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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第 23-24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耶穌在殿中教訓人。祭司們來向祂的

權柄挑戰，文士、法利賽人、撒都該人都來問祂問題，最後

耶穌問他們說： 

“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他是誰的子孫呢？”，他們

回答說：“是大衛的子孫”。耶穌說：“既然這樣，大衛被

聖靈感動、怎麼還稱他為主．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

大衛的子孫呢？”( 馬太福音 22:42，43，45) 

沒有父親稱兒子為“主”的，這完全不合當時的習俗，不能

如此稱呼的。 

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從那日以後、沒有人敢再問他甚麼

了。(22:46) 

當我們進入第二十三章時，耶穌仍在聖殿裏。耶穌從文士和

法利賽人的問題及反問中轉過來對聚集的眾人和門徒講話。

二十三章前十二節是對門徒和聚集在那裏的眾人說的，從第

十三節開始，祂對文士和法利賽人說很重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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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那時、耶穌對眾人和門徒講論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

西的位上．(馬太福音 23:1-2) 

“位”在希臘文是“Cathedra”，就好像在一所學校中，你

聽說某人是哲學系的系主任，就是他坐在系主任的位子上，

所以是像一位老師坐在那裡。講解有關摩西的事。 

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

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馬太福音 23:3) 

現在，耶穌才說了一個比喻，文士和法利賽人就知道是針對

他們說的，祂抓到他們的把柄了，他們知道中了圈套，祂對

他們說：“有一位父親，他有兩個兒子，他對小兒子說：你

今天到園裡去作工，小兒子說：好的，父親、我很願意去，

但是他沒去。對大兒子也這樣說，大兒子回答說：我不去，

但後來懊悔了，就去了”。 

現在耶穌問：“你們想這兩個兒子、那一個遵行父命呢？”

(馬太福音 21:31)他們說，“是那個去作工的兒子”。耶穌

說，“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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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這裡是說，“看哪，他們能說不能行，凡他們所吩咐

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

為他們能說不能行”。(馬太福音 23:3) 

新約很注重我們不但聽道，還要行道，否則就是自己欺哄自

己了。 

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雅各書

1:22) 

保羅給羅馬人書信中寫到，猶太人常認為，因他們有律法，

他們可以稱義，不是因為他們去行，而是因為他們有律法，

所以覺得他們是無罪的。正如許多人因為他們住在美國，就

認為自己是基督徒。而不是因為他們好好地跟隨耶穌基督，

他們認為畢竟“我住在基督教國家“，但耶穌說：“看，這

些人只說不做。所以只要照著他們說的去作，但不要效法他

們的行為”。 

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

也不肯動。(馬太福音 23:4) 

很有趣的，今天你到聖地看到那些苦力，以及別人捆了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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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肩上的重擔，幾乎不像是真的。我們有一些照片，看起

來好像一大梱樹枝在路上走，你只能看見下面的兩隻腳，他

們背了這麼重的東西，別人把這麼多的樹枝放在他們的肩

上，你只看到兩隻腳，好像是樹枝在走路。 

那兒的人對這樣的景像非常熟悉，他們也把很重的東西放在

小驢子的背上，你只看到樹枝下的四隻腳在走動。耶穌說，

“他們把重擔放在別人的肩上”。祂當然是用比喻來說的。 

他們心裡能看到這樣的形像，他們看過那些人很吃力的扛，

因為擔子太重了，耶穌說，這就是文士和法利賽人所做的。 

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

也不肯動。他們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見．(馬太福

音 23:4-5) 

你們記得在第六章登山寶訓中，耶穌以這樣的宣告起頭：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

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馬太福音 6:1) 

然後祂講到如何施捨： 

“不可像那法利賽人，在你面前吹號，故意讓別人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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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拖捨什麼。你要在暗中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

的。當你禱告時，不可像那些法利賽人，愛站在十字路口，

故意叫人看見，你禱告的時候，要進入你的內屋，關上門。

當你禁食時，不要像法利賽人，臉上帶著愁容，看起來很憔

悴，要梳頭洗臉，不叫人看出你在禁食。（馬太福音 6：2－

6） 

現在耶穌再次宣告同一件事情，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整個宗教

都是外表的，整個目的和動機都是要讓別人看到，尊他們為

屬靈領袖。所以，他們穿的衣服，他們培養出來的虛飾都是

要讓人覺得他們是公義，正直又屬靈的。但這些都是表面

的，骨子裡什麼都沒有。 

要小心，你們不要落到宗教的虛偽中，只是表面的展示，心

裡卻在想，“我希望每個人都看到我有多正直、多公義，我

要小心，以防萬一”，整個計策就是要讓人覺得我有多屬

靈，有多公義。 

星期四晚上，聚會後，有人對我說：“今晚唱詩時我站起來

敬拜主，有人走過來要我坐下，但我不過是在那裏敬拜主而



 

 

