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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02-21-2021 

橄欖山寶訓-04 

末世與主再來-03 
神國度生產之苦 
一般性的描述 

⾺馬太福⾳音 24:1-14（可13:1-8；路路21:5-11） 
唐興 牧師 

 

 

場景：1耶穌出了聖殿，正走的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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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ί τὸ σημεῖον τῆς σῆς παρουσίας καὶ συντελείας τοῦ 
αἰῶνος] 
	
1-神國度生產之苦-（4-28） 
A-一般性的描述（4-14） 

a1-假教師興起迷惑：神國度內在的攻擊（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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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戰爭災害的發生：神國度外在的震動（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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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έλο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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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ἀρχὴ ὠδίνων]。」 

 

a3-逼迫離道的警告：國度聖徒忍耐得勝（9-13）「9 那時[τότε]，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

[θλῖψιν]裡，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10 那時[τότε]，必有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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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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福音廣傳的應許：神國度的邁向完成（14） 

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τὸ τέλος]才來到。  
 
前言：許多時候我們期望完美，完美的婚姻，⼈人際關係，完美的社會和國家。我們希望事

情都會按照我們所想的⽅方式發展。如果我們看到的情形和我們所期盼的相反，就⾃自然會產

⽣生焦慮憂鬱。主耶穌在橄欖⼭山寶訓的教導，給教會帶來來安慰和⿎鼓勵，同時也帶來來提醒和警

告。耶穌在這裡呼召我們需要從正確的末世觀來來認識神的國度，認識基督的教會，分辨⼭山

寨版的福⾳音與教會。 

 
中心思想：神國度邁向完成時期內部和外部的衝突以及神國度的得勝。 
 
經文解釋： 

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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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ί τὸ σημεῖον τῆς σῆς παρουσίας καὶ συντελείας τοῦ 

αἰῶνος]	⾨門徒的的問題引發了了主耶穌橄欖⼭山的寶訓，被紀錄在24章到25章中。這段論述教

導和啟⽰示神的國度在基督復活升天後⼀一直到主再來來之前的情況。問題分為三個部分：「聖

殿被毀」，「主的降臨臨」，和「世界的末了了/結束」。對當時的猶太⼈人⽽而⾔言，這三件事是

同時發⽣生的，是立刻發⽣生的事，並且是指以⾊色列列地上的國家⺠民族的復興。主耶穌的回答，

先指出世界的末了了，不是立刻發⽣生的，在世界末了了之前會發⽣生許多的事，這些事只是開始

的階段。末世的到來來發⽣生在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的時候。這段時間是⼀一個「⽣生產之苦」的

時期（1-14節）。⽽而聖殿的被毀是發⽣生在「⽣生產之苦」時期的劇烈陣痛，標⽰示了了神國度

正式進入屬天階段（15-21節）。⽽而這時期內最明顯的特質就是假教師的興起，對教會的

迷惑，這是撒旦對教會內部的攻擊（22-28節）。這是第⼀一段關於世界結束前發⽣生的事。 

然後，29-31節，主耶穌回答了了第⼆二個問題：「⼈人⼦子臨臨到的預兆」。接下來來，32-35節，

是回到「⽣生產之苦」上，⽤用比喻提醒⾨門徒關於這個時期和主再來來的關係，以及36-42節，

回答「主的降臨臨」上，⽤用挪亞時期的洪⽔水說「那⽇日⼦子和時辰的未知」；最後，主耶穌⽤用了了

5個比喻來來提醒和警告祂的⾨門徒和教會。這是整個橄欖⼭山寶訓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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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國度生產之苦-（4-28）。 

A-一般性的描述（4-14）。4-14節是⼀一般性的描述，清楚地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假教

師興起與迷惑。第⼆二，戰爭災害的發⽣生；第三，逼迫離道的警告；第四，福⾳音廣傳的應許。

現在我們先⼀一起複習和回想⼀一下前兩兩點，就是我們上週主⽇日的信息。然後在來來看第3和第

4點。 

 

a1-假教師興起迷惑：神國度內在的攻擊（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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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一開始就提出提醒和警告「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原因是：「因為將

