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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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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
47 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48 倘若那惡僕心裡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
49 就動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就 手
伴
醉
吃
50 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僕人的主人要來，
51 重重地處治他，定他和假冒為善的人同罪；
重重地處治他 定他和假冒為善的人同罪；
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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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廿四 ~ 廿五，是馬太福音的第五個講論，

是有名的「終末的講論」，是指著
是有名的「終末的講論
是指著
 整個世界的終末
 耶穌基督的再來
當門徒聽到耶穌的預言時，
他們馬上表達他們的關注：
「老師，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會有這些事情？
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怎麼樣的預兆呢？ 」
耶穌怎麼回答門徒這樣的問題呢？
 耶穌從來沒有就這個問題
耶穌從來沒有就這個問題，提供確定的答案
提供確定的答案
 兩千年來關於這個日子的猜測、甚至預言，
從來沒有停止過 在兩千年的教會歷史
從來沒有停止過，在兩千年的教會歷史，
數不清的世界末日的預測和計算
數不清預言耶穌什麼時候會來
我們來溫習一下靠近的、最近幾年的一些預測、預言…

2012，有人根據馬雅的法曆，
算出來 個世界的末日
算出來一個世界的末日，
在世界很多的地方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我看到這個現象，心裡面覺得很奇怪，
我看到這個現象
心裡面覺得很奇怪
不少的基督徒和教會、甚至牧者都湊熱鬧，
好像從來沒有想過：馬雅曆法推算的日子，
談到主回來、世界終末的事情上，
竟然成為教會的根據！
 我們不是有聖經嗎？
 為什麼要跑到
為什麼要跑到一個馬雅曆法
個馬雅曆法
來作為我們知道世界末日是什麼時候？
而且耶穌不是說得很清楚：
「那日子沒有人知道，
天使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
使
道 子
道 只有父知道 」
為什麼依然地熱衷於此呢？真是沒有辦法明白。

2015 四、五月，在北美有一位牧者就提出
「血月亮 的理論 就是天文的 種現象
「血月亮」的理論，就是天文的一種現象，
隔若干年、就會有這種天文的現象，
月亮看起來是特別的紅。
這位的牧者就說：每次「血月亮」出現的時候，
 世界總會發生
世界總會發生一些特別的事情，他舉了一些例子
些特別的事情，他舉了 些例子
 2015 四、五月，當血月亮出現的時候，
那就是極大的事情會發生 – 世界末日就來臨！
當然事情沒有發生，可是到了 2016 的時候，
所謂的血月亮的理論又再出來了。

無論是猜測、不猜測，預言、不預言，
人對於「那個時間 總是有自己的 種主觀的意願
人對於「那個時間」總是有自己的一種主觀的意願，
而且讓這個時間，塑造自己的生命、決定自己的生活…
 對終末毫不在意的人，完全不相信有世界末日的一天、
對終末毫不在意的人，完全不相信有世界末日的 天
有主再來的一天，終末對他來講是毫不重要的。
這類的朋友甚至這類的基督徒，大概是
當下是一切、曾經就是永恆的態度
 非常關注終末的人、也相信主耶穌要來的人，
非常關注終末的人 也相信主耶穌要來的人
必然受這個想法影響的：認為是大限，
來
時
有所
不
糟
大限來臨的時候一定要有所配合，不然就糟糕了…

這樣一種的預測、預言，其實是層出不窮的，
在教會歷史裡面從來沒有停止過
在教會歷史裡面從來沒有停止過，
我覺得納悶的：為什麼一再經過驗證，
都是這些猜測是毫無意義的，依然有很多
主內的弟兄姐妹、甚至同道，樂此不疲地去猜想。

究竟終末來臨、耶穌再來，
是怎麼樣影響人 塑造人呢？我看不 而足
是怎麼樣影響人、塑造人呢？我看不一而足，
 有人認為主延遲來的，一定有某種的生活形態
 相信主耶穌很快回來的，
也會有另外一種特定的生活形式