6 of 45 

馬太福音第 23-24章 

已”，我說：“那位叫你坐下的人是對的，如果每個人都坐

下，而你站起來，你讓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你身上，我們不是

要被你所吸引，而是要被耶穌基督所吸引”。 

在你對主的敬拜中、服事中，一定要小心，不要落在將注意

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陷阱中。若你心裏所要的是將注意力集

中到自己，那你就和文士、法利賽人同類了，我們必須非常

小心。 

你們知道，我裏面的天然人是很敗壞的，甚至在從事屬靈的

活動中也是這樣。我的肉體仍然設法作一些事要人知道我有

多屬靈，我要讓人知道我對神有多委身，我花多少時間來尋

求神，我花了多少時間在祂的話語上。事實上，我要人以為

我作的比我真正作的多，我嘗試著給人一個印象，就是我比

真正的我更屬靈，我比真正的我更委身於神，我比真正的我

有更好的禱告生活。 

但是當我要給人們這樣的印象時，我就是一個偽君子了。我

有偽裝的罪，我要給人好的印象。其實，我應該以我公義的

生活給神好印象。我知道神不會被我影響的，但當我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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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奉獻的時候，我只應該想到神。我不應該為了在人心

中留下什麼印象而去作，總是要在與神交通的隱密處為主而

作。 

耶穌說： 

他們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見．所以將佩戴的經文做

寬了、衣裳的繸子做長了．(馬太福音 23:5) 

經盒是他們繫在手腕上或繫在額頭的小盒子，律法規定他們

將神的話繫在手腕和額頭上，所以有了這些小皮經盒。因為

安息日不能擔任何擔子，所以除了安息日，他們每天去禱告

時都要行這樣的儀式。首先，他們先將手臂繫好，再將小盒

子繫在手臂上。 

這小盒子裡有一空間，內有四個小卷軸，上有取自舊約的四

節經文。他們再繫一條皮條在額頭上，上有一小皮盒，皮盒

內有四個隔間，內各有一小卷軸，小卷軸上有同樣的四節經

文。這些法利賽人，將經盒改寬，“我真是個努力禱告的

人，看我戴的盒子”，整個目的就是要人看到他們。 

然後他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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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裳的繸子作長了（馬太福音 23：5） 

或在衣服上做一些小流蘇，這些原來只是象徵而已。舊約律

法說到衣裳繸子，他們就把繸子作長了。 

今天仍有繸子，但他們縫在禱告的披肩上。到哭牆去參觀，

是很有趣的經驗，看到他們走過來，開始繫經盒，將有繸子

的禱告披肩以傳統的方式繞在身上，然後到牆前開始讀他們

的禱告，是很有趣的景象。 

所以耶穌說，他們如此行是要引起人對他們的注意，讓人覺

得他們是聖潔、公義的。 

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裡的高位．(馬太福音 23:6) 

會堂的高位在前面，是面對會眾的，整個會眾能看到我在禱

告，他們能看到我有多公義，他們喜歡會堂的高位，他們喜

愛筵席上的首座。 

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稱呼他拉比。〔拉比就是夫子〕

(馬太福音 23:7) 

博士、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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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夫子．你

們都是弟兄。(馬太福音 23:8) 

他現在是對門徒說話，不要搞屬靈階級，你們都是弟兄，沒

有一人高過別人，你們都是一體的，不要高抬自己，不要在

赴筵席時求最好的位子。祂說，先坐在低位，如果主人把你

請到高位的話，那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坐在高位，但主人

說，你怎麼坐在那呢，你應該坐在下座，那時就很難堪了，

所以你最好先坐在下座，讓主人請你到上座去，比坐上位被

人請下來的好。你們都是弟兄，不要分階級。 

然後祂說， 

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是

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 23:9) 

所以父的頭銜是耶穌所禁止的，在聖公會和天主教中，有些

我的朋友及認識的人，我覺得非常困難去稱呼他們，因為我

實在無法稱他們為某某神父，因為耶穌說不要如此稱呼，這

對我造成一個很大的困擾。人常介紹他們說“這是某某神

父”，我真不知該說什麼，靈裡我就是不能稱人為父。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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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怎麼稱呼，我就是沒辦法。 

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就是基

督。(馬太福音 23:10) 

換句話說，耶穌不贊成頭銜的觀念，有些人就是喜歡頭銜，

但是頭銜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會高抬人。耶穌反對用

頭銜來高抬一個人在他人之上，我個人不屑頭銜，我不要頭

銜，可是很有趣的是，有人寫信給我，把頭銜放在我名字上

的，我就知道他們一定對我不熟悉。如果他們了解我，他們

不會把頭銜加在我名字上面。耶穌說，你們都是弟兄，恰克

弟兄，甚至這也像一種頭銜，叫 恰克就可以了。 

耶穌說， 

你們中間誰為大、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馬太福音 23:11) 

這不是要建立屬靈的階級，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馬太福音 23:12) 

祂對門徒宣告了給他們的規距，祂現在轉而對文士及法利賽

人說話。衪對他們重重的斥責。門徒們不要模仿他們，他們

能說卻不能行，他們高抬自己，要得到別人的注意，他們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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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將自己捧到別人之上。但你們是弟兄，誰為大，誰就要做

佣人。自己降卑，神會將你升高。自高的，神要把你降卑。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馬太福音 23:13) 

