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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02-07-2021 

橄欖山寶訓-02 

末世與主再來-01 

⾺馬太福⾳音 24:1-14（可13:1-8；路路21:5-11） 
 

唐興 牧師 
 

 

1-場景： 

1耶穌出了聖殿，正走的時候，門徒進前來，把殿宇指給他看。2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

不是看見這殿宇嗎？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

了。” 3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地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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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生產之苦-（4-28） 
a-一般性描述（4-14） 

4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5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

‘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6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

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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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之苦]的起頭。9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也要殺害你們；

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10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

11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12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

了。13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

末期才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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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今天我們要開始思想主耶穌在橄欖⼭山上的教導。這是新約聖經中爭論最多的⼀一段經

⽂文。講到關於末世和主再來來的問題。教會歷史中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學派，包括：時代論前

千禧年年，時代論後千禧年年，無千禧年年，後千禧年年，未來來派，過去派…還有⼀一些不屬於任何

學派的嚴謹聖經學者的解釋。華⼈人教會對這段經⽂文的解釋⼤大多傾向於時代論。⽽而改⾰革宗教

會幾乎都屬於無千禧年年或後千禧年年學派。但是不論我們屬於什什麼宗派學派，在解釋這段經

⽂文的時候必須對不同的解釋觀點做⼀一個客觀的了了解。⽽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從聖經的本⾝身所提

供的⼤大架構來來衡量量這些解釋的強弱處。每⼀一個學派，每⼀一個教會都需要不斷接受聖經本⾝身

對⾃自⼰己已經接受的解釋所提出的檢視和挑戰。這是我們對主耶穌的教導，和解釋聖經所持

的基本態度。今天的信息的內容，就是要在進入經⽂文之前，說明解釋這⼀一段經⽂文的整體原

則，和對⾨門徒在第3節提出的問題做⼀一個深入的理理解，以及對⼀一些特別的名詞做解釋。 

 

A-基督的工作。橄欖⼭山橄欖⼭山寶訓是主耶穌教導祂的⾨門徒關於末世和祂再來來的信息。這

是祂最後⼀一次的長篇信息，就是橄欖⼭山寶訓。再過幾天祂就要上⼗十字架了了，祂將要為我們

的罪在⼗十字架上受律律法的懲處，就是死亡；祂要在天上的帳幕，不是⼈人⼿手所立的帳幕，以

天上⼤大祭司的⾝身分把⾃自⼰己⾝身體獻上作為贖罪祭，⽬目的是要把神國度律律法的義成就在祂⾃自⼰己

百姓的⾝身上。祂藉著⾃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復活把神的國度引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這是第

⼀一點 

 

B-神的大計畫。新約的教會是神的⼤大計畫，是藉著基督的死和復活所帶來來的新約教會

（啓12章的婦⼈人）。祂是教會的頭/元⾸首，教會是祂的⾝身體。從主耶穌復活升天開始，⼀一

直到祂再來來的這⼀一段時間，都是祂的教會在地上擴張的時期（啓12章的曠野1260天）。

在這個時期內，不分猶太⼈人和外邦⼈人，都藉著福⾳音的傳揚被納入在新約的聖約團體之內。

當福⾳音傳遍全地，⽽而這個團體的⼈人數達到滿⾜足：就是外邦⼈人數⽬目添滿了了，以⾊色列列⼈人全家得

救的時候（羅11:25-26），就是主耶穌再來來的時候。這是今天我們都知道的整個神的計

劃。這就是以弗所書1章所講的神旨意的奧秘：「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

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8 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9 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

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整個以弗所書都是在講這

⼀一件事：「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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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歸於一」。你會看到以弗所書的⾼高峰是：第⼆二章末了了的，外邦⼈人和猶太聖徒共同被建造

成為主的聖殿（弗2:19-21），就是啓⽰示錄21章的天上的聖城新耶路路撒冷，是神國度最終

的完成。神國度建造的⼯工作是在地上的教會進⾏行行的，也就是以弗所書4章講的教會的⼯工作：

建立基督的⾝身體（弗4:11-16），這是以弗所書的第⼆二個⾼高峰。這是我們理理解主耶穌在橄

欖⼭山寶訓關於世界末了了和祂第⼆二次降臨臨最重要的切入點。這是第⼆二點。 

 

