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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看過一部國外的福音電影，
 一個片段就是兩個人坐在車上，其中一個人
個片段就是兩個人坐在車上 其中 個人
突然間不見了，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另外一個鏡頭是兩個人圍著餐桌吃飯，
突然間不見了一個，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這個電影的信息：兩個人其中有 個被提了
這個電影的信息：兩個人其中有一個被提了。
再細看這個電影、再想一想聖經的教導，
會發覺這個電影的信息混雜了兩段不相干的經文，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太廿四36~44
太廿四36
44，特別
特別 40
40~41
41 講論裡面的圖畫
 被提，帖前四13~18 其中 17 的用詞
問題是這 段經文相提並論 是不是合宜呢
問題是這二段經文相提並論，是不是合宜呢？
更根本的問題是 帖撒羅尼迦前書第四章 講的內容
是不是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40~41 的內容呢？
兩個經文的內容是不是相符呢？

太廿四 36~44

36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
37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38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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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 把他們全都沖去 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40 那時，兩個人在田裡，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41 兩個女人推磨
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取去 個 撇下 個
42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哪一天來到。
43 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就必警醒，
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44 所以，你們也要預備，
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 人子就來了
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這必須要很仔細地看看每段經文各自的背景和意思，
才能夠作 個好的判斷 畢竟
才能夠作一個好的判斷，畢竟
不是所有食材，都可以一起來做菜的。
當教會還在開始發展的初期
當教會還在開始發展的初期，
早期教會、特別是外邦信徒，
對於信仰的內容 沒有 個很完整的了解
對於信仰的內容，沒有一個很完整的了解。
比方說保羅寫信給他的教會，無論是帖撒羅尼迦、
哥林多、腓立比、羅馬、歌羅西、以弗所…
哥林多、腓立比、羅馬、歌羅西、以弗所
那個時候的教會手上都沒有新約聖經，
他們有的大概就是希臘文版本的舊約
他們有的大概就是希臘文版本的舊約。
所以無從做一些對信仰很整全、系統化的了解，
明白這 點，就會知道當保羅或是其他使徒，
明白這一點，就會知道當保羅或是其他使徒，
在寫書信的時候，是為了不同會眾的需要去
勉勵他們 幫助他們
勉勵他們、幫助他們、
解決他們在自己的處境所面對的問題。

這些書信有關於信仰的討論
都不是很系統 很完整的綱領 甚至不是教義
都不是很系統、很完整的綱領，甚至不是教義。
到後來教義的完成，是基於新約聖經整體的鋪陳，
 不能用教義的讀法，讀進新約的經文裡面
不能用教義的讀法 讀進新約的經文裡面
 要倒過來，看新約的經文在怎樣的處境寫出來
 寫書信的人是為了怎麼樣的問題，
寫書信的人是為了怎麼樣的問題
解決當時教會的需要
所以要明白經文的意思，要先從經文的上下文，
還有他們各自的處境來了解，而不是
從教義出發 強行地將經文黏合 符合教義的內容
從教義出發，強行地將經文黏合、符合教義的內容。
帖撒羅尼迦的眾教會，是年輕的信仰群體，
對信仰核心 – 像耶穌是主
像耶穌是主、死而復活、要再來，
死而復活 要再來，
這是很根本的，都沒有問題。
可是對於怎樣過新生活 新生活跟以前的生活
可是對於怎樣過新生活，新生活跟以前的生活
有怎麼樣的分別，他們卻不很知道。

明白這一點，我們就要明白，
保羅在 帖前四13~18
帖前四13 18 的教導，目的：
的教導 目的
安慰那些因為失去至親痛苦的會友寫的，
因為親友走了、耶穌回來、他們就錯過了。
保羅告訴他們不要憂傷、要有指望。
離世的親友不會錯過主再來帶來的福氣，
甚至比在世依然活著的人更早嘗主恩！
這樣，就讓帖撒羅尼迦眾教會的弟兄姐妹得到安慰。
因為在主裡面死了的人，一定在基督裡復活，
神必定要將他與耶穌 同帶來
神必定要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
然後才是依然在世存活的人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你明白這樣的 種背景的話 帖前四13
你明白這樣的一種背景的話，
帖前四13~18
18
題旨：13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
恐
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
們憂傷 像那 沒有指望
樣
結論：18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這是為什麼在保羅書信裡面，
通常都會在如何過新生活下 些筆墨
通常都會在如何過新生活下一些筆墨，
很認真、仔細地，來教導、討論的問題。
甚至，很具體的問題：耶穌不是主嗎？
 為什麼我們還是要面對逼迫呢？保羅寫信給他們勉勵
 耶穌再來的時候怎樣...，都是要保羅再教導
耶穌再來的時候怎樣 ，都是要保羅再教導
談到耶穌再來的時候，就有一個相當的困擾，
使得帖撒羅尼迦眾教會產生困惑，問題是：
主耶穌要來了，我們都相信，可是在主耶穌回來以前
就死了的人 不就錯過耶穌回來時所帶來的榮美 恩惠？
就死了的人，不就錯過耶穌回來時所帶來的榮美、恩惠？
早期教會對於信仰整體，沒有很系統的理解，
相信耶穌再來，可是耶穌再來的時候
是怎麼樣，他們不知道。
那是為什麼每 書卷 都會按著不同的需要
那是為什麼每一書卷，都會按著不同的需要，
去講這個問題。