我們唱“耶穌你真奇妙，你如此溫和、如此純潔、如此慈

愛”，大多數時候耶穌是個很溫和的人，所以當祂嚴厲責備

人時，你一定會注意到。如有人脾氣很壞，常常大發雷霆，

你就不會對他注意了“他常是火冒三丈的，不用理他”，但

如果是一個謙卑、溫和的人，突然發起脾氣來，你會說“怎

麼回事，他這麼火”，耶穌很重的對他們說話。 

耶穌兩種態度的對比，我覺得很有意思。一個是對真正承認

自己罪的人，一個是對那些屬靈領袖。法利賽人將那行淫時

被抓的女人帶到耶穌面前說， 

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你說該把他怎麼樣呢。

(馬太福音 8:4-5) 

如果她在行淫時被捉，那個男人在那裡呢？他應該也被抓

來。但可憐的女人在那時代沒什麼權益，所以他們將那女人

帶到耶穌跟前。耶穌說：我對你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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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於是又彎

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馬太福音 8:7-8) 

耶穌可能是在寫在場的每一個人所犯的罪， 

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

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

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沒有人定你的罪麼。他說、主

阿、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

罪了。(馬太福音 8:9-11) 

耶穌是很溫和、很寬大、很慈愛、很親切的。 

耶穌對那個曾經有五個丈夫，現在未婚和男人同居的撒馬利

亞女人談到榮耀的生命活水會滿足她裡面生命的需要，她再

也不會乾渴。祂是那麼地溫和，和她談到永恆的事，神的

事，她真是一個很敗壞的人。耶穌對承認罪的人總是那麼溫

和，祂從不拒絕悔改的人，祂的膀臂總是敞開著接受他們。

祂的話總是那麼親切、寬大而且慈愛。但對那些假裝屬靈、

公義、要別人把他們當屬靈超人的人，耶穌很重的說，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正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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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

不容他們進去。〔有古卷在此有〕(馬太福音 23:13) 

不但你們自己進不去，還攔阻了別人進天國，很不幸的，今

天在教會也有許多這樣的情形，許多教會的服事者因為相信

自由主義、現代主義，自己進不了天國，也禁止別人進去，

他們擋在路上，他們嘲笑聖經，他們宣稱聖經不是神的話。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侵吞寡

婦的家產假意作很長的禱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罰〕你們這假

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走遍洋海陸地、

勾引一個人入教．既入了教、卻使他作地獄之子、比你們還

加倍。你們這瞎眼領路的有禍了．你們說、凡指著殿起誓

的、這算不得甚麼．只是凡指著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該謹

守。你們這無知瞎眼的人哪、甚麼是大的、是金子呢、還是

叫金子成聖的殿呢。你們又說、凡指著壇起誓的、這算不得

甚麼．只是凡指著壇上禮物起誓的、他就該謹守。你們這瞎

眼的人哪、甚麼是大的、是禮物呢、還是叫禮物成聖的壇

呢。所以人指著壇起誓、就是指著壇和壇上一切所有的起

誓。人指著殿起誓、就是指著殿和那住在殿裡的起誓。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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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天起誓、就是指著 神的寶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你們

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

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

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

不可不行的。(馬太福音 23:14:23) 

耶穌是針對他們傳統的教導，如你發誓說“我指著聖殿起

誓，我一定會這樣做”，很好，但是不用遵行，這不是具有

約束力的誓言。“我指著殿裡的金子起誓”，小心，這是有

約束力的。這些愚蠢、荒謬的傳統已形成他們信仰的一部

份，變成教義了，而且被當作教義來教導人。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

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馬

太福音 23:23) 

那時每個人在園子裏種香科，自己種薄荷、茴香和芹菜。當

你烹調時用多少香料呢？他們自園中取出，小心翼翼地量出

薄荷、茴香、芹菜，把神的十分之一給祂。 

如此的小心，但耶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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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

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馬太福音

23:23) 

有關十一奉獻，注意，耶穌說： 

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

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馬太福音

23:23) 

耶穌確認說，他們十一奉獻是對的，他們錯在不去尋求公

義、憐憫、及信實。 

你們這瞎眼領路的、蠓蟲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倒吞下

去。(馬太福音 23:24) 

當他們喝酒的時候，用一塊布濾過，以免酒內有飛入的小

蟲。因為小蟲是不合猶太人飲食戒律的。小蟲內有血，他們

不能吃任何帶有血的東西，所以他們要過濾酒，不至於喝下

小蟲。耶穌說，“駱駝你們倒吞下去”，駱駝也是一種不潔

淨的動物。在宗教的細節中，是如此的吹毛求疵，而忽略了

更重要的事。十一奉獻香料也是如此，你們不是真正尋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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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憐憫或信實，你們濾出小虫，卻吞下駱駝。 

你們這瞎眼領路的。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洗淨杯

盤的外面、裡面卻盛滿了勒索和放蕩。(馬太福音 23:25) 

