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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五 1~13

01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
02 其中有五個是愚拙的，五個是聰明的。
03 愚拙的拿著燈，卻不預備油；
04 聰明的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裡。
05 新郎遲延的時候，她們都打盹，睡著了。
06 半夜有人喊著說：『新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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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那些童女就都起來收拾燈。
08 愚拙的對聰明的說：『請分點油給我們，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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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聰明的回答說：

音量、全螢幕

『恐怕不夠你我用的；不如你們自己到賣油的那裡去買吧。』
『恐怕不夠你我用的；不如你們自己到賣油的那裡去買吧。
10 她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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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預備好了的，同他進去坐席，門就關了。
11 其餘的童女隨後也來了，說：『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
12 他卻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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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比喻常常給人一種感覺、就是又愛又恨，
有 種很熟悉 可是也有陌生的 種矛盾
有一種很熟悉、可是也有陌生的一種矛盾。
比方這個比喻、還有其他比喻裡面，常常看到婚筵，
的確婚筵是耶穌比喻常見的一個主題、場景，
無論古今，人對婚筵都不會感到陌生。
古代的時候，婚筵的過程往往可能要好幾天，
在舉辦的過程當中，新郎遲到，也是常常有的事情，
等候過程中，陪伴的童女因為累而睡著，也很自然不過。
我想在第一世紀講出來的時候，沒有人會覺得很詫異，
所以問題不在於童女睡還是不睡
所以問題不在於童女睡還是不睡。
事實上我們看這個比喻時，
你會發現比喻裡面的十個童女，
不論是聰明還是愚拙的，都睡了，
問題不在於睡還是不睡
問題不在於睡還是不睡、
警醒也不在於睡或不睡。

13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
所以 你們要警醒 因為那 子 那時辰 你們不知道

耶穌說：你們要警醒，
警醒的意思不在於睡還是不睡，
警醒的意思不在於睡還是不睡
是在於有沒有準備，就是要有準備。
可是讀者可能感到有困惑、不解、甚至不滿的，
就是那稱為聰明的五個童女，
在同伴 – 愚拙的童女，在她們急需幫助的時候，
這五個聰明的童女袖手旁觀，
不肯和她們分享燈裡面的油
不肯和她們分享燈裡面的油。
這是很多讀者會感覺得困擾的：
分一些燈油，不就得了、不就解決了問題
分
些燈油 不就得了 不就解決了問題
 不需要落到一個田地說：她們在裡面參加喜筵，
另外的
另外的五個在外面那麼地淒慘
在外面那麼 淒慘
有些的弟兄姐妹甚至引用聖經來支持他們
不滿十個童女裡面的五個聰明的女孩子
不滿十個童女裡面的五個聰明的女孩子，
不肯跟五個愚拙的童女，分享油的這個事情上面…

腓二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加六2 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各 的重擔要互相擔當 如此 就完全 基督的律法

我聽過曾經有人引用這兩處的經文來說：
比喻裡面這五個所謂聰明的童女，
比喻裡面這五個所謂聰明的童女
說她們聰明，倒不如說她們不顧念別人、自私，
如果不是她們吝嗇不願意分享油，
如果不是她們吝嗇不願意分享油
 那五個愚拙的女孩子又何必要跑去買油，
買了回來就錯過了迎接新郎呢？
 更不要說她們最後那種落寞的慘情了…
真正讓讀者們感到不安的、不平的，
真正讓讀者們感到不安的
不平的，
是當這個買油的童女回來之後，
被關在宴會之外，
她們敲門說： 「主啊，給我們開門。」
門裡頭出來的 竟然是冷冷的聲音說
門裡頭出來的，竟然是冷冷的聲音說：
「我實在告訴妳們，我不認識妳們！」

如果不管上下文隨便地讀、隨便地引用，不等於相信聖經；
儘管你說聖經這樣講 其實你不是真正地相信聖經
儘管你說聖經這樣講，其實你不是真正地相信聖經。
所以我們在讀經的時候，
要盡量地把自己的觀點搞清楚：
要盡量地把自己的觀點搞清楚
 是不是我們的問題，是經文要講的問題
 如果不一樣的話，要把我們的問題先擱下來，
如果不 樣的話 要把我們的問題先擱下來
要做的，去問經文究竟講的是什麼？
硬是要把自己的問題塞到經文裡面去，
一定會扭曲經文的意思的。
有些人引用 加六、腓二
加六 腓二 ，那你要回去那段經文，
是講信徒團契生活、信徒團契的時候怎麼生活：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各人的重擔要彼此分擔，這就成就了基督的律法
然後這個比喻所講的 不是怎樣同工 怎樣配搭
然後這個比喻所講的，不是怎樣同工、怎樣配搭，
它講的是我們怎麼樣預備主再來的時候。