3-登山寶訓和橄欖山寶訓。「登⼭山寶訓」是主耶穌的第⼀一個關於神國度的主要信息，⾺馬太

福⾳音5-7章，是神國度⼦子⺠民，在基督裡被建造時所彰顯的⽣生命特質和⾒見見證，也就是地上教

會建立基督的⾝身體的內在的轉變。「橄欖⼭山寶訓」是主耶穌所傳講的關於神國度的最後⼀一

個重要信息：是講到神的國度/教會被建造的外在歷史環境，以及神國度最終完成前的徵

兆。登⼭山寶訓是在建造我們成為天上的聖殿的藍藍圖，是⼀一種內在的⽣生命轉變；⽽而橄欖⼭山寶

訓則告訴我們被建造成為天上聖殿的歷史環境。這是第三點。 

 

中心信息：基督啟示神國度進入完成階段時期所處的歷史環境和其最終完成的徵兆。 

 

「橄欖⼭山寶訓」的⽬目的不是要我們預測未來來，⽽而是要提醒神的百姓，堅固我們的信⼼心，知

道基督再來來以前世界上會發⽣生什什麼事。⽽而這⼀一切都是祂的計畫的⼀一部分。祂的國度/教會

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邁向最終極完成的。這提醒我們要警醒地把注意⼒力力放在⾃自⼰己的救恩

上，知道如何在基督裡領受登⼭山寶訓中所應許的祝福：進窄⾨門走⼩小路路、防備假先知、要做

聰明的蓋房⼦子者把房⼦子就是蓋在磐⽯石上。 

 

解釋的兩個關鍵。我們要進⼀一步理理解⾨門徒所提的問題，然後再解釋經⽂文中的⼀一些關鍵的字：

「災難-⽣生產之苦」，「主的降臨臨」，和「世界的末了了」。 

1-門徒的問題。⾨門徒的問題是：「什什麼時候」發⽣生和有「什什麼預兆」。按照前⽂文，「這些

事」就是「聖殿被毀」以及「主的降臨臨」和「世界的末了了」。主耶穌的⾨門徒，和當時的許

多猶太⼈人⼀一樣，都認為聖殿被毀、彌賽亞的降臨臨和世界的末了了是發⽣生在同⼀一時間內的不可

分開的事。⽽而且是很快就發⽣生的事。⽽而主耶穌的回答不僅要解答這三件事情，還要指出第

⼀一，這些事不是很快就會發⽣生的。第⼆二，這三件事情不是發⽣生在同⼀一個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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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什麼⾨門徒和當時的猶太⼈人認為這三件事是同時發⽣生的呢？猶太⼈人從被擄到巴比倫倫之後，

幾乎都處在外邦帝國的統治之下，他們經過了了巴比倫倫帝國，波斯帝國、希臘帝國，⼀一直到

羅⾺馬帝國的統治。猶太⼈人普遍認為⾃自⼰己是處在長久的災難時期。耶路路撒冷的聖殿是外邦⼈人

希律律王所擴建的。並且，當時猶太教的屬靈情況是空前的敗壞。耶穌時代的⼀一些敬虔的猶

太⼈人都離開耶路路撒冷成立獨立的團體，在曠野中居住等候彌賽亞的來來臨臨，譬如在死海海旁的

「愛賽尼派」社區。他們可能是與保存死海海古卷有關的敬虔的猶太⼈人。這些敬虔的猶太⼈人

認識到猶太教的道德墮落落，必然會帶來來舊約聖經中所預⾔言的聖殿的毀滅，彌賽亞的到來來，

世界的末了了，和聖殿的重建。所以，在耶穌成為⾁肉⾝身在地上執事之前，猶太⼈人已經有許多

⼈人按照舊約聖經，寫了了許多次經（以諾書、所羅⾨門詩篇、以賽亞的升天、以斯拉四書…等

等），預⾔言末世的來來到。這是當時猶太⼈人對末世的觀念念。他們認為彌賽亞所帶來來的是猶太

地上政權和宗教的復興，脫離地上政權的統治。⽽而且這是發⽣生在同⼀一時間的事。 

 

所以，當⾨門徒看到基督在進入耶路路撒冷後，潔淨聖殿，對猶太教發出⼀一連串串定罪和宣告審

判的信息，然後預⾔言聖殿要被拆毀。因此他們⾃自然就從已經被普遍接受的猶太⼈人末世觀來來

理理解：聖殿的被毀，基督的再臨臨，和末世的到來來。他們認為這是很快將要發⽣生，⽽而且是在

同⼀一時間發⽣生的事。⽽而且他們認為耶穌是要復興以⾊色列列地上的國度。 

 

路路加福⾳音19:11	「11 眾人正在聽見這些話的時候，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又因他們以為