想像這樣的一個畫面，“我好渴，好想喝水”，這時看到一

只很美麗、乾淨、閃閃發光的杯子，但拿起來，往裡面一

看，好髒，還有蟲在裏頭。外面看起來那麼漂亮，裏面卻那

麼污穢。耶穌說，你們就是這樣，外表看起來真好，但裡面

卻充滿了勒索和貪婪。 

你這瞎眼的法利賽人、先洗淨杯盤的裡面、好叫外面也乾淨

了。(馬太福音 23:26) 

裡面乾淨比外面更加重要，人看外表、神看內心，新約中、

書信中也都這樣強調。人內心的態度比外面的表現更重要，

人的內心是主真正數算及查看的，人可以表面遵行公義，宗

教儀式或敬拜神，但內心完全不是如此。主說“看啊，一定

要從裡頭開始，由裡面散發到外面，你們的態度比表現更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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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以錯誤的方式作正確的事，他們所做的事可能是對

的，但做的態度卻完全不對。我寧可以對的態度做錯了事

情，也不以錯的態度做對的事。因為神能很快改變我所作的

事，但許多時候，改變一個人的心態需要一生的時間，我們

心裡的東西才是神所數算的。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好像粉

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裡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

污穢。(馬太福音 23:27) 

他們粉刷墳墓，看起來好漂亮、乾淨，但裡頭卻完全不是如

此。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好像粉

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裡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

污穢。你們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顯出公義來、裡面卻裝

滿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

禍了．因為你們建造先知的墳、修飾義人的墓 (馬太福音

23:27-29) 

今天去以色列，在 Kidron谷中可看到一些已修建過的先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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墳墓，他們稱為“先知之墓”，你可看到他們如何修飾墳

墓，你也可以去他們所謂的“大衛之墓”，有一個大銀棺

材，據說大衛的遺骸在裡面。周圍的裝飾都可見，他們坐在

大衛的墓旁禱告，今日他們仍然如此修飾大衛的墳墓。 

耶穌其實是說，“你們尊崇你們的祖先，你們說， 

若是我們在我們祖宗的時候、必不和他們同流先知的血。

(馬太福音 23:30) 

哦，如果我們在場，我們一定是公義的、純潔的，決不會這

樣作。 

這就是你們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的子孫了。你們去充滿

你們祖宗的惡貫罷。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阿、怎能逃脫

地獄的刑罰呢。(馬太福音 23:31-33) 

他聽來像宣講硫磺及地獄之火的傳道人。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到你們這裡來．有的你們

要殺害、要釘十字架．有的你們要在會堂裡鞭打、從這城追

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義人

亞伯的血起、直到你們在殿和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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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利亞的血為止。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一切的罪、都要歸到

這世代了。(馬太福音 23:34-36) 

實際上，在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這件事上，他們犯了人類所

犯的最可憎、最可怕的罪，他們的祖先在他們的時代殺了以

賽亞及其他許多先知。但耶穌說，“你們將要殺所有的先知

都提到的那一位”，司提反說， 

他們也把預先傳說那義者要來的人殺了．如今你們又把那義

者賣了、殺了。(使徒行傳 7:52) 

耶穌嚴厲地譴責他們之後，表示了祂的心境。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

奉差遣到你這裡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

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馬太福音

23:37) 

不管他們作了多少壞事，耶穌說，“我仍喜愛把你們這些孩

子聚集起來”，神的愛沒有減少，祂仍然愛他們，但他們拒

絕了，不是沒有機會，不是神不憐憫，不原諒，不是神不願

意為他們作，而是他們不要，因此他們有這樣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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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馬太福音 23:38) 

已到盡頭了，成為荒蕪，都完了。你們曾有接受神恩典的機

會，但你們拒絕了，以色列國不再是神能藉著他照亮黑暗世

界的光，你們的家成為荒場。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馬太福音 23:39) 

你們不得再見我，直到受了很重的逼迫，很大的災難，你們

才會說，“哦！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在他回來之

前，他們會向他哭泣、禱告。 

最近在一次到以色列的旅行中，我在耶路撒冷的一個會議中

演講，會議的名稱是“耶路撒冷和平會議”，在會議中全球

教會對以色列人民表達我們的關愛與支持。當我到達旅館房

間時，收到一封從 Measheream的一位拉比給我的信，他說

“你在這幹什麼？談支持以色列？以色列沒有權利以國家地

位存在”。他繼續說了一些對我在這支持以色列國會議中演

講很不以為然的話。 

我把信拿給一些耶路撒冷的猶太朋友看，我說“看你們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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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比給我的問候信”，這些朋友是辦這個會議的。我們都是

很有幹勁的，因為他們明白基督徒教會支持以色列國的價

值。他們讀了說，“哦，不去理他，那些人是宗教狂，他們

是急進份子，不要理會他們”我說。“但他是拉比”，他們

說“拉比也會是宗教狂”。 

我說，“真的嗎？你的意思是他認為以色列應該是一個國家

是錯的嗎？只因為他是宗教狂？他錯了嗎？”，他們說“是

的，是的“。我說，“你們知道兩千年前有些拉比犯了嚴重

的錯誤，不幸的你們現在仍然效法他們的錯誤，“你怎麼知

道？”，“但他們不只是一些急進份子，正如寫信給我的那

位拉比，他們犯了一個很悲慘的錯誤，兩千年後的今天，你

們仍然遵行那些拒絕耶穌是彌賽亞的拉比的教導，認為他們

是宗教狂、是急進份子“，他們沈默了。 

第 24章 

耶穌出了聖殿、(馬太福音 24:1) 

