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別研經課題 

世界未日？ 

（馬太福音廿四：1-51） 

 

V.1-v.51 

1耶穌出了聖殿，正離開的時候，門徒前來，把聖殿的建築指給

他看。2耶穌回應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一切嗎？我實在告

訴你們，這裏將沒有一塊石頭會留在另一塊石頭上，而不被拆毀

的。」3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私下進前來問他：「請告訴

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呢？你來臨和世代的終結有甚麼預兆

呢？」4耶穌回答他們：「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5因

為將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

人。6你們也將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注意，不要驚慌！因為

這些事必須發生，但這還不是終結。7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

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8這都是災難的起頭。9那時，人要使

你們陷在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憎

恨。10那時，會有許多人跌倒，也會彼此陷害，彼此憎恨；11且

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許多人。12因為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

的愛心漸漸冷淡了。13但堅忍到底的終必得救。14這天國的福音

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終結才來到。」15「當你們看

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施行毀滅的褻瀆者』站在聖地（讀這經

的人要會意），16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17在屋頂上

的，不要下來拿家裏的東西；18在田裏的，不要回去取衣裳。19

在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就苦了。20你們要祈求，好讓你

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安息日。21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

自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從沒有這樣的災難，將來也不會有。

22若不減少那些日子，凡血肉之軀的，就沒有一個能得救；可是

為了選民，那些日子將減少。23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看



哪，基督在這裏！』或『在那裏！』你們不要信。24因為假基督

和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如果可能，要把選民也

迷惑了。25看哪，我已經預先告訴你們了。26若有人對你們說：

『看哪，基督在曠野裏！』你們不要出去；或說：『看哪，基督

在內室中！』你們不要信。27好像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

邊，人子來臨也要這樣。28屍首在哪裏，鷹也會聚在哪裏。」29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太陽要變黑，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

從天上墜落，天上的萬象都要震動。30那時，人子的預兆要顯在

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帶著能力和大榮

耀，駕著天上的雲來臨。31他要差遣天使，用大聲的號筒，從四

方，從天這邊直到天那邊，召集他的選民。」32「你們要從無花

果樹學習功課：當樹枝發芽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

33同樣，當你們看見這一切，就知道那時候近了，就在門口了。

34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一切都要發生。35天

地要廢去，我的話卻絕不廢去。」36「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

人知道，連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37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來臨也要怎樣。38在洪水以前的那些日

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39不知不覺洪水

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來臨也要這樣。40那時，兩個人在

田裏，一個被接去，一個被撇下。41兩個女人推磨，一個被接

去，一個被撇下。42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哪

一天來到。43你們要知道，一家的主人若知道晚上甚麼時候有賊

來，就必警醒，不讓賊挖穿房屋。44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

在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45「那麼，誰是那忠心又

精明的僕人，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僕、按時分糧給他們的呢？

46主人來到，看見僕人這樣做，那僕人就有福了。47我實在告訴

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所有的財產。48如果那惡僕心裏說：『我

的主人會來得遲』，49就動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

喝，50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候，那僕人的主人要來，51



重重地懲罰他，定他和假冒為善的人同罪，在那裏他要哀哭切齒

了。」 

 

 

引言 

 

烏俄之戰仍在猛烈的進行， 超過300萬難民逃離烏克蘭， 

俄軍屢攻不入， 更不惜採用超音導彈襲擊烏軍及平民， 

造成嚴重的損傷， 而另一方面烏軍奮力抗敵， 超過7,000

俄軍被殺， 戰爭開始了一個月， 俄軍直至現在只能佔領

南部兩個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警告西方若不加援手，

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會爆發。 況且， 俄國更聲明要啟動核

武機制， 用以來恐嚇西方插手。 用什麼來形容現今的世

界， 真是很混亂？ 這是否意味著世界末日將至， 耶穌再

來日子近了！ 

 

路加十二：56 耶穌講了一些非常精采的話：「你們知道分

辨天地的氣色，怎麼不知道分辨這時候呢？」今日我們用些

時候去研讀馬太福音24章， 當時門徒正面對一個關鍵時

刻， 耶穌就要門徒看得準， 看得清，並且有所預備。 

 

無可否認， 馬太24章是一章非常爭議性， 難明的經文，

但這又是一段非常精采和合時的經文。 



 

（一）吊詭的真理 

 

當我們讀這段經文，我們發現這經文是充滿矛盾， 

前後不一致，甚至是互相矛盾， 難以理解！ 

 

大概來說， 我們可以從三方面看： 

 

1) 前言不對後語的矛盾： 

在v.32-v33耶穌是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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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這句話不是難明，你看見那無花果樹長出