來來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來，説：‘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這裏的警告和「⽣生產之苦」

結尾的警告⼀一樣，防備假基督。後⾯面24節加了了假先知。假基督/⼭山寨版的基督/虛假的受

膏者和假先知，都是指基督再來來以前假教師的興起與迷惑。這是撒旦在神國度內部發動的

攻擊。這是⼀一個普遍和正常的現象，是神的國度在這個時期內的特質。就是「麥⼦子和稗⼦子」

的比喻。神的國度的往前，麥⼦子的長⼤大成熟是伴隨著稗⼦子，就是在撒旦撒下虛假⼭山寨版的

福⾳音中發展的。這是正常的現象，是主的命令。因為主說：「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

割。」（太13:30） 

 

正確的神國度觀。所以，我們在新約聖經中看到所有使徒所建立的教會都處在這樣的光景

中。神的國度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往前的。教會歷史中，沒有所謂的黃⾦金金時代Golden 

Age。所有世代的基督徒都需要警醒⾃自⼰己信仰的內容。唯⼀一的⽅方法就是建立正確的神國度

觀。神和神的國度是不可分割的聖經真理理主題。神永遠是全地的⼤大君王，基督是具有神⼈人

⼆二性的神國度的中保君王，我們是神透過基督統治的神的百姓。神要透過基督把神國度的

律律法成全在我們⾝身上。神的國度已經到來來了了，我們正⽣生活在神的國度邁向完成的時期。 

 

這些都是我們成為基督徒以前不了了解的真理理。⽽而教會則需要不斷地，重複地教導神的國度。

主耶穌在地上的執事就是在講神的國度。因為，離開這個核⼼心真理理，就很容易易走上各種五

花八⾨門的不同道路路上，很容易易就被迷惑了了。因此，主耶穌在這裡提醒⾨門徒，也是提醒我們

要建立正確的神國度觀，才能防備假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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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戰爭災害的發生：神國度外在的震動（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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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έλο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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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ἀρχὴ ὠδίνων]。」主耶穌從6-

8節，提出了了另外⼀一個末世的現象：戰爭與⾃自然災害的發⽣生是世界結束之前的整個時期的

特質。假先知興起，戰爭，⾃自然災難的現象都告訴我們末期，就是世界結束的時候還沒有

到。並且這些事的發⽣生都是必須的，是神計畫的⼀一部分。這些戰爭和⾃自然災害的發⽣生，是

神國度外部的震動。戰爭是世界上列列國在政治、經濟、科技、資訊、宗教上的戰爭，對教

會產⽣生外在的威脅。就是啓⽰示錄中的獸和巴比倫倫所象徵的對教會產⽣生的迫害。主耶穌在這

裡是要提醒⾨門徒和教會要建立正確的世界觀。我們不要把盼望寄託在地上任何的政權上，

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政權，都會成為震動教會的權勢和⼒力力量量。 

 

建立正確的世界觀。事實上，對神國度正確認識，⾃自然會帶來來正確的世界觀。末世的戰爭

和⾃自然災害都是神對不信神的列列國施⾏行行審判，試驗神百姓信⼼心，使他們⽣生命長⼤大成熟的環

境。神的國度今天就好像以⾊色列列被擄在巴比倫倫時期⼀一樣的光景。神如何在巴比倫倫帝國的權

勢逼迫下，建造但以理理和他的三個朋友，今天神也⽤用同樣的原則建造今天教會中的得勝者：

神先賜給他們智慧，⽤用神的啟⽰示裝備他們，再把他們帶到逼迫的環境中去試驗他們，使他

們真實地經歷主的同在。這也帶我們進入下⼀一個重點。 

 

a3-逼迫離道的警告：國度聖徒忍耐得勝（9-13）「9 那時[τότε]，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

[θλῖψιν]裡，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10 那時[τότ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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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節和第10節開