馬太福音廿四章到廿五章，稱為「橄欖山的講論」，

是馬太福音五個講論裡最後的一個，
是馬太福音
個講
最後
個
整個講論，都是有關終末、末日、終結。
從 廿四章 開始，就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 經文
開始朝著終末、末日、終結來環繞、發展的。
可是我們再細讀的時候 就會發現
可是我們再細讀的時候，就會發現
終末或末日，至少有兩層意義…
終末的第一個層次，經文是
終末的第
個層次 經文是 廿四1~18，
處理的是耶路撒冷、猶大地、
第 世紀猶太人所面對的將來
第一世紀猶太人所面對的將來。
引起這個講論的，是耶穌首先預言聖殿被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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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石頭留在石頭上 不被拆毀了
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門徒問耶穌這個問題：「什麼時候有這事？ 」
就是聖殿的石頭不留在另外 個石頭上面
就是聖殿的石頭不留在另外一個石頭上面，
當然是指著聖殿被毀。
「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怎麼樣的預兆呢？ 」
這是第二個層次了，談到世界的末了。
耶穌的回答就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耶穌的回答就說：「你們要謹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門徒問耶穌聖殿的結束、或是終末的來臨，
耶穌講的是猶大覆亡、耶路撒冷聖殿被毀的徵兆。
這個問題第二部分的關注是超過耶路撒冷、猶大地，
是談到耶穌再來、世界的終局。
廿四29~廿五46 就是橄欖山講論的第二部分，
第
第一層意義比較狹窄
層意義比較狹窄 –
指著耶路撒冷、猶大地、猶太人、第一世紀
 第二部分指向更遠的將來，
第二部分指向更遠的將來
耶穌的再臨、世界的終末

講論的第一層的終末意義，
是指著耶路撒冷 猶大地的遭遇
是指著耶路撒冷、猶大地的遭遇，
耶穌所說的遭遇
在 AC66~70 的戰爭得到應驗…
的戰爭得到應驗
猶太人起義、想要反抗羅馬帝國，
慘遭羅馬人鎮壓 聖殿被毀 很多的猶太人也被殺害
慘遭羅馬人鎮壓、聖殿被毀，很多的猶太人也被殺害
 AC66~70 也是羅馬帝國因為尼祿自殺身亡，
而引起了內亂的危機，根據羅馬人的歷史，
AC69 一年之間換了三個君王
說明那個時候整個羅馬帝國潛伏著內戰的危機
說明那個時候整個羅馬帝國潛伏著內戰的危機，
耶穌預言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是 觸即發的危機
可以說是一觸即發的危機。


如果說終末第一層意義，與第一世紀、耶路撒冷、
聖殿 猶太人的遭遇有關的話
聖殿、猶太人的遭遇有關的話，
終末第二個層次，就不在於一時 、一地、一國的處境了…

因為耶穌一定要回來，所以神的子民必須要有
面對終末和耶穌再來的態度 – 警醒、預備、自守。
警醒 預備 自守
今天的經文 太廿四36~44 橄欖山講論第二部分的其中一段：
神的子民之所以要警醒 因為沒有人知道那日
神的子民之所以要警醒，因為沒有人知道那日，
天上的使者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

這個是挪亞造方舟時候的場景，那時候的人不相信洪水會來、
不相信世界會完結 所以他們如常地吃喝 嫁娶
不相信世界會完結，所以他們如常地吃喝、嫁娶。
直到挪亞一家進了方舟，
洪水在人毫無準備之下突然來臨，
不警醒、不準備的人，就被水沖走、取去！

耶穌再來是必然的，儘管我們不知道日子時辰，
可是神子民應該要警醒、預備，
就像遠古的盜賊普遍，家主必須有所預備，
不然就被竊賊闖進遭受損失。
所以用這樣 個比方
所以用這樣一個比方，
說明了等候耶穌回來的人要警醒。