老實說這個光景是誰造成的…
如果新郎準時來到 會有油用盡的時候嗎？
如果新郎準時來到，會有油用盡的時候嗎？
如果油沒有用盡、她們需要去買嗎？
會錯過迎接新郎的時機、被關在門外嗎？
我們為這五個愚拙的童女感到不值。
如果我們用自己的想法去讀的時候，
一定會對五個聰明的童女
產生一種不以為然的感覺，
進而有之會對這個新郎也會覺得不太同意。
所以重要的是 究竟這個比喻是說什麼呢？
所以重要的是，究竟這個比喻是說什麼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上文下理的重要性：
就是我們讀經 解經的時候
就是我們讀經、解經的時候，
 不能只拿一節表面地讀，然後就把它所謂的應用了
 我們應該仔細看看它的上下文、然後仔細地去思考，
我們應該仔細看看它的上下文 然後仔細地去思考
然後看怎麼樣可以跟我們的生活產生一種關係

整個 廿四~廿五 是「終末」的講論，核心就是耶穌要來，
祂的跟從者 整個世界
祂的跟從者、整個世界，
究竟怎麼樣在主面前忠心地預備。
上一集忠心僕人的比喻，
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廿四45 46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廿四45~46
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裡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
主 來到 看見 這樣行 那僕 就有福了
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
在這個經文、比喻裡隱含的問題是「誰是忠心的僕人？ 」
今天的經文問題是
「誰是聰明的童女」預備好油以迎接新郎？
如果忠心的僕人他會按著主人所分派的
如果忠心的僕人他會按著主人所分派的，
管理家裡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的話，
 聰明的童女就是忠心的僕人，預備好燈油以迎接新郎
 分享油與這個比喻，是拉不到任何絲毫的關係

沒能說管理事情的僕人，好處可以分給壞的僕人，
也不可能說 賺了五千 二千的僕人
也不可能說，賺了五千、二千的僕人，
可以把所賺的分給那個一千的，
使得那個 千的
使得那個一千的，
不落在哀哭切齒的環境當中，沒有辦法做這樣一個關聯的，
因為比喻講的是究竟怎麼面對將要來的主。
其實也不太難理解，生命當中有很多的時機，
只能自己去面對、沒有人可以分擔的，
再愛你的人、再同情你的人，也只能在身邊
還給你打氣 鼓勵，是你自己得去面對，
還給你打氣、鼓勵，是你自己得去面對，
禱告、呼喊是當然的，問題是有沒有預備好油？
五個愚拙的童女，在那邊敲啊、呼喊，可以這樣子，
問題是：你沒有預備好燈油，沒有預備好迎接這一刻的來臨。
真有這些經驗嗎？沒有辦法分擔 就是別人幫忙嘛
真有這些經驗嗎？沒有辦法分擔、就是別人幫忙嘛，
我舉幾個例子，也許大家就會明白了…

這不僅僅是學生應考的問題，
家庭 婚姻 養兒育女 都是 樣
家庭、婚姻、養兒育女，都是一樣，
每一個人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互相地幫助 提醒 分擔 分享
可以互相地幫助、提醒、分擔、分享。
生命一定會走到一個盡頭、一個關頭，
是我們面對我們的處境，
在自己的考卷上面答題、寫上自己的名字。
這是耶穌在橄欖山的講論 祂提醒跟從祂的人
這是耶穌在橄欖山的講論，祂提醒跟從祂的人，
要預備祂的回來，豈不是也是對生命的把握？
我們常以為這些比喻只講耶穌再來的時候，
我們常以為這些比喻只講耶穌再來的時候
其實那些講論也可以應用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天，
 危機的來到，比方說像意外一樣，讓人覺得措手不及
危機的來到 比方說像意外 樣 讓人覺得措手不及
 尋常的日子，把一切都看得理所當然、毫無準備，
結果只能在門外呼喊、沮喪、失望、傷痛
這是為什麼耶穌「終末的講論」是那麼有意思的原因。