祂被拒絕了，他們拒絕了祂，祂也拒絕了他們。家裡成為荒

場，你們不得再見到我，直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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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的” 

因此他們不會再見到祂，直到祂再來。 

耶穌走出了聖殿， 

正走的時候、門徒進前來、把殿宇指給他看。(馬太福音

24:1) 

有一本福音書上說，他們正在談論那些石頭，根據史學家約

瑟夫，那些是很巨大的石頭，許多的石頭有一百至一百二十

噸重，雕切的如此完美，他們平滑地接在一起，甚至到今天

連刀片都插不進去。他們如何雕切地那樣完美，將它們搬到

適當的位置，到今天仍然是個謎。希律用許多同樣的巨石建

造西邊護牆，到今天仍是工程上的奇蹟，然而他們卻作到

了。 

他們把殿宇，就是希律建在聖殿山上令人難以置信的建築物

指給耶穌看。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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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

福音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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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這個預言在四十年後實現了，當提多和羅馬軍隊進入耶

路撒冷時放火燒聖殿，聖殿當時是最後一個防禦要塞，耶路

撒冷的居民在那堅守，所以軍隊放火，其實他們違反了提多

的命令，他本想要保存聖殿，但一些喝醉酒的士兵射了支火

箭，聖殿著火了，裡面的人被火化，殿頂的金子融化了，流

到石頭縫中，所以他們將石頭一塊塊的扳開，好拿金子，直

到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一塊石頭上。 

今天，在耶路撒冷靠近西牆，聖殿山進口的東邊，走上 Al-

Aqsa清真寺，往舊羅馬公路右邊 

看下去，是已被挖掘的谷底，可見一些大石頭躺在那裡，正

如公元七十年羅馬兵攻打耶路撒冷時，推下去的樣子。他們

相信一些石頭是從耶穌說的聖殿來的。你可看到谷底的碎

石，那些石頭被推下去，碎了、裂了，雜亂地躺在那裡。那

些大石頭掉下來時，打裂了街上的鋪路石塊，耶穌的預言逐

字地實現了。 

所羅門的聖殿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一塊上，都被扔下去了。 

現在他離開聖殿區，走到橄欖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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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馬太福音 24:3) 

門徒經過了 Kidron，你們去過的人，可以想像到，從聖殿區

出去，經過東門到橄欖山，坐在橄欖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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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4:3) 

不是世界末日，那時物質世界將融化、消失，而是時代的末

了，人背判神的時代的末了。在神榮耀國度降臨的新時代之

前，人不法，犯罪時代的末了。有些什麼預兆呢？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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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24:4-5) 

這是真的，歷世歷代許多人已經來了，宣稱他們是世界的救

主，他們已經迷惑了許多人，甚至今天自稱是彌賽亞的人也

有許多跟從者。許多邪教的領袖都這樣宣稱。 

大衛 Berg柏戈領導的“神的孩子們”Sunyut  Moon桑耶木 

領導的 Monies孟倪司，許多人自稱是彌賽亞，耶穌說， 

“不要讓任何人欺騙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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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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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4:6) 

自從基督的時代，戰爭與和平年代的比例為十三比一，十三

年戰爭，一年和平，所以事實上戰爭是會有的。其實，伊朗

和伊拉克現在的戰爭不是預兆。 

耶穌說，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馬太福

音 24:7)（希臘文是指世界級的戰爭) 

這些都是祂再來臨的徵兆，自 1914年起我們有過兩次世界大

戰。今天世界被飢荒所折磨，估計每年有一千五百萬人死於

營養不良。到處有地震，瘟疫。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災難原文作生產之難〕(馬太福音

24:8) 

正開始呢。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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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被萬民恨惡。(馬太福音 24:9) 

除了主最愛的門徒約翰，所有的門徒都殉道而死。在 Foxes

褔克司殉道士傳記中列出所有門徒的死和死法，這本書讓我

們重視我們的遺產以及先人為他們所付出的代價。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且有好

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馬太福音 24:10-11) 

將有假彌賽亞、假先知出來迷惑許多人。我太太叫我今晚不

用提到這些，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纔漸漸冷淡了。(馬太

福音 24:12) 

今天我們處在很邪惡的時代，結果是許多人對神的愛心冷

淡。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馬太福音 24:13) 

祂是說“撐到底！”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

到。(馬太福音 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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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認為耶穌在近期內會再來，他們說因為許多土著還沒

有聽到耶穌基督的福音。 

教會誕生三十年後，使徒保羅寫信給歌羅西人說， 

 這福音就是你們所聽過的、也是傳與普天下萬人聽的 (歌

羅西書 1:23) 

保羅認為在他生前，福音已經傳到全世界了。世界上是有些

地區福音還沒有傳到，但不是任何主要國家，福音已經傳到

每一個主要的國家。福音曾被拒絕，有些區域被禁止，但福

音傳到了。耶穌宣告說：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

到” 