神的國快要顯出來，就另設一個比喻，」這是耶穌⼀一直要糾正祂的⾨門徒的觀念念。猶太⼈人認

為祂會立刻帶來來地上猶太國家⺠民族的復興，政治和宗教的復興。今天的敬虔猶太⼈人，甚⾄至

許多基督徒還持守這樣的觀念念。 

 

加爾⽂文指出：「我們必須看到，⾨門徒從孩童時就確信的事，就是聖殿會⼀一直存在到世界的

末了了，因為這種觀念念已經深植在他們⼼心裡，他們不會想到，當世界還存在的時候，聖殿會

被毀滅。同樣地，當基督說聖殿要被拆毀時，他們的思想立刻轉向了了世界的末了了，如同⼀一

個錯誤，導致另⼀一個錯誤——他們認為基督⼀一旦開始統治時，他們就會享受到快樂，戰爭

會被除去，立刻就⾶飛向勝利利。他們把基督的降臨臨和世界的末了了連在⼀一起來來。他們認為世界

的末了了是指萬物的更更新，是敬虔的⼈人最完美無缺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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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主耶穌的回答有兩兩個作⽤用：⾸首先祂要糾正這種很快會發⽣生的時間認知上的錯誤。同

時，要啟⽰示這些事情發⽣生的預兆，就是「聖殿被毀」，「世界末了了」，「基督第⼆二次降臨臨」

的預兆。耶穌先指出的是這些事情不是同時發⽣生的。耶穌要擴⼤大他們的視野，使他們明⽩白，

以⾊色列列聖殿的拆毀，是神國度往前必須經過的痛苦。這並不表⽰示世界的末了了。從基督被釘

⼗十字架開始有⼀一段「⽣生產之苦」的時期。這是第⼀一部分，從4-28節。然後，耶穌才解釋

了了祂第⼆二次降臨臨的預兆，29-31節，這是第⼆二部分。接下來來主耶穌⽤用「無花果樹樹枝發嫩

長葉」做比喻，解釋了了⽣生產之苦時期的含意（32-35節）。以及⽤用「挪亞洪⽔水的⽇日⼦子」，

來來比喻世界末了了的⽇日⼦子時辰是沒有⼈人知道的。最後，主耶穌⽤用了了5個比喻來來提醒和警告當

時的⾨門徒以及後來來歷代教會的聖徒。 

 

2-名詞的解釋：「生產之苦」[ὠδίν]（odin），「降臨」[παρουσία] (Parousia)，「世界末

了」[συντελείας τοῦ αἰῶνος] (syntelias tu aionos) 。 

 

2.1-生產之苦[ὠδίν]。主耶穌在第8節說：「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希臘⽂文的「災難」和

「⽣生產之苦」（birth pains） 是同⼀一個字。英⽂文聖經 ESV, NIV, NASB, LEB, NLT, HCSB 

（KJV-sorrow）, 都翻譯為「the beginning of birth pains」「⽣生產之苦起頭」。著名新約

的聖經學者D. A. Carson 卡森，在他的聖經註釋和信息中，把24：4-28節經⽂文所描述的

事件都看為是「⽣生產之苦」，包括了了15-21節關於發⽣生在主後AD70 聖殿被毀的事件。換

⾔言之，這些事情發⽣生是⽣生產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從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復活升天，⼀一直到祂

再來來，包括最後的審判的整時期。也就是說，整個教會時期都處在「⽣生產之苦」中，或者，

整個教會時期都處在「災難」中。 

 

2.1a-生產之苦的喜樂。但是為什什麼要⽤用「⽣生產之苦」來來描述這段時期呢？因為「災難」

是主要是負⾯面的意思，⽽而「⽣生產之苦」則是喜樂的事。⽣生產的過程雖然是痛苦的，但是那

種內⼼心的期待和知道新⽣生命正在成為事實是令⼈人喜樂的。主耶穌⽤用了了⼀一個雙重意思的名詞

來來說明祂的國度和祂的教會在邁向最終極完成必須的經歷，祂要祂的教會從這個⾓角度來來認

識祂如何在這些災難中成就⽗父所託付給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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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生產之苦的成長。使徒保羅在加拉太書4:19節也⽤用了了「⽣生產之苦」[ὠδίν] 這個字。他

說：「19 我小子啊，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ὠδίνω]，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裡。」保

羅認為加拉太教會的問題，教會中破裂的⼈人際關係，不明⽩白律律法和福⾳音的區別，不明⽩白福

⾳音成聖的教義如何實踐在⽣生活中，都是因為基督還沒有成形在他們⼼心裡。保羅把基督成形

在⼼心裡的過程稱為他作為使徒所受的「⽣生產之苦」。這是⼀一個牧者⼼心裡最深刻的感受，看

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內⼼心對基督和基督⼯工作的認識，在會眾⼼心裡成長的經歷。這是神透

