。

的的时机往往可左右大局，在历史心心也非非我听–
时机恰当 不恰当 常常会带来 个很不 样的影响时机恰当、不恰当，常常会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影响。

但在生命心，辨辨时候、时机尽地尽真，

可不是决定、论断我他生命的主宰可不是决定、论断我他生命的主宰…
比方说，错过了时机，难道就活不成吗？

你就是在上帝面前抬不起头来的人吗？你就是在上帝面前抬不起头来的人吗？

时机是尽真的，我他我真真，

特别在现代社会 在技术 时间 步伐那么急的世界特别在现代社会，在技术、时间、步伐那么急的世界，

时机尤其重要，没有否定，

只是时机不可决定我们的生活、更好可决定我们的价值，只是时机不可决定我们的生活 更好可决定我们的价值
难是把握了时机飞飞飞他，竟竟不是是、不竟很的有，

那你就是一个在神面前

忠心的仆人吗？不一定吧！

时机不能决定我们的生活，时机不能决定我们的生活，
时机不能决定我们生命的价值。

我就算我关更我我我的问题：

不要纠结什么时候 要问究竟谁决定什么时候不要纠结什么时候，要问究竟谁决定什么时候，

父！除了他以外没有人知道，
 每一个时候、每一天 都是神工作的一天 每 个时候、每 天，都是神工作的 天

 每一天、所有的时候，耶稣都与我们同行

这这是最重要的。这这是最 要的

如果你的眼只盯着某一个时候、

所在忽略了其他的时出，所在忽略了其他的时出

如果你的眼睛盯着一个时机、

所在忽略可其他的时了，他

你只在意某一个时间，你会忘了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

也在我最看起来不那么时机的时间算我，也在 最看起来不那么时机的时间算我

如果你只看重重要的时刻，

有一天你会发现 –
所错过了不很看起来不重要、但是非常重要的时间。



马马廿37~40耶稣对的我关比喻，

是非常能够说明那 些常常好奇 纠结 缠绕是非常能够说明那一些常常好奇、纠结、缠绕

「什么时候」的同道、弟兄姐妹，

原竟太在意时机、时间，原竟太在意时机、时间，

忽略了其他看起来不怎怎尽真的时间。

这这这这 主说 当人子为王的时候这这这这 – 主说：当人子为王的时候，

分出绵羊、山羊，其中他夸奖那些义人，

说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人子身上

马廿37~40义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们甚么时候见你饿了 给你吃

说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人子身上…

「主啊，我们甚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
渴了，给你喝？甚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
或是赤身露体 给你穿？又甚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甚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
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如如所只如是所如重要的时候、只如是良机的的，

你不能避免地只看重那些你不能避免地只看重那些

重要的场景、人物，

我不在不那关是完全的错，我只在不我不在不那关是完全的错，我只在不

 我们的神不仅仅出现在重要时刻、场合

 我们的神往往在边缘的、不重要的时间、 我们的神往往在边缘的、不重要的时间、

不重要的人物里面出现

如如我他的眼睛紧盯着如如我他的眼睛紧盯着
那些时间、那些场合、那些人物的话，

是我有我他会诧异：是 有我他会诧异
 竟然基督在我们身边，我们也不知道

 竟然基督在我们的旁边走过、

躺在我们面前、正在受着种种的难过，

我们竟然不知道…

这个比喻里面的恶仆、跟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你是属于哪 类的仆人呢？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仆人呢？

这这不在关所问问主会很快来、或是主人会晚来，

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知道自己的身分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知道自己的身分，

是不是知道自己应该的准备和担当。

如如好是这的准备 好是这的担当如如好是这的准备、好是这的担当，

只如是那个时候，也也在错过不很基督在我们身边、

向我他彰显的时了。向我他彰显的时了。

求求帮助我他：

在等候他回来的生活心心，在等候他回来的生活心心，

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能够按时候分粮 建立、帮助其他的人。能够按时候分粮，建立、帮助其他的人。

等听是我有我他面对面与主相遇的时出，

他会对我们说： 「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会对我们 ： 「好，你这 忠 良善的仆 ，

可以一起进来享受筵席！」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
许你应许我们你要再来，所以我们在你面前等候。

帮助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
能够忠心地、有见识地等候，预备好自己，

使得因为这一种的预备、
因为这 种的忠心有见识因为这一种的忠心有见识，

我们能够好好地服事周遭的弟兄姐妹，按时候分粮。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立志，
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