祂並沒有說教會是傳福音的必須工具。 

我知道許多宣教機構以此為他們的真正挑戰和國外宣教的動

力，因此強調宣教工作將福音傳到全世界，基督就能再來。

但我不覺得這是必要的，非要我們將福音傳到全世界，主才

能來。 

在啟示錄第十四章中，約翰看見一位天使飛在空中，傳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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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音。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飛在空中、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

地上的人、就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啟示錄 14:6) 

注意，福音被傳到各國、各族、各方及各民。 

他大聲說、應當敬畏 神、將榮耀歸給他．因他施行審判的

時候已經到了．應當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泉源的。(啟

示錄 14:7) 

所以福音會被傳出，這是在大災難的末期。但傳福音者不是

教會，而是飛在空中的天使。 

是不是衛星傳播我就不知道了，但他們飛在空中有能力將福

音傳到各國。主是否以這為實現，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神有

意，祂有計劃給每一個人機會，每人會得到警告，十四章中

另一位天使飛在空中， 

警告人不可敬拜敵基督，受他的印記，他們必有惡運。（啟

示錄 14：9，11） 

因此耶穌再來以前，教會將福音傳到全世界，不是必要的條

件。 



 

 

29 of 45 

馬太福音第 23-24章 

然後耶穌說，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

（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不要下來拿家裡的東西．在田裡的、也不要回去

取衣裳。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馬太福

音 24:15-19) 

現在耶穌提到但以理說有關那行毀壞、可憎的，然後祂說， 

“讀這經的人需要會意“ 

你明白但以理說的行毀壞、可憎的嗎？如你不明白，你應該

去讀一讀，才知道他說什麼。 

這第一次出現在但以理書第九章，那裏天使向但以理宣告， 

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七、要止住罪

過、除淨罪惡、贖盡罪孽、引進〔或作彰顯〕永義、封住異

象和預言、並膏至聖者。〔者或作所〕你當知道、當明白、

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必有七個

七、和六十二個七．正在艱難的時候、耶路撒冷城連街帶

濠、都必重新建造。(但以理書 9: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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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但以理的豫言是有關以色列國及耶路撒冷城的。為以色列

國定了七十個七，六十九個七是從下令重建耶路撒冷開始。

那是在主前 445年亞達薛西王的時候，從那時算起，到彌賽

亞出現有四百八十三年。所以基督是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四百八十三年之後來的， 

然後天使對但以理說， 

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者〔那或作有〕必被剪除、一無所

有、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水沖

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但以理書

9:26) 

預言也講到六十九個七後，猶太國被驅散。 

他開頭說， 

“為以色列國定七了七十個七“ 

所以神為以色列及聖城定的有一個七不在裡面。四百八十三

年後彌賽亞來，被剪除，祂沒有得國，羅馬軍隊來了，猶太

人被驅散，所以還有一個七年的期間沒有實現，主沒有完全

不讓我們知道這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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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繼續說，人的王要來，那是這世界最後王朝，歐洲十國聯

邦的領袖，他被稱為沉淪之子、大罪人、獸，聖經中還有幾

個不同的名字，通稱敵基督。他和以色列定約，因這個約，

他被尊稱為彌賽亞，無疑的，這約導致聖殿的重建。因為今

天他們說，他們會認出彌賽亞，因彌賽亞會幫他們重建聖

殿、恢復敬拜。他們計劃這樣認出彌賽亞。 

所以他和以色列立約，但在七年中間，就是三年半後他會毀

約，他建立可憎的，引起荒蕪。導致毀壞的可憎是當三年半

後，他到耶路撒冷，到重建的聖殿中，站在至聖所，宣稱他

自己是神，污穢了聖所。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告訴我們，他將坐在神的殿

裡，自稱是神，要人把他當神敬拜他。耶穌說，你們看見先

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 

，你們要逃到曠野，禱告不要遇到冬天或安息日，他明確地

用猶太話對猶太人說。 

根據啟示錄，這敵基督，獸、大罪人，會向以色列發動戰

爭，神會給以色列人天使的翅膀，能飛到曠野，他們會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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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養活三年半。當龍看到他們逃了，就派軍隊追他們，地會

開口，吞滅了他的軍隊。 

神在曠野保存他們三年半。（啟示錄 12：14） 

在以賽亞書第十六章中，神對約旦說，其實是對 Petra說，

將你的門打開，接受我的民，帶他們平安到達 Petra，直到

“憤怒”，舊約為“大災難”，過去。 

所以耶穌說，注意！當你們看到但以理所說，行毀壞可憎的

站在聖所，就是七年過了一半，三年半時，那就是你們要走

的信號，快快走！不要進屋子裡拿任何東西，趕快去 Petra，

主會在那兒養活你們的。 

這就是行毀壞、可憎的，當敵基督站在聖殿中，自稱是神，

要人當神敬拜他，這是人反判的至極，導致大災難的降臨。

在這時候，神憤怒的杯滿溢，神的審判來到這拒絕基督的世

界，這就是聖經所說的大災難時期，持續一千二百九十天。 

細節在啟示錄中，如果你想知道那三年半所發生的事情，去

讀第六章到第十八章，神已經很詳細地告訴你。我所要說的

是，你不要留在這裡，感謝神你不必留在這裡，因為神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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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們承受衪的憤怒，這是祂對我們說的。 