比方說在這個經文、比喻裡面的惡僕，他心裡想什麼？
他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
他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心裡想說必來得遲，
裡想說必來得遲
就使得這個僕人動手打他的同伴、不務正業、喝酒，
這似乎是惡僕之所以惡的原因：他認為主人要來得遲，
所以就無所忌憚、愛幹什麼就幹什麼。
只是必來得遲，不必然是惡的原因，
因為主人來得遲，僕人的想法可能是：
既然是來得遲、我還可以努力一些，
還可以在他沒有回來之前有所改進…
主人很快就回來這個想法，也未必產生良僕忠心，
如果說主人很快就回來了，我要趁機盡情享受。
如果有這樣念頭，主人要很快回來的想法，
也不一定是確保僕人會忠心、良善。
所以不見得主人快來 就必然是 個良善的原因
所以不見得主人快來，就必然是一個良善的原因，
即便不生惡念，也不一定是合宜的。

主人必來得遲，不一定會產生惡、也可能產生善
 主人必很快就回來，不一定會產生善、也可以產生惡
主人必很快就回來 不 定會產生善 也可以產生惡
「什麼時候」這個問題，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知道什麼時候，
耶穌不是講得很清楚嗎？「沒有人知道」。


所以你真的要糾結「什麼時候」呢？
所以你真的要糾結「什麼時候
呢？
這不是一個最恰當的問題，而且剛剛我說了，
你回答了什麼時候呢？
是很快就回來、或是很晚才回來，
也不 定會對於生活有 個
也不一定會對於生活有一個
一定的、必然的影響。
所以問題可能不在於什麼時候，
所以問題可能不在於什麼時候
問題是在於「我是誰」。
耶穌的講論並沒有說那忠 有見識的僕人
耶穌的講論並沒有說那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究竟是持有主快回來的觀念、還是主晚回來想法…

在這裡，那個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關鍵不在於他信主很快回來 或是主會晚了回來
關鍵不在於他信主很快回來、或是主會晚了回來，
他的拿捏、重點是：在於知道自己是僕人。
他的忠心、見識，是在於他知道自己是僕人的身分，
而且是恰如其分地去管理、按時分糧給同工。
沒有這個恰如其分地了解，
知道什麼時候，也不一定有意思。
按他所做的 並不是因為主人很快回來
按他所做的，並不是因為主人很快回來、
或是遲遲未歸而受到影響，
因為這不是他的考量、也不由他考量。
惡僕之惡，並非因為他以為主人必來得遲，
你仔細看 是因為他忘了自己的身分和責任
你仔細看，是因為他忘了自己的身分和責任，
對比按時分糧與家裡有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這個惡僕打他的同伴、不務正業，
他忘了自己的身分、忘了自己應該做什麼。

的確時機往往能左右大局，在歷史裡面也常常看到 –
時機恰當 不恰當 常常會帶來 個很不 樣的影響
時機恰當、不恰當，常常會帶來一個很不一樣的影響。
但在生命裡，辨識時候、時機儘管重要，
可不是決定、論斷我們生命的主宰…
可不是決定、論斷我們生命的主宰
比方說，錯過了時機，難道就活不成嗎？
你就是在上帝面前抬不起頭來的人嗎？
時機是重要的，我們都明白，
特別在現代社會，在技術、時間、步伐那麼急的世界，
時機尤其重要，沒有否定，
只是時機不能決定我們的生活、更沒能決定我們的價值，
只是時機不能決定我們的生活 更沒能決定我們的價值
難道把握了時機飛黃騰達，成為很有名、很成功的人，
那你 是
那你就是一個在神面前
在神 前
忠心的僕人嗎？不一定吧！
時機不能決定我們的生活，
時機不能決定我們的生活
時機不能決定我們生命的價值。