始都⽤用了了「那時」[τότε]這個標⽰示時間的連結詞作為開始。也就是說這還是在同時期內的

發⽣生的事。在災難/⽣生產之苦期間發⽣生的普遍現象。主耶穌在這裡講的是兩兩件事：第一，

受逼迫，第9節；和第二，叛教離道，第10-12節。13節是提醒⾨門徒和所有基督徒他們是

在逼迫離道的環境中得著救恩的。這是對教會得勝者的呼召和提醒。 

 

叛教離道，⼀一般是指離開了了教會，放棄了了信仰。聖經中的「叛教離道」是從「歸信」的教

義來來理理解的。歸信-conversion，是指信⼼心和悔悔改所定義和標⽰示的⼀一種從內發⾃自於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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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改變。主耶穌在這裡講的「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就」是那種⼀一直持續的，與本性⾁肉體

世界和撒旦爭戰的⽣生命。是在聖靈引導下經過試驗的，在真理理中漸漸長⼤大的，被塑造的⽣生

命過程。從這個⾓角度來來看，「叛教離道」的⼈人就是指，那些即使在教會中有⼀一些改變，有

⼀一些更更新變化，也嘗過主恩的滋味，但是卻無法持守到底的⼈人。希伯來來書3:14節說：

「14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τέλος]，就在基督裡有分了。」 

 

應用：「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最好的例例⼦子，就是但以理理的三個朋友，被巴比倫倫王威

脅要把他們丟在烈火的窯中，他們的回答就是「歸信」的⾒見見證：「17 即便如此，我們所

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王啊，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18 即或不

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即便便如此」

「即或不然」。即便便我們會受到各種不同⽣生命危險和患難，主耶穌也必然會拯救我們的⽣生

命。即使祂不拯救我們的⽣生命，我們也不害怕，也要持守神的應許。 

 

今天也許我們不會像但以理理三個朋友⼀一樣受到⽣生命威脅。但是我們如果對今⽣生命憂慮⼀一直

會攪擾我們，往往⽣生出許多憂慮的負⾯面思想纏繞我們，幾乎徹底轄制了了我們的⽣生活，我們

就很難忍耐到底了了。我們如何過得勝的福⾳音⽣生活呢？第一，我們需要警醒地、隨時地檢視

⾃自⼰己內⼼心的思想活動的範圍，是否正被這些負⾯面的情緒思想所轄制。第二，我們需要警醒

的認識到，這是基督藉著聖靈引導我們進入的情況。這是我們通常容易易忽略略和失敗的地⽅方。

第三，我們需要不斷的禱告悔悔改認罪與主聯聯合（這也是我們失敗的地⽅方），思想神的救恩，

思想神的國度。我們需要正確地知道「稱義」和「成聖」的教義。第四，就是在真實的⽣生

活遭遇中，認識我們⾃自⼰己的本性，並且有意識地不去順從⾃自⼰己的負⾯面思想情緒活著。這是

⼀一個正常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這樣，我們就會經歷基督真實地在我們⽣生命中，帶領我們

經歷主的得勝，⽽而忍耐到底了了——「堅忍到底的必然得救。」 

 

a4-福音廣傳的應許：神國度的邁向完成（1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

見證，然後末期[τὸ τέλος]才來到。 」這⼀一句句福⾳音廣傳的應許出現在這裡，不僅是對⾨門徒

和教會的安慰和⿎鼓勵，也是啟⽰示和應許我們：即使假教師興起迷惑欺騙神的百姓攻擊教會

的內部，即使教會外部遭受地上政治，經濟，⽂文化的逼迫、殺害（也包括了了屬靈⽣生命的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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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彼此恨惡惡，⽽而同時，神的國度也必定在這樣的環境中邁向完全。如果我們回看基督復

活以後的教會歷史，⼀一直到今天，這種情形正在發⽣生中。 

 

天國的福音[τὸ εὐαγγέλιον τῆς βασιλείας]。希臘原⽂文是「國度的福⾳音」「國度的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是軍隊在前⽅方戰爭時傳來來的得勝的好消息。所以，這裏的福

