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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的实现
第九课…
第九课
…

天国的实现

记述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末世论，对观经文 可十三、路廿一
 末世论的三个天国的比喻是马太独有的记载
 系统性的整理，归纳出耶稣针对末日议题 ─
主再来的日子，所做的系列教导…
耶稣末世讲论 ─ 他再来之前会有许多兆头，就是记号，
 包含战争、地震、饥荒、逼迫、假先知、假师傅变多
包含战争 地震 饥荒 逼迫 假先知 假师傅变多
 在教会历史中，不是没有出现过，
只是愈靠近耶稣再来 发生的频率会更多 更严重
只是愈靠近耶稣再来，发生的频率会更多、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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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廿四-廿五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来到…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廿四29-30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廿四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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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四3-14 天国实现前的考验

灾难的起头 ─ 耶稣基督再来之前，
会出现灾难起头的记号，做为对相信上帝子民的提醒…
廿四4-5

异端邪说层出不穷 ─ 假先知以虚谎言语笼络人的心

战争、饥荒、地震增多，
战争
饥荒 地震增多
但末期未到，这只是灾难的起头
新译本：这
这一切不过是痛苦的一开始
切不过是痛苦的 开始
廿四9-10 逼迫、考验增多，有些人失去信仰，
彼此出卖 人伦之间的关系大出问题
彼此出卖，人伦之间的关系大出问题
廿四6-8

廿四11-13

假先知增多，光怪陆离的教导迷惑许多人，
不法的事增加，人的爱心就冷淡

廿四14
廿四

神的子民在这期中忍耐到底，
不仅得救，而且福音还会传遍万民

廿四3-14 天国实现前的考验

大灾难的临到
廿四15-21
廿四

敌基督来到，史上最可怕的灾难 ─

政治上有权有势、影响世界的走向
 辖制、逼迫、捆绑上帝的选民
 背面有灵的权势在里头


廿四22

上帝为了怜悯选民的缘故，
会缩短考验期

廿四23-26

行异能的假基督、假先知出现，

人如果单看外表、不知内心，
没有儆醒的灵、真理在其中，
上帝选民会被外在的假象所迷惑

廿四26-31 人子降临时的兆头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如此明显可见
廿四29 灾难过去后，发生宇宙天文的大改变
廿四29-31 人子从天降临，
天使用号筒召聚选民一同聚集
廿四27-28

人关切主再来的时候如何察验、分辨 ─
 会有人说：
主再这里、主在那里…


察验主来的日子 廿四32-44 ─ 两个比喻告诉信徒
 廿四32-36 从无花果树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
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廿四32-33

不是每一次发嫩长叶的时候，耶稣那个时候来，
而是用大自然 ─ 无花果树做
无花果树做一个比喻
个比喻。
 巴勒斯坦地经常看到的一种果树…
从无花果树长叶的时间 判定夏天的到来
从无花果树长叶的时间，判定夏天的到来


主耶稣基督不要我们 ─
在末后审判的日子、
患难考验临到的时候，
失去了方向

察验主来的日子 ─ 挪亚时期的洪水事件…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廿四37-39

神因人的罪伤痛，要经由洪水来审判人的时候，
大洪水来到之先 有将近百年的时间
大洪水来到之先，有将近百年的时间，
挪亚有充份的预备 ─ 建造方舟、大有机会传道…
可惜当时世代的人，没有人接受悔改的义道，
可惜当时世代的人
没有人接受悔改的义道
当大洪水来到，全部因着审判被毁灭
 得救的只有挪亚一家八口
得救的只有挪
家


耶稣提醒人 ─ 不要存投机取巧的侥幸心态，
从教训、比方当中，察验主来的日子。

信徒可以从耶稣基督的教导 ─
战争 天象 天灾 人祸
战争、天象、天灾、人祸…，频率越加增强，
频率越加增强
假基督、假先知、道德腐败、异端邪说横行，
这些蛛丝马迹 征兆 记号 都是让我们察验 ─
这些蛛丝马迹、征兆、记号，都是让我们察验
主来日子的紧迫度…