過教會呼召牧者和教師的職分。 

 

A）個人屬靈生命的成長。「基督成形在你們裡⾯面」是⼀一個非常豐富的句句⼦子。講到基督徒

個⼈人屬靈⽣生命的成長。不但關係到羅⾺馬書的稱義成聖的真理理，也關係到教會在地上的功⽤用

和⽬目的。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第四章說明教會的⽬目的就是：「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

職，建立基督的身體，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信心]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

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教會的功⽤用是教導會眾在「信⼼心的內容」和在「關

於神兒⼦子的準確和正確的知識」上同歸於⼀一。羅⾺馬書8:29節把基督裏整個救恩⼀一系列列⼯工

作（從揀選，呼召，稱義，得兒⼦子名分，成聖、得榮耀）的⽬目的鎖定為要達到神預先定下

的旨意：「效法他兒⼦子的模樣」「模成祂兒⼦子的形象」(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 

 

B）天上聖殿建造的生產之苦。我們都知道（上週主⽇日信息）地上教會成員屬靈⽣生命的成

長，就是天上聖殿的建造（弗2:19-22；彼前2:4-7；啟21:2）。基督是活⽯石，是天上聖

殿的房⾓角⽯石；我們也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聖殿（靈宮）。彼得前書講的是現在的情形，

啓⽰示錄21章的聖城新耶路路撒冷講的是最後建造完成的情形。這個天上聖殿被建造的整個

過程就是主耶穌所說的「⽣生產之苦」。這是⼀一個痛苦的經歷，因為是在外在和內在環境的

衝突下成就的；同時這也是⼀一個喜樂的過程，因為我們知道基督已經復活了了祂有復活的⾝身

體，祂經過⼗十字架的苦難，進入榮耀裡，成為天上聖殿的房⾓角⽯石。我們現在也像活⽯石被建

造成為天上聖殿，在世界的末了了，我們也會得著復活的⾝身體，在基督的榮耀裡享受神永遠

的同在。使徒保羅說，這是「歷代以來來被隱藏在創造之神裡的奧秘」（弗1:9；3:9）——

天上聖殿的建造是透過地上教會教導關於神兒⼦子的知識來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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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教會歷史的生產之苦。保羅⽤用「基督成形在你們裡⾯面」說明，教會中的基督徒屬靈⽣生

命的成長和基督徒對基督和基督救恩⼯工作的認識是同⼀一件事。⽽而對整個教會來來說，這個成

長的過程也是⼀一種「⽣生產之苦」。基督教教會的歷史就是教會在各種外在和內在的衝突中

對基督和基督⼯工作的真理理漸漸達到合⼀一的認識的過程。初期的教會在帝國政權的逼迫下，

反⽽而造成福⾳音向外快速的廣傳。後來來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在之後的300年年中，在

地上政權的保護下，教會得以發展出三位⼀一體和基督神⼈人⼆二性的真理理，成為教會合⼀一的根

基真理理。接下來來，聖靈就帶領教會更更清楚地認識關於基督救恩⼯工作的真理理。當教會墮落落腐

敗時，神就藉著16世紀的歐洲改教運動興起許多神學家（⾺馬丁路路德，加爾⽂文…），把教

會從偶像敬拜和假教師的錯誤教導中帶出來來，使教會更更清楚的認識基督的福⾳音。接著就是

在政權和宗教的長久衝突下，產⽣生的17世紀英國清教徒改教運動，使教會對福⾳音真理理，帶

來來了了更更深入和當時歐洲教會合⼀一的認識。《⻄西敏斯特信仰宣⾔言》和《⼤大⼩小要理理問答》，以

及聖約神學都傳承和奠定了了教會真理理更更紮實的基礎。接下來來，18世紀到20世紀的4次⼤大覺

醒運動The Great Awakening [1]1730-1740; [2]1840-1850; [3]1850-1900 ; [4]1960-

1970 雖然帶來來了了短暫的復興，但是在真理理的合⼀一上卻似乎還有⼀一段⼤大距離。這些都是因

為18-20世紀⼈人類科學、技術、⽂文化、知識的發展對教會產⽣生極⼤大的衝擊。直到今天，真

正持守和教導教會歷史傳承下來來的對聖經真理理解釋的教會已經微乎其微了了。 

 