現在，耶穌說， 

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

日．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

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馬太福音 24:20-21) 

大災難的期間是世界從未見過的，有人說已經發生了，當提

多毀了聖殿時就是行毀壞、可憎的。不對，因為大災難還未

發生，提多毀了聖殿後沒有發生大災難，約翰寫啟示錄時距

提多毀壞聖殿之後已經很久了。大災難的細節是將來的事，

會在教會時期之後發生。 

啟示錄第四章第一節，此後，什麼之後？第二、三章的教會

之後； 

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

上到這裡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聖靈感

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啟

示錄 4:1-2) 

第五章，他描寫坐寶座的右手中的書卷，以及當基督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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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取回了原屬於祂的權威和能力時，所得的敬拜和榮耀。

在第六章，他開始揭開書卷上的七印，首先，出現了白馬和

騎在馬上的敵基督，他掌管了地球，接著有戰爭、飢荒及死

亡，然後就到了大災難時期。這是將來的事。 

耶穌說，關於這些日子， 

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

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馬太福音 24:22) 

選民是神的人民、猶太人。大災難是很可怕的，有戰爭和其

他的事要發生。哈米吉多頓大戰是很兇險的，除非神將日子

減少，有血氣的都無法存活，為了神選民的緣故，神減少了

那些日子。 

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基督在這裡．或說、基督在那裡．

你們不要信。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

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馬太福音 24:23-

24) 

那個假基督、就是敵基督，還有個假先知，他使全世界都敬

拜敵基督。啟示錄十三章告訴我們假彌賽亞和假先知，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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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領導世界敬拜假彌賽亞。啟示錄又說，他們會行神蹟奇

事。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說到，那大罪人，他怎樣

用異能神蹟迷惑世界。 

如果一個人的信心和信仰的前提是神蹟奇事，他就處在一個

很危險的地位。如果你不把信心的前提放在神的話上，而你

卻尋求神蹟、奇事、異能。你還有得瞧呢！當敵基督來時，

他會行好多超自然的事，由於這種能力，他會欺騙許多的

人。 

耶穌一再的警告，不要被欺騙，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

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預先告訴你們了。若有

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曠野裡．你們不要出去．或說、

看哪、基督在內屋中．你們不要信。(馬太福音 24:24-26) 

耶和華見證人說，基督於 1917年來到一密室中，他現在那掌

管世界。我們已經進入千禧年了，多榮耀！是嗎？朋友？聖

經說在那期間，撒但會被捆綁，如果撒但被大鍊子捆綁，我

敢說那鍊子太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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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耶穌講到祂的再來，祂說， 

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馬

太福音 24:27) 

聽來像秘密地降臨到密室中嗎？閃電一點都不祕密，整個天

空都照亮了。 

屍首在那裡、鷹也必聚在那裡。(馬太福音 24:28) 

到底怎麼解釋耶穌的話，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屍首在那裡，

鷹也必聚在那裡，有些解釋彼此矛盾，衝突，一個解釋是屍

首為米吉多谷中戰爭大屠殺後的屍體。在啟示錄第十九章

中，神邀請鳥來赴筵席，吃君王和將軍的肉等等，鷹來吃米

吉多谷中被殺之人的屍體。 

甚至有謠言說以色列的鷹繁殖得很快，他們都下四、五個

蛋，而不是通常的兩個，這些都是胡說，但人們就是會加油

添醋，誇大其詞。此為一解釋。 

另一解釋是對鷹(eagle)這字的解釋，不是兀鷹(vulture)，

這解釋和第一個很不同，他們說屍首是基督的身體，鷹是聖

徒。你看，對這一節的解釋有如此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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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願爭論那個解釋對，許多事我下結論前，歸檔在腦中等

待將來更進一步的資訊，這就是其中之一，我真不知那個解

釋才是正確的，我是敞開的，我承認我不知道。我看兩個解

釋都有問題，都有正確性，不知那一個是正碓的，你們可選

擇。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

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馬太福音 24:29) 

這是苦難的最後期，天象的劇變，日頭變黑了。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

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

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

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馬太福音 24:29-30) 

什麼時候？緊接著大災難，他們會看到，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

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馬

太福音 24:30) 

對這節經文耶和華見證人就要兩面說話了。他們不喜歡這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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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因為他們相信耶穌已經來了，他在秘室中，通過他們

在地上建立他的神權政治。無人見到他，只有他們的領袖從

耶穌得指示。 

但這裡說，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

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馬

太福音 24:30) 

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

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方原文作風〕(馬太福音

24:31) 

那些贊成災後被提論的，就是大災難後耶穌才提教會的人，

用這節作為辯護他們論點的主要經文之一。他在大災難後降

臨，降臨後，祂的使者響起號筒，就是神的號要響。 

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

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方原文作風〕(馬太福音

24:31) 