耶穌的來臨就好像洪水來臨一般，突如其來，
 洪水沖走不準備的人，留下來的是挪亞一家
 同樣，不警醒的人將被取去…
同樣，不警醒的人將被取去
40 兩個人在田裡，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41 兩個女人推磨
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取去 個 撇下 個

沒有準備的人他們的生活，
沒有準備的人他們的生活
 一定會像以前那樣子生活 – 照常地吃喝嫁娶
 並以為這個將來要降臨的想法或信念，是可笑的，
並以為這個將來要降臨的想法或信念 是可笑的
是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就儘管吃喝、儘管嫁娶吧

你明白這樣的上下文、這樣的背景的話，
你就會能夠體會：
如果洪水是一個說明的例子、被沖走的是一個警戒，
42 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哪一天來。
你們要警醒 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哪 天來
在這個語境之下，被取去，是負面多於正面的！

將「被取去」等同 帖撒羅尼迦前書 的「被提」，
 無論是詞語、兩個詞彙是不一樣的詞彙，
無論是詞語 兩個詞彙是不 樣的詞彙
語境，一個是被提 – 蒙福，一個是被取去 – 滅亡
 馬太福音 上下文是洪水、沖走了人；
帖前 上下文是耶穌來，祂的百姓得到福氣。
兩個經文格格不入
 如果說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主耶穌要來，
個經文說 要警醒
一個經文說：要警醒，
一個經文說：要得安慰
 太廿四36
太廿四36~44
44 的語境
的語境，和橄欖山講論的脈絡，
和橄欖山講論的脈絡

耶穌講論的關注，
非 帖前 所說的
所說的「信徒被提」
信徒被提」
並非
 有學者認為，取去是神的保守，撇下是審判，
重點還是人對耶穌再來的警醒、預備，
而不是 帖前 所說的被提、蒙福…

不太需要太過糾結，我們會不會被提、旁邊的人會不會被提？
那不是我們的考量 重要的是主耶穌 定要再來！
那不是我們的考量，重要的是主耶穌一定要再來！
祂來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看到祂的榮美，因為這樣的信念，
 要非常地謹慎、預備好自己，迎接這位主的降臨
 而不是在神學的套路、神學傳統裡鑽牛角尖，
然後要聖經回答 些不是聖經的問題
然後要聖經回答一些不是聖經的問題
耶穌說，很清楚的：
沒有人知道那個時間是什麼時候？ 」
「沒有人知道那個時間是什麼時候？
 事實上新約聖經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沒有任何 個地方 很清楚地說是何時 何地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很清楚地說是何時、何地
 可是從馬太福音一直到啟示錄，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
主啊 願你快來 」主 定要回來
「主啊，願你快來！」主一定要回來！
怎麼活、怎麼等候、怎麼預備，已經是很清楚了，
我們要做的 就是每天忠心地生活
我們要做的，就是每天忠心地生活，
每天忠心地跟隨我們的主耶穌！

耶穌的講論，目的、主題是很清楚的：
 終末日子沒有人知道
終末 子沒有 知道
 人能所做的、應該做的，就是預備
人面對的選擇是向主效忠、
人面對的選擇是向主效忠
還是向權勢屈服？
人必須因為耶穌的再臨，而凱旋、勇敢地活在當下，
人在當下建造方舟，是見證那日子一定降臨的信念。
我們在當下，勇敢忠心地生活，就是見證主一定要來的信念。
「取去」指被水沖去、還是被提，被提是災前、災中、災後，
在馬太福音裡面都不是核心，最重要的，
我們的生命、
世界的將來
世界的將來，
決定在那
將要來的人子、
不是人的被提。

親愛的天父，我們謝謝你，
你再一次地藉著你自己愛子的講論，提醒我們：
我們的確生活在一個艱困的世代，
也的確是使得我們很多時候對於將來
確 使 我
多時 對 將來
產生許多的困惑、甚至好奇。
謝謝主不斷地提醒我們 – 要把焦點放在主身上，
要把焦點放在主身上
而不是時間的預計、不是那種的形式、甚至不是我們自己，
因為你比我們更知道 了解我們自己
因為你比我們更知道、了解我們自己。
你比我們更愛、更願意幫助我們，
所 祈求主幫助我們每 位觀眾朋友
所以祈求主幫助我們每一位觀眾朋友–
再一次聆聽你的話語，
因為聆聽你的話語，
我們知道如何地警醒、如何地準備。
垂聽我們的禱告和立志，靠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