結論：所以，我們從聖經中看到「⽣生產之苦」是指個⼈人認識基督和屬靈⽣生命長⼤大成熟的過

程，是教會所承受的經歷，是天上聖殿被建造的過程。同時，我們從基督教教會歷史中看

到聖靈如何帶領教會在真理理上長⼤大成熟。因此，我也借⽤用了了卡森 D.A. Carson 以「⽣生產之

苦」來來作為處理理橄欖⼭山寶訓經⽂文結構的模式。他指出：如何處理理和理理解經⽂文的結構和分段，

永遠是解釋聖經的⾸首要原則。 

 

2.2-你的「降臨」 [παρουσία] (Parousia)。⾨門徒的問題中的「降臨臨」，英⽂文聖經翻譯為：

coming 到來來, return 回來來。降臨臨這個字在新約聖經出現過24次。4次出現在⾺馬太福⾳音24

章（3，27-⼈人⼦子降臨臨，37-⼈人⼦子降臨臨，39-⼈人⼦子降臨臨）。這個字的意思是指「顯現-

presence」「到達-arrival」或「到來來-coming」。通常都與主耶穌榮耀的「顯現-

presence」或「到來來-coming」有密切的關係，是發⽣生在⼈人類歷史結束的時候（DN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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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並且，基督的降臨臨是⼀一次的事件，單⼀一的事

件。這和普遍流⾏行行的時代論的觀點不同，這是我們需要在後⾯面經⽂文解釋中繼續探討的題⽬目。 

 

2.3-世界末了[συντελείας τοῦ αἰῶνος] (syntelias tu aionos) (full completion of the age) 世代的

完全成就。⾨門徒問題中的「世界/世代末了了」在新約中出現6次，5次都出現在⾺馬太福⾳音中

（13:39, 40, 49; 24:3; 28:20），都是指最後的審判和萬物最後的更更新。希伯來來書9:26節

中講到基督在天上的聖所，把⾃自⼰己獻上為祭：「26b 但如今在這末世[συντελείᾳ τῶν 

αἰώνων]顯現 [φανερόω] 一次，把自己獻為祭，好除掉罪。」 EBC The Expositor’s 

Commentary 聖經註釋指出：希伯來來書9:26節把⼗十字架看做引進了了要來來到的世代，因此標

⽰示出了了世代的末了了。因此，世界末了了包括了了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復活。「世代的末了了」

full completion of the age 狹義上是指最後的審判和新天新地的到來來；廣義上是指從基

督的⼗十字架⼀一直到最後新天新地的完成的整個時期。所以，從廣義上看，我們今天就是處

在末世/世界末了了，我們今天就⽣生活在世代的完成時期。⼀一⽅方⾯面我們需要對⾃自⼰己在救恩中

的成長積極地警醒地的⽣生活，不要虛廢了了光陰；⼀一⽅方⾯面我們需要帶著感恩⼼心思想神透過基

督在我們裡⾯面的⼯工作，因為我們正參參與在神最偉⼤大的計畫的最後階段。 

 

結論：今天我們把解釋「橄欖⼭山寶訓」這⼀一段經⽂文的切入點和立⾜足點做了了⼀一個概括性的介

紹。解釋的⼤大架構來來⾃自於三⽅方⾯面：第⼀一，以弗所書2章天上聖殿的建造，和第4章地上教

會建造基督的⾝身體，是歷代以來來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裡的奧秘，也是神旨意的奧秘。第⼆二，

橄欖⼭山寶訓經⽂文本⾝身的「⽣生產之苦」。從個⼈人屬靈⽣生命的成長，教會整體在認識神兒⼦子的

知識上長⼤大成⼈人。基督教教會歷史對真理理認識的漸漸長⼤大成熟。第三，對主的降臨臨和世界

末了了的解釋。這三⽅方⾯面都引導我們看到同⼀一件事：從基督的⼗十字架開始⼀一直到最後的審判

和新天新地的到來來的期間都是「⽣生產之苦」和「世界末了了」的時期。 

 

應用：我們如何在這個⽣生產之苦和世界末了了的時間⽣生活呢？如果我們真認識到以弗所書中

的神旨意的奧秘，歷代以來來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裡的奧秘的話，我們就必須積極地，警醒

地，認真地去追求認識神兒⼦子的正確和準確的知識。你需要花時間讀聖經，養成每天讀聖

經的習慣，你需要花時間聽嚴謹的釋經學講道，你需要讀⼀一些正統的屬靈書籍。你需要和

弟兄姐妹⼀一起追求真理理。你需要反覆耐⼼心的聽，反覆地思想。你需要來來到主的寶座前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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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使徒在以弗所書中的禱告：「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

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