如何迎见人子来临的日子 廿四42 -廿五
 廿四42-44

儆醒的态度

所以，你们要
所以
你们要儆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 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 你们也要预备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贼不会预先通知家主 ─我今晚要到你家，
但家主为预防贼的来到，会做好一切万全的措施

耶稣提醒上帝的子民、属主的基督徒 ─
在迎见主来之前，在日常生活当中，
时时的预备自己，
用上帝的话、遵行神的道、
渴慕真理、行道的心，预备自己

如何迎见人子来临的日子 廿四42 -廿五

如何迎见人子来临的日子 廿四42 -廿五

 廿四45-51 要有忠心

 廿五 三个比喻 ─ 将儆醒、忠心，更整全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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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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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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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童女 ─
 五个愚拙的，毫无察觉、预备，

迎娶新娘的新郎抵达时，灯里没有油…
迎娶新娘的新郎抵达时
灯里没有油
大家庆祝喜宴的时候，来不及参加，
被关在门外 哀哭切齿
被关在门外，哀哭切齿
 五位儆醒的童女，生命彰显的态度是儆醒，

即使三更半夜，
依然带着儆醒的 陪伴新娘等待新郎；
依然带着儆醒的心陪伴新娘等待新郎；
灯里保持着油，照亮游行欢乐行走的道路

家主没回来之前，忠心执行家主所托付的事
家主没回来之前
 不是带着取巧与侥幸的心态，认为家主回来必定延迟，
延宕自己的责任 过着为所欲为的生活
延宕自己的责任、过着为所欲为的生活
耶稣形容 ─ 随时预备忠心的执行家主托付才干、恩赐的重要性


如何迎见人子来临的日子  廿五 三个比喻


三个仆人所领受五千、二千、一千不等的银子，
 象征才干、恩赐不同，但机会相同 ─同样的起跑点
 领受一千的却原封不动，按自己的意思去埋起来

家主所求不在于业绩、量多，是仆人要有忠心


忠心与否 ─ 山羊、绵羊的比喻 廿五32-46

回应在儆醒态度预备的一个教导。

如何迎见人子来临的日子  廿五 三个比喻
原来主要求我们的忠心 ─
并不在于我们的量
要非常的大、非常的多
 在于我们的内心，
在于我们的内心
是否谦卑、渴慕、愿意荣耀主


 绵羊代表那群无论做什么，都像是为主做的信徒，
绵羊代表那群无论做什么 都像是为主做的信徒
西三23

无论做甚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表面虽服事人，实际上是在荣耀神；
表面虽服事人
实际上是在荣耀神；
对最微不足道的出于爱心的服事，都是做在主身上
 山羊代表对没有怜悯心、光说不练、不遵行上帝心意的人，
山羊代表对没有怜悯心 光说不练 不遵行上帝心意的人
对微不足道的人、事、物不理不睬，没有兴趣服事…
耶稣说我渴 饿 赤身露体 你们不给我吃穿 接待我
耶稣说我渴、饿、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吃穿、接待我，
不愿意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也没有做在我的身上

以至于我们不会去在乎 ─
量大 或量小 成就大 或成就小；
量大、或量小，成就大、或成就小；
即使做在最小的弟兄、姊妹们身上，
只要带着事奉上帝的心，
只要带着事奉上帝的心
最小的工作、做在最微不足道的人身上，

主耶稣还是悦纳的！

撒旦派了三个小鬼来到世间引诱人类 ─
第一位：
第
位 根本没有上帝。
撒但说：不可能全部的人类都会相信你的话，
因为人的心还是会渴望有信仰寄托。
为 的
是会渴望有信仰寄托
第二位：根本没有末日。
撒但说：不可能全部的人类都会相信你的话，
因为还是有人相信世界末日、上帝审判人这件事。
第三位：我去告诉那些既相信有神、又相信有末日的人 ─
「不用着急，因为末日离我们还很远呢！」
撒但大乐，说：速速地去吧！
你将会瘫痪许多基督徒的戒备，
使他们变成那五个愚昧打盹的童女。
提醒 ─ 让我们在迎接主来之前，都能够成为
让我们在迎接主来之前 都能够成为
那五位聪明、有预备、灯里有油、忠心的童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