嫩葉時，你就知道夏天近了。我家有棵無花果

樹， 每逢四月， 五月時本來是光禿禿的樹就長

出不少嫩枝來， 我們就知道夏天快要來了， 而

且不久將有無花果之出現。 無花果的嫩葉長出

來， 我們知道天氣開始回暖， 夏天很快就來



了， 這嫩葉之出來， 就好像夏天來臨時之癥

象。當然， 這裏所提到的夏天是比喻基督彌賽

亞之來臨， 而無花果樹葉長出來就是彌賽亞來

的癥兆， 互言之， 當你看到這些癥兆時， 你就

知道基督快要來臨了。這正是對應著v.3門徒所

發問的問題： 

 

「請你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

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 

 

耶穌的意思是說， 有預兆， 有癥兆， 你看到這

些預兆時， 你就知道彌賽亞要降臨了， 所以v.3

3說：「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

子近了，正在門口了。」 

 

互言之， 基督的來臨， 世界的末了， 是可以知

的，你只要check 有沒有這些事， 你就知道了， 

至於是什麼，我們暫且不討論， 稍後才討論。 

 



2) 然而， 當我們看v.36 ，耶穌跟著好像講一些幾

乎是相反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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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剛剛講完， 那日子是知道的， 只要

你留心看看，有那些事發生， 那些預兆出現， 

你便知道那日子近了。 但跟著， 祂好像完全忘

記剛講的說話， 說：那日子， 那時辰， 沒有人

知道， 連祂自己也不知道。 

 

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前言不對後語嗎？ 何竟如

此？ 

 

第二個古怪的地方就是「那些事」「預兆」的

問題了， 究竟什麼是「那些事呢？」很明顯， 

耶穌是回答門徒的問題「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麼預兆呢？」於是耶穌便在v.5-v31 講出這些

預兆， 我們仔細看看這些所謂預兆： 

 

v.5 有好些人冒耶穌的名說：「我是基

督」：並且迷惑許多人。 

v.6 「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v.7 「多處有饑荒， 地震」 

v9 殺害信徒， 信徒為主的名， 被萬民恨

惡。 

v.10 許多人跌倒， 信徒為主的名， 被萬民

恨惡。 

v.11 假先知， 迷惑多人。 

v.12 不法事情增多， 愛心漸漸冷淡。 

v14 福音傳遍天下。 

v.15 - 

v22 

逃難。 

v.24 假先知， 假基督。 

 

這真是預兆嗎？ 就如無花果嫩葉開始發出來的

預兆嗎？明顯的不是， 自從新約時代開始， 直

至現在， 有那一個時代不是沒有這些事發生

呢？ 有那一個時代不是有人冒耶穌的名， 有那

一個時代不是沒有饑荒， 地震， 打仗， 信徒跌

倒， 假先知， 假基督， 假信徒的出現呢？ 如

果硬要說這是主再來的預兆， 我們就可以作個

比方： 若有人問我： 「你幾時返香港作長期居

留」， 我回答：「我回來一定有些預兆」， 這

是什麼預兆？ 我說：「當你看到香港有人吵



架， 有人跳舞， 有人唱K， 有人被警察拉， 你

就知道我回來的日子近了， 就在門口了！」請

問？有那一天香港是沒有吵架， 無人跳舞， 冇

人唱K， 冇人被警察拉。 這是完全沒有意思

的， 因為這根本就不是預兆， 是日常見慣見熟

的事。或者，有人答道：「蘇牧師， 你錯了， 

耶穌在這裏是講到程度的問題， 雖然常常有打

仗， 地震，饑荒， 但主再來時是特別多，頻密

很多。」但我回答：「標準在那裏？ 什麼是

多？ 現在是否多呢？ 」你是難以估計， 講完等

如沒有講！如果耶穌真是這樣想， 我們未免是

把耶穌看得太低能， 太無智慧了。 

 

3) 我可以說: v.5-v24 所講的「主再來」預兆， 根本

就不是主再來的預兆， 是我們被時代論的釋經

誤導了。 若非， 又是指什麼預兆呢？ v.3豈不是

明明的說：「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麼預兆

嗎？」怎麼會說這不是主再來的預兆呢？ 

 

 

（二）主降臨與人子降臨：- 



 

我們若要明白這一段聖經， 我們至少要明白三個非

常重要的背景。 

 

1) 猶太人對「主降臨和世界末了」的觀念。 

 

在v.3門徒問耶穌這樣的一個問題： 

「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麼 預兆呢？」現代

信徒一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就立即想到這

是主再來一事， 但其實是否如此？我們首先要

看看背景了。  

 

舊約聖經屢屢提到「彌賽亞會降臨」，這是

「主降臨的日子」，他們稱之為「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如約珥書二:30-31; 以賽亞

書十三:10-13, 當我們研讀舊約和猶太人對這日

子的看法， 我們看到有以下幾個特點： 

 