也許我們常常會問「什麼時候」？
特別在這些年 看到很多的人禍天災
特別在這些年，看到很多的人禍天災，
聽到很多人在預言耶穌回來、世界末日，
「什麼時候 成為很熱門一個題目。
「什麼時候」成為很熱門一個題目。
「什麼時候」的主題是 太廿四~廿五 一再出現的，
然而從馬太福音到啟示錄 從來沒有嘗試提供清楚答案
然而從馬太福音到啟示錄，從來沒有嘗試提供清楚答案，
新約作者承繼耶穌的講論，從來不讓時候、日子主宰生命，
他們的生活、生命，關鍵在於知道自己是主的僕人，
知道主耶穌要來，那是生活的光景。
現代人很講求甚至迷信「時機」，
現代人很講求甚至迷信「時機
，
好像你把握了時機、時機決定了一切，
做什麼事情 都非常地有好的效果，
做什麼事情、都非常地有好的效果，
什麼時候做、什麼時候不做，
就讓這個時候來塑造我們的生活
就讓這個時候來塑造我們的生活、
就讓這個時間來決定自己的生活。

我提出一個更加深入的問題：
不要糾結什麼時候，要問究竟誰決定什麼時候，
父！除了祂以外沒有人知道，
每
每一個時候、每一天，都是神工作的一天
個時候 每 天，都是神工作的 天
 每一天、所有的時候，耶穌都與我們同行
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眼只盯著某一個時候、
你會忽略了其他的時候
你會忽略了其他的時候，
如果你的眼睛盯著一個時機、
略了
間
你會忽略了其他的時間，
你只在意某一個時間，你會忘了我們的主、我們的基督
也在 些看起來不那麼時機的時間出現
也在一些看起來不那麼時機的時間出現，
如果你只看重重要的時刻，
有一天你會發現 –
你錯過了很多看起來不重要、但是非常重要的時間。

太廿五37~40 耶穌講的一個比喻，

是非常能夠說明那一些常常好奇、糾結、纏繞
是非常能夠說明那
些常常好奇 糾結 纏繞
「什麼時候」的同道、弟兄姐妹，
因為太在意時機、時間，
忽略了其他看起來不怎麼重要的時間。
這段經文 – 主說：當人子為王的時候，
主說：當人子為王的時候
分出綿羊、山羊，其中祂誇獎那些義人，
說他們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人子身上
說他們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人子身上…
廿五37~40 義人就回答說：

「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
「主
我 甚麼時
你餓
你吃
渴了，給你喝？甚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
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
或是在監裡，來看你呢？」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
實
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如果你只盯著所謂重要的時候、只盯著良機的話，
你不能避免地只看重那些
重要的場景、人物，
我不會說那個是完全的錯，我只會說
 我們的神不僅僅出現在重要時刻、場合
 我們的神往往在邊緣的
我們的神往往在邊緣的、不重要的時間、
不重要的時間
不重要的人物裡面出現
如果我們的眼睛緊盯著
那些時間、那些場合、那些人物的話，
有 天我們會詫異
有一天我們會詫異：
 竟然基督在我們身邊，我們也不知道
 竟然基督在我們的旁邊走過、
竟然基督在我們的旁邊走過
躺在我們面前、正在受著種種的難過，
我們竟然不知道…

這個比喻裡面的惡僕、跟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你是屬於哪 類的僕人呢？
你是屬於哪一類的僕人呢？
問題不在於你相信主會很快來、或是主人會晚來，
是在於我們是不是知道自己的身分，
是在於我們是不是知道自己的身分
是不是知道自己應該的準備和擔當。
如果沒有這種準備 沒有這種擔當，
如果沒有這種準備、沒有這種擔當，
只盯著那個時候，也許會錯過很多基督在我們身邊、
向我們彰顯的時間。
求主幫助我們：
在等候祂回來的生活裡面，
是一個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能夠按時候分糧，建立 幫助其他的人
能夠按時候分糧，建立、幫助其他的人。
等到有一天我們面對面與主相遇的時候，
祂會對我們說： 「好，你這又忠心又良善的僕人，
祂會對我們說
好 你這又忠 又良善的僕人
可以一起進來享受筵席！」

親愛的天父，我們再一次謝謝你，
你應許我們你要再來，所以我們在你面前等候。
幫助我們每一位觀眾朋友，
能夠忠心地、有見識地等候，預備好自己，
使得因為這一種的預備、
因為這一種的忠心有見識，
為
忠心有見識
我們能夠好好地服事周遭的弟兄姐妹，按時候分糧。
我們這樣的禱告，祈求、立志，
是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