⾳音，不是膚淺的「耶穌愛我，我愛耶穌」「打開你的⼼心讓耶穌進來來」的福⾳音；這裡的福⾳音

不是不全的福⾳音，只停留留在「耶穌的寶⾎血洗淨了了我的罪」的福⾳音；這裏的福⾳音不是「成功、

健康、財富福⾳音」；這裏的福⾳音不是「活出美好」的福⾳音；耶穌說的是「神國度爭戰得勝

的好消息」。什什麼是神的國度？為什什麼有國度的爭戰？基督如何爭戰得勝？與我們的救恩

有什什麼關係？神的國度從什什麼時候開始？以⾊色列列的國度與神的國度有什什麼連續和不連續的

地⽅方？神國度的福⾳音是需要不斷被教導的，神國度的福⾳音是需要不斷地被傳揚的。 

 

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在世界萬民中向列國做見證）。這裏的「傳」原⽂文是

【κηρύσσω】「傳講信息」「講道」的意思。因此，主耶穌在這裡是在講教會。宣講神國

度福⾳音最主要的⽬目的是建立教會，就是建立基督的⾝身體，也就是擴張神的國度。不單是建

立教會，⽽而是要建立合於聖經的教會，建立傳講神國度福⾳音的教會，並且在列列國建立教會。

當然，包括個⼈人的傳福⾳音，和宣教事⼯工。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建立教會。因為基督是透過

教會中祂所設立的牧師和教師，傳講神國度的好消息，來來建立基督的⾝身體的。事實上，主

耶穌在地上的執事主要的就是透過傳講教導神的國度，建立了了新約的教會。我們在以弗所

書4章看到「教會」是神旨意的奧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把天上和地

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同歸於⼀一」（弗1:10）。 

 

使徒的執事。我們在使徒保羅的執事中看到基督建立教會的模式。使徒⾏行行傳20章「25 我

素常在你們中間來往，傳講神國的道【κηρύσσων τὴν βασιλείαν】。」這裏的傳講神國的

道，原⽂文就是「傳講神的國度」。這裏的背景是保羅在以弗所建立教會。他是按照主耶穌

在地上建立新約教會的模式建立教會的。他是單單靠著「傳講神的國度」來來建立基督的⾝身

體的。他接著說：「如今我曉得，你們以後都不得再見我的面了。26 所以我今日向你們

證明，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27 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

傳給你們的。」「神的旨意」也可以翻譯為「神全部的計劃」【πᾶσαν τὴν βουλὴν το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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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εοῦ ὑμῖν】。保羅是說：我沒有不把「神全部的計劃」傳給你們；我把「神全部的計劃」

都傳講給你們了了；如果他不傳講「神全部的計劃」，他就是有罪的。因為「神全部的計劃」

是建造基督⾝身體，建造教會的樣式。這讓我們回想起主對摩⻄西在⻄西奈⼭山上所說的話：「要

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立起帳幕。」（出26:30）你看！舊約和新約的教會都是按照神

所啟⽰示的樣式所建立的。主耶穌在地上傳講神的國度建立了了新約的教會，使徒保羅按照耶

穌所啟⽰示的樣式，「傳講國度」教導「神全部的計劃」建立了了以弗所教會。 

 

接下來來，保羅提醒以弗所教會，也就是提醒新約教會的牧師教師和長老：「28 聖靈立你

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血

所買來的。29 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群。30 就是

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31 所以你們應當警醒，

記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地流淚，勸戒你們各人。32 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他恩惠的道

【τῷ λόγῳ τῆς χάριτος αὐτοῦ】；這道能建立[弗4:16]/建造/造就【οἰκοδομέω】你們，叫你

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保羅在這裡延續了了主耶穌的提醒和警告。「謹慎、謹慎、

警醒」，重複了了三次。因為他知道撒旦⼀一定會透過假教師傳講「⼭山寨版的福⾳音」，這是末

世時期的特質。因此，教會的牧師教師和長老的職分就是，在列列國建立教會，傳講神的國

度，傳講國度的好消息，傳講神全部的計劃。這是我們看到的福⾳音傳遍天下的意思。 

 