他們總是忽視聖經講到的號筒是教會被提到榮耀的號筒，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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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號總是這樣響的，他們把那和啟示錄中的第七支號筒混淆

了，因為神的號被稱為最後的號，他們說第七支號是啟示錄

中的最後一支號。神的號和啟示錄中七個天使所吹的號有很

大的分別。第七支號是宣告禍哉！神的號是呼召教會得獎

賞。 

這節特別的經節是耶穌集合三節舊約經節編在一起的，神應

許當耶穌再來時，國度被建立。神再次收回猶太人作祂的子

民，成為一族。神會將他們帶回他們的地，再次榮耀他們。 

申命記第三十三及三十四章中，神講到他們被擄歸回的特別

應許，說， 

你被趕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華你的 神也必從那裡

將你招聚回來。(申命記 30:4) 

注意他會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在以賽亞書廿七章第十二及十三節中，主預言招聚祂的子

民，主說，“以色列人哪”， 

當那日、必大發角聲．在亞述地將要滅亡的、並在埃及地被

趕散的、都要來．他們就在耶路撒冷聖山上敬拜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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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27:13) 

大發角聲，耶穌就是講這個。 

以賽亞書十一章十二節中講到神從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猶太

人，耶穌也是指這個。 

他必向列國豎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趕散的人、又從地的四

方聚集分散的猶大人。(以賽亞書 11:12) 

所以這無損聖經的話，而且與其他的預言是一致的。要瞭解

這是指猶太選民，不是指教會。 

現在耶穌講到無花果樹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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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4:32-33) 

所以當你看到耶穌說的這些事情：世界大戰、瘟疫、地震、

假基督、災難，你就知道祂在門口了。 

在聖經中無花果樹象徵性地用來代表以色列。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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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知道夏天近了。(馬太福音 24:32) 

如果說耶穌在預言以色列重新立國是有一點牽強，耶穌只是

說當你看到樹長葉的時候，你知道夏天近了。因此當你看見

他預言的這些跡象時，你知道他快來了。 

事實上他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

(馬太福音 24:34) 

就是看到他所說的這些跡象的世代，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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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4:35-36) 

這是以下整章所強調的：那日子、那時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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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4:36) 

耶穌說，沒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時辰，只有父知道，所以若

有人敢說他知道那日子、那時辰，是不合聖經的推測。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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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另作解釋，“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他們宣告他

們知道那日子、那時辰，他們就落到假先知一類了。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當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喫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

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馬太福音

24:37-39) 

他是說，就像挪亞的日子一樣，那時他們照常做事，直到神

審判的時候，直到洪水將他們沖去，所以，人不會注意到，

世界也不會注意到，直到祂來的那時刻。你可以說，挪亞的

日子人口膨脹，那時有許多不法之事等等，事實上照著上下

文嚴謹地說，就像挪亞時代，當神的審判最終來到時，人都

驚奇，他們不知道，直到洪水來將他們沖去，人子來時也是

這樣。 

那時、兩個人在田裡、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推

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馬太福音 24:40-41) 

現在，有兩個分歧的解釋，一種解釋說，那些被取走的很不

幸，因為他們被取去受審判，而被留下的是幸運的。另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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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講到教會的被提，那些被取走的是有福的，那些留下的

要受審判。兩邊都有論點，你認為那一個恰當？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馬

太福音 24:42) 

祂說，沒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時辰，因為你們不知道，所以

要儆醒。他會讓許多人覺得很突然，他們不會知道，直到主

真正來到。 

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這

是你們所知道的。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

候、人子就來了。(馬太福音 24:43-44) 

所以是雙重的，要儆醒，而且要準備好。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裡的人、按時

分糧給他們呢。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

了。(馬太福音 24:45-46) 

做什麼？按時分糧給家裡的人，服事別人的需要，當主來

時，正這樣作的僕人有福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惡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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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就動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

的人一同喫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僕人的

主人要來、重重的處治他、〔或作把他腰斬了〕定他和假冒

為善的人同罪．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馬太福音 24:47-

51) 

說“主會遲來”是危臉的，我覺得任何時候，有人宣稱主來

提教會前，有些事件必須先發生，其實是說主會延遲他的來

到，直到敵基督被顯示出來，或主會延遲祂的來到，直到我

們經過大災難，他們認為，總之，主會遲來。 

耶穌說，“看哪，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因此要儆

醒，而且準備好”。相信主延遲，直等到某些特別的事件發

生後祂才來，並不對勤奮服事主造成一個真正的動力，根據

主的話，通常有怠惰的果效。當主來時處在一個怠惰的景況

中是處在危險的地位上， 

當你奉主耶穌的名出去向這些莫不關心的世界見證神的愛、

神的真理時，願主祝福你、看顧你。願基督的愛從你的生命

流露出來，當你成為神的器皿，帶給你的鄰居、同事祂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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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祂的愛時，願他們被主的愛摸著。當主一步一步引導你

在這禮拜中完成祂的目的、祂的計劃、祂的榮耀時，願祂的

祝福充滿你，願神與你同在、保守你在耶穌基督的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