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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背景 ─ 1. 耶穌做比喻的歷史背景，耶穌與聽眾之間，
直接以口語化 誇張 對比性強的比喻 來教導屬靈真理
直接以口語化、誇張、對比性強的比喻，來教導屬靈真理
2. 馬太寫作的歷史背景
 是耶穌十二個門徒中，稱做利未的稅吏
 固守猶太傳統
 很會以故事跟解釋帶下福音的信息
 將耶穌的教訓歸納為五大講論，
 五段講論跟敘事，交錯平行排列
 十個童女的比喻，是耶穌最後一段的講論

馬太寫作的目的 ─
以耶穌生平的教訓、受死復活的事蹟，
以耶穌生平的教訓
受死復活的事蹟，
有次序的陳列在猶太信徒面前 ─
祂就是舊約所預言的那一位彌賽亞、
那一位要來的君王

二、文意脈絡 ─ 1. 橫向思考
十個童女比喻的教導 是主耶穌對祂最後要再臨的講論
十個童女比喻的教導，是主耶穌對祂最後要再臨的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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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主、寡婦聖殿奉獻的對比
1.預言聖殿被毀
2.對核心門徒 ─ 將臨的災難和逼迫
3.選民受迷惑，要謹慎；
臨到耶路撒冷的災難
4.人子要降臨，大有能力的臨到
5.無花果樹的比方，
災難，就知道主來的日子近了
6 耶穌再臨的時候
6.耶穌再臨的時候，
不知何時，要警醒
主耶穌進殿講道
主耶穌進殿講道，
出耶路撒冷城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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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縱向思考，太廿四-廿五 最後講論

馬太這段經文的描述 廿四…
1-2 預言聖殿被毀
3-14 將臨的災難
15-28 臨到耶城的大災難
29-31 人子的降臨
32-35 無花果樹的比方
36-41 主再來的日子不可預測

一連串比喻
連串 喻
教導門徒怎樣警醒、預備

廿四42-廿五30

同一事件，
各個福音書
有不同記載的角度跟重點，
對比之下更能夠掌握
馬太所要突顯的信息 ─
耶穌第二次再臨
耶穌第二次再臨，
多了幾個教導性的比喻

門徒都是問什麼時候會發生這些事？
 主耶穌反而強調那日子
主耶穌反而強調那日子、那時辰是人不知道的
那時辰是人不知道的
 面對不知道的前提，有更多是門徒可以知道的
馬太跟其他符類福音對比
太跟其他符類福音對比、橫向思考，我們會發現
橫向思考，我們會發現 ─
馬太會著重教導，如何預備、警醒等候主再來。

三、解釋比喻 ─ 1. 屬於那一種生活經驗…
馬太講述引用非常猶太背景的婚禮 迎接新郎 ─
馬太講述引用非常猶太背景的婚禮、迎接新郎
猶太人的婚禮分成兩部分 ─
 新郎首先往女家迎娶、履行宗教儀式
 之後與新娘一同回家設擺筵席
似乎已完成第一階段、在等候第二階段
敘事文學分析
事 學分析 ─ 故事場景…
童女在與新娘一起預備，
 新郎不知道什麼時候來，所以都打盹睡覺
新郎不 道什 時 來 所 都
覺
 第二個場景新郎來了，來迎娶新娘的夜晚
敘事文學分析 ─ 角色…
把迎接新郎的童女分成兩部分，
 聰明的 ─ 點著燈又預備油
 另外五個是愚拙的 ─ 點著燈卻沒有預備油

廿四1-2

預言聖殿被燬

3-41 將來的預言，與馬可、路加一致

末日的時辰是不知道的，我們要如何預備
42-44 家主警醒防賊、45-51 忠僕與惡僕的對比
廿五1-13 十個童女、14-30 按才幹授銀
末日審判的寫照
廿五31-46 末日審判
廿四42-廿五30

門徒、我們這些讀者，很想問 那日子、那時辰是什麼時候？
耶穌卻將我們的焦點都轉移到 ─
 那日子、那時辰是我們不知道的，連人子也不知道
 可是卻要我們做積極的預備
所以對主再來的教導、講論，
 都不是停在預言性、預測性的
 而是著重倫理性 ─ 要好好預備等候主再來！

敘事文學分析 ─ 結構佈局…
都在等候 睡覺的時候 半夜有 喊著說新郎來了 ─
都在等候、睡覺的時候，半夜有人喊著說新郎來了
預備好的童女，新郎來到可以一同坐席
 沒有預備好的，臨時匆忙預備，
是來不及的，就被關在門外
預備好與否，是能否等候到新郎的關鍵點。
在這敘事手法，對比描述襯托聰明的、愚拙的，
不是 IQ 問題，而是預備的功夫不同。