❖ 主來的日子是審判， 是神忿怒之彰顯， 所

以當約翰傳道時， 「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

忿怒呢？」 



 

❖ 也是拯救的日子， 對神的子民之拯救， 對

非神的子民之審判與咒詛。 

 

❖ 也是末世的日子。 

 

正因如是， 門徒把「主降臨」與「末世的日

子」混為一談。 

 

 但耶穌來了， 却把這觀念分開； 主降臨是分 

二次： 

第一次降臨 - 是拯救，是救恩之時。 

第二次降臨 - 是審判， 也即是主再來的

子。 

 

所以， 當耶穌出來傳道的時候， 他在會堂講道

的時候， 引用了以賽亞書61:1-2, 說：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

音給貧窮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

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如果我們比較耶穌在路加四:17-18 講的與以賽亞

書61:1-2， 我們便立即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事， 

在原本以賽亞有「報仇的日子」， 耶穌却提也

不提， 祂只講救恩， 釋放， 完全沒有提審判。

原來耶穌對末世的看法與猶太人不同， 這所謂

「末世」並非一點， 是一個時期， 頗長的時

期， 耶穌第一次來是拯救， 第二次來是審判， 

在此之間便稱為末世的日子了！ 我們稱之為 alr

eady-but-not-yet. 

 

這是否說舊約錯了？ 非也， 我們稱之為 telesco

pic view，從遠處望山， 以為只有一個高山， 到

達時， 發現山後有山， 這就是 telescopic vie

w 。 

 

但是門徒不明白耶穌的意思， 他們仍持著猶太

人的觀念， 以為主只有一次來， 他來也是末日

的來臨， 所以他們便問：「什麼時候有這些

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麼預兆呢？ 」

把二者混為一談。 

 



2) 第二個背景是歷史了，我們再看看24:1-2 

 

「耶穌出了聖殿，正走的時候，門徒進前來，把

殿宇指給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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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律王重建聖殿， 非常宏偉， 石與石間鑲有黃

金， 太陽反照， 閃閃爍爍， 非常悅目， 所以

門徒就指聖殿給耶穌看： 多宏偉的聖殿， 於是

耶穌就預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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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解經家都認定這是指A.D.68-69年所發生

的事。 那一年， 猶太人作反， 希望從羅馬人中

奪回耶路撒冷， 這是他們猶太王國， 提多將軍

率領羅馬大軍圍困耶路撒冷城。在那塲戰役

中， 據 Josephus 所載， 有1,000,000猶太人打

死， 差不多十萬人被擄，是歷史慘劇。 或許你

會說，第二次世界大戰600萬猶太死， 豈不是比

此次屠殺更厲害。 我們要明白， 第二次世界大



戰猶太人不是打仗死， 是被擄送入煉氣爐， 一

批一批的焗死， 而且不是一次， 是經歷許多年

堆積的， 但這次戰役， 是一刀一刀刺死， 燒

死， 100萬人被殺； 是非常震撼的。 

 

3) 第三個背景是經文的上文下理。 

 

首先，我們要看看上文下理， 若要明白馬太24

章是說什麼，我們必須看看前文後理， 來龍去

脈， 24章不會是無緣無故的出現， 更有前因後

果， 我們發現馬太十六:21 似乎是整個福音書的

分水嶺， 這事發生在該撒利亞腓立比之境內， 

是耶穌傳道時至北之地， 也是外邦人聚居之

地， 在此有二件非常重要的事： 

 

❖ 耶穌問門徒二個問題： 

 

「人說我人子是誰？」 

「你們說我是誰？」 

 

這似乎是最好的 Oral examination. 



 

❖ 當彼得說：「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兒

子」， 耶穌就說了兩件事： 

 

➢  其一， 我要把教會建造在這磐石

上， 「教會」這個字第一次在福音

書出現, 這亦是耶穌第一次提到建立

教會，並說：「陰間的權柄不能勝

過它。」  

➢  其二，預言祂的死「祂必須上耶路

撒冷， 受長老， 祭司長， 文士許多

苦， 並且被殺， 第三日復活。」 

 

耶穌首次明明的說明祂要受死，門徒當然不能

接受， 因為祂是彌賽亞， 按他們的觀念， 彌賽

亞是來審判， 怎會死， 被釘死， 所以彼得說：

「主啊， 萬不可如此， 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

耶穌就轉過身來， 斥責他：「撒但， 退我後邊去

吧！」 

 

隨著這一段後， 以後的經文是講到耶穌如何上



耶路撒冷受死。這觀念完全不為猶太人/門徒所

接納。 

 

 

說完上文， 我們要講下理了， 25章是一連串的比

喻， 所有比喻都有同一主題， 好好預備主的再來，

因為我們要交賬， 將來審判的時候， 要分綿羊與公

羊， 忠心與惡僕之分別。 

 