應用。今天我們看到許多⼈人忙碌奔波的宣教和傳福⾳音，他們是否把神國度的福⾳音傳開了了呢？

我 們 如 何 看 待 這 樣 的 事 呢 ？ 保 羅 在 腓 立 比 書 1 章 「 15 有的傳基督【 τὸν Χριστὸν 

κηρύσσουσιν】是出於嫉妒紛爭，也有的是出於好意。16 這一等是出於愛心，知道我是為

辯明福音設立的；17 那一等傳基督【τὸν Χριστὸν καταγγέλλουσιν】是出於結黨，並不誠

實，意思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18 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

究竟被傳開了【Χριστὸς καταγγέλλεται】。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這是保羅

對別⼈人傳福⾳音的評估和態度。他似乎把衡量量其他⼈人傳福⾳音的⾨門檻放的很低。另⼀一⽅方⾯面傳講

基督⾄至少講到基督的⼗十字架。如果沒有傳講基督⼗十字架的死和復活，就沒有福⾳音。基督的

死和復活是神國度得勝的好消息。這是我們可以分辨「⼭山寨版福⾳音」最基本的照妖鏡。 

 



 8 

生活在福音中。他在哥林林多前書說：「23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

得這福音的好處。24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

好叫你們得著獎賞。25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

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26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

27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保羅是說：傳

國度的福⾳音不是只忙著傳給別⼈人，⽽而是同時要傳給⾃自⼰己，並且⾃自⼰己要⽣生活在福⾳音中。這位

新約中最偉⼤大的使徒指出，在福⾳音中的⽣生活是像賽跑⼀一樣，像打拳⼀一樣，是有⽅方向，是有

⽬目標的。這個⽬目標和⽅方向，對保羅⾃自⼰己⽽而⾔言，就是第27節。第27節是保羅把⾃自⼰己如何⽣生

活在神國度的福⾳音中的情形，⽤用⼀一句句最簡單扼要的話表明出來來：「27 我是攻克己身，叫

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什什麼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ὑπωπιάζω μου τὸ σῶμα καὶ δουλαγωγῶ】？這⼀一句句話總結地說明了了羅⾺馬書「稱義的信⼼心」

結出果⼦子的關鍵點：羅⾺馬書8章「13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

體的惡行，必要活著。」。⾝身體是本性中罪的⼯工具，⾁肉體是就是本性。認識⾃自⼰己本性/⾁肉

體是福⾳音最⼤大的祝福，唯有認識到⾃自⼰己⾁肉體/本性的罪，才會進⼀一步地學習像賽跑，打拳

⼀一樣的福⾳音⽣生活。這是教會要傳講的神國度福⾳音。主耶穌應許，這樣的神國福⾳音會在列列國

中的教會傳揚，導致世界的末了了的到來來。你⽣生活在這樣的福⾳音中嗎？不是不信的⼈人才需要

福⾳音，不是信主以後就不需要聽福⾳音，牧師需要聽福⾳音，長老需要聽福⾳音，教師需要聽福

⾳音，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在認識神國度的福⾳音中長進，所有的基督徒都在奔跑，都在打拳，

否則我們就可能被⾃自⼰己所傳的福⾳音所棄絕了了。也許有⼈人會說有這麼嚴重嗎？不要忘了了主說，

「22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

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23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

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 

 

結論：主耶穌提醒他的⾨門徒，也提醒我們要警醒，因為我們正處在「神國度⽣生產之苦」時

期，我們需要對神國度的救恩有正確的認識，在主所安排設計的環境中，勝過⾁肉體、勝過

世界和撒旦，並忍耐到底。我們需要認識「神國度的福⾳音」，藉著傳講基督已經得勝的好

消息，在列列國中建立教會。主耶穌應許祂的國度就是這樣在撒旦興起內部外部的攻擊下邁

向最後的完成。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