2 從上下文找出所針對的問題…
2.
沒有人知道人子何時再臨，
可是上帝要人知道 ─ 應當如何等候迎接祂
應當如何等候迎接祂。
耶穌要門徒們 ─
 不要聚焦在不知道的 ─ 祂什麼時候來
 要聚焦 ─ 確定祂一定會來，我們要怎樣預備

3. 找出第一點、第二點的相對應點…
童女 論是聰明的 愚拙的
童女不論是聰明的、愚拙的，
事先都不知道新郎到底什麼時間會來到，
可是都知道新郎一定會來
 聰明的童女在等待期間做了充分的預備，
結果就得享婚筵的快樂


信徒 也不知道耶穌什麼時候會來，
不 道 穌什 時 會來
可是祂一定會來；
信徒必須在多方準備迎接等候主的再來，
以免等到將來主再來的時候，
機會不再、追悔莫及
機會不再
追悔莫及
在等候新郎婚娶當中描述 ─
 要怎樣等候主耶穌基督再臨
 這麼簡單的信息，耶穌卻用連續好幾個比喻來講

4. 確定中心思想…
耶穌怎麼說 How
H ？ 為什麼要這樣論述 Why
Wh ？
比喻

十個童女
十個
女 1-13

按才授銀 14-30

最後審判 31-46

人物

十童女等新郎

三種僕人等主人

時間

新郎來臨

主人來臨

審判來臨

基準

聰明預備油

忠心用銀

彼此服事像服事主

獎賞

參加婚筵喜樂
參
婚筵喜樂

享受主人的快樂
享受
樂

承受神的國
受神 國

教訓

A.

要警醒，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
B. 誰是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C.

廿五40b 做在我這弟兄中

一個最小的身上，
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4. 確定中心思想…
在馬太筆下耶穌 說了什麼 What
在馬太筆下耶穌，說了什麼
Wh t、
有些什麼樣的內容主旨？
在 太廿五 經文文脈，耶穌會說 ─ 天國好比…
 1-2 主再臨的當中，好比大家都是在等候著
 好比就是一個比喻 ─ 要迎接新郎的來到，
 3-5 把預備的、沒有預備的童女，做對比
 6-12 把有預備的、不預備的童女們的結局，做對比
結論 ─
廿五13 所以，你們要警醒；

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
為
時辰 你
知道
中心思想 耶穌所教導的 ─
中心思想、耶穌所教導的
要警醒預備，期待迎接主再來。

耶穌讓我們看見 ─ 主再來是獎賞與審判的時刻…
警醒等候主再來，
是出於愛的等候、殷切的期待，不是出於懼怕
怕
 祂是審判的主，我們需要敬畏、警醒、懼怕，
祂是審判的主
警
好像僕人要向主人交帳 ─ 要這樣的認真、忠心
心
 襯托出童女的等候，是充滿了愛、警醒期待的等候，
等候，
而不是說祂最好慢點來，因為我還沒預備好

解經結論 ─
馬太主要受眾群體是猶太人、也是選民，
馬太主要受眾群體是猶太人
也是選民
馬太要他們被光照、被提醒 ─
 不要以為已經具有選民地位而有恃無恐
 不要以為離聖殿最近、在神的約當中的選民，
並沒有百分之一百的要得獎賞，
仍然要警醒、要預備

耶穌在一連串的比喻當中，要求祂的聽眾要有的回應 ─
不是去猜測 預測什麼時間 祂什麼時候來
不是去猜測、預測什麼時間、祂什麼時候來…
 有教會歷史的紀錄以來，不下兩三百次，
許多人預測幾年幾月幾日，
許多人預測幾年幾月幾日
是世界末日、是耶穌再臨的時刻
 在今天所研讀比喻的信息裡，
在今天所研讀比喻的信息裡
 核心信息是殷殷期待耶穌的再臨
 不是去推測、揣摩、猜測哪個時間，
是去推測 揣摩 猜測 個時間
好像獨得天機那樣子的預測

釋經應用 ─
思想我們怎樣的積極預備…
思想我們怎樣的積極預備
 充滿期待的預備，等候主的再臨
 不要成為沒有預備的、愚拙的信徒，到時候
不要成為沒有預備的 愚拙的信徒 到時候
是被關在門外的、一群哀哭切齒的人！

愛我們的耶穌，我們謝謝你，
我們謝謝你

禱告

主啊，你讓我們稱呼你主的時刻，
 我們是你的僕人
 但同時在比喻裡你讓我們看見 ─
† 我們是等候你再臨的
我 是等 你再臨的
† 你是我們生命當中等候期待、愛的對象
幫助我們，讓我們生命當中的愛慕、期待，
 始終是以你為焦點
 也引導我們，讓我們的世界觀、價值觀，
† 建基在你的話語上
† 生命的愛慕，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
垂聽我們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