 

(三）不是榮耀的管治， 而是受苦和儆醒 

 

明白了這背景， 我們再來看這段經文了， 24章的中

心就是在v.3, 門徒的問題：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的來說：「請告訴我

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

兆呢？」 

 

耶穌在v4就解答門徒的問題： 



 

v.4是主句， 也是中心點， 「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

惑你們。」 所以，我們很清楚知道， 耶穌在24章所講

的用意及中心， 不是解答門徒的好奇心， 什麼時間

是世界末日， 而是叫他們儆醒， 免得入了迷惑， 所

以25章的中心， 就是繼續串連這個主題， 為什麼他

要門徒們儆醒呢？ 

 

1） 首先， 從v.5-28,是講明一件事，你們以為主降

臨， 就是末日， 是審判， 是榮耀， 是天都光

晒， 猶太人以為在末日審判時， 他們會充滿榮

耀的管治， 耶穌要對他們說， 你們錯了， 不

是榮耀的管治， 是受苦, It is not the time to reign i

n glory, but to suffer.  所以耶穌就講出了一連串的

所謂預兆： 

 

➢  打仗， 地震， 飢荒， 患難， 被殺

害。 

➢  不但是外來的壓力， 更是內在的問

題， 許多人跌倒， 彼此陷害， 彼此恨

惡， 愛心冷淡。 



➢  還有， 有許多人起來， 稱自己是基

督， 是先知， 總然言之， 充滿苦難。 

 

但奇怪的事， 却福音因此而被廣傳， 就是這樣

的一個吊詭， 受苦， 教會增長， 長大， 陰間

的權柄不能勝過它， 所以， 這不是指主再來的

預兆， 是指主來了後及主再來之那段 already-bu

t-not-yet的期間的特色 - 苦難與教會增長。 

2） 但v.15-27却是一段非常古怪的聖經， 這又是什

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特點： 

 

➢  v.15- 一定與但以理所說的一段話有

關。 

➢  v.17- 發生在猶大， 不是普世性， 是

地方性， 只限於在猶大。 

➢ v v.20- 一定是與猶太人有關的， 因為這

提到「安息日」「神的選民」。 

➢  v.21- 是極大的災難， 「從世界的起

頭， 直至如今， 沒有這樣的災

難，後來也必沒有」。 

 



從這兒的描述， 似乎我們可以結論， 這樣有可

能是指69A.D. 耶路撒冷被毀之事， 也即是v.3門

徒所提的問題。 

 

首先， 我們要明白v.15所提但以理的一段聖經

究竟「那行毀壞可憎的」是什麼意思， 沒有人

知曉，但聖經明顯是指聖殿， 此句出自但以理

書十二:11，一般釋經家以為這是指170 B.C. Arti

ochus Epiphanes, 一個敍利亞皇帝， 強逼猶太人

獻豬於聖殿中， 是極盡侮辱之事，但無論為

何， 這是指聖殿被污辱， 被毁的一件事， 也

正是69A.D. 聖殿被拆毀一事而言， 那時， 大開

殺戒， 要逃就逃， 希望在那時不是安息日， 

因為猶太人安息日不得走多一段路程， 所以你

們本是希望不在冬天/安息日發生， 為什麼耶穌

要提這件事， 不但是因為門徒提起， 而且， 

這件事更意味著舊約時代之結束, 聖殿被毀， 

沒有獻祭， 以獻祭為主的舊約時代也正式結束

了， 取而代之教會時代， 教會時期了， 也正

是 「末日的正式啟開」直至主再來之日。 

 



3） 但v.27告訴我們， 是有另一個日子， 就是人子

降臨的日子， 也即是主再來的日子； 主再來時

亦會有 Sign, 是什麼： 

➢  日頭變黑 

➢  月亮不放光 

➢  眾星墮落 

➢  天勢震動 

 

那時人子， 有能力， 有大榮耀， 駕著天上的

雲降臨， 而祂的選民， 也指信徒， 都被召聚

在一起， 這就是主再來的日子。 

 

69B.C. 是v.33所提到「這些事」， 很快就要發

生了， v.34更說明：「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世代

還沒有過去， 這些事都要成就」， 但主再來的

日子却是不知曉， 所以v.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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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要儆醒， 免得入了迷惑 

 



正因為我們不知主那時候來， 他來就好像賊一樣， 不

知不覺， 正因如此， 我們就要儆醒， 不容人挖透房

屋， 這是你們知道的。 

 

最近我屋企被竊，只因為我們滿以為安全， 不有時， 

賊人就來了， 我們就要儆醒， 不要入迷惑。 

 

香港前途如何， 我們要識時務， 預備受苦的心志， 

我們好好預備自己要交賬， 作又懶又惡的僕人， 抑或

是忠心的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