在學的學生，在平常的日子同學們組成小組，
相互幫助 互相溫習 彼此鼓勵
相互幫助、互相溫習、彼此鼓勵，
分享筆記、分享心得，有一個團契的生活。
可是生命到了某一個階段，
可是生命到了某
個階段
是每一個人要面對自己的關頭：
 你可以有很多小組溫習的時候，
你可以有很多小組溫習的時候
都在你旁邊告訴你怎麼寫、
怎麼明白、怎麼預備
 真正考試、坐在考場的時候，
你必須自己面對桌上那份考卷
在這一刻，你自己預備好的油、燃點自己的燈。
這個時候不能問隔壁的同學考生借油的，
不能說 – 各人重擔彼此分擔，在這裡來分擔一下
不能說 –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讓我抄一抄、看一看，不能這樣子！

研究聖經的人會說：
聖經所說的終末論 有兩個意思
聖經所說的終末論，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已然，一個是未然。
 已然就是因為耶穌已經來了，
祂宣講、教導、死亡、復活，
因為耶穌的生命的展現，讓我們知道
怎麼樣活出一個彰顯天父慈愛完全的生命
 在這個已然來、未然還沒有來的空間裡面，
在這個已然來 未然還沒有來的空間裡面
我們是每天的學習跟隨主耶穌，
因為耶穌來已經開始了終末了
神已經掌權、已經作王、已經進入這個世界，
藉著
藉著祂兒子賜給我們新的生命、已經勝過罪惡、死亡，
賜 我們新的生命
勝過罪惡
我們也已經嘗過天恩的滋味了。
終末已經開始了，因為終末已經開始，
終末已經開始了
因為終末已經開始
耶穌所有終末的講論都對我們有意思了。

可是沒有一個階段，是我們可以說完全體會上帝的恩情，
沒有任何階段可以完全看得見天父的慈容，
沒有任何階段可以完全看得見天父的慈容
惟有一路一路地走向歷史的盡頭，就是耶穌
再回來的時候，我們才能夠清楚地看見。
林前十三12 如今我們好像對著鏡子看，模糊不清，

可是有一天，我們一定會看得清楚。
所說的就是終末論的精粹 – 已然、未然。
我們不知道耶穌什麼時候會來，
也許在我們離開這個世界以前耶穌也沒有回來，
你說這樣的終末講論有沒有意義嗎？有意義！
你再想一想，我們幾集講的終末的講論，
今天講的燈油的準備 也是我們每天的生活 對嗎？
今天講的燈油的準備，也是我們每天的生活，對嗎？
學生的、當父母的、工作的準備，
甚
甚至生命的每一刻都可以陷入到意外的裡面，
命 每
都
外
不就是需要準備嗎？

耶穌的終末講論，不是只有耶穌來的時候才有意思的，
是我們活在這裡 活在現在的 讀這段經文
是我們活在這裡、活在現在的，讀這段經文、
聽耶穌講的講論，對我們生命有莫大的關係。
希望觀眾朋友
希望觀眾朋友，
能夠看到耶穌的終末講論，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盼望
給我們 個很大的盼望 - 主耶穌要來
 也提醒我們，怎樣在當下生活
祂講的不是 個遙遠、不知道什麼時候的將來，
祂講的不是一個遙遠、不知道什麼時候的將來，
那是一個盼望、那是一個信念，
祂講的也是每天真實的生活
祂講的也是每天真實的生活，
因為這位主與我們同行。
馬太福音第一章
以馬內利，
馬太福音第
章 以馬內利

到了 最後的一章 也說了：
如果我們遵行祂所教導的
如果我們遵行祂所教導的，
我們會經歷耶穌與我們同行同在。

可是在這個準備以前，可能有很多的團契、很多的分享，
可是當時間來到時 還是要自己面對考卷
可是當時間來到時，還是要自己面對考卷、
寫上自己的名字的，這不是很真實嗎！
上一集講了三個僕人，有兩個很知道、很相信
上
集講了三個僕人 有兩個很知道 很相信
主人了解自己、給自己機會，很慷慨，無論做什麼、
結果怎麼樣 只要是忠心 只要是盡力 他 定會接納的
結果怎麼樣，只要是忠心、只要是盡力，他一定會接納的。
這不僅僅說的是耶穌回來的審判，
也是我們每天的生活，不是嗎？
我們怎麼相信這位神是慷慨、了解我們，我們就會怎麼活。
如果我們記得神將祂的兒子賜給我們、
也將萬物一切白白地賜給我們，
就沒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論斷我們了。
不管有、有很多、沒什麼恩賜、甚至說沒有恩賜，
都是在祂的面前可以是忠心 良善的僕人
都是在祂的面前可以是忠心、良善的僕人，
這不會是我們每天的生活嗎！

親愛的主，我們再次謝謝你，
親愛的主
我們再次謝謝你
你不斷地提醒我們：
你是那位從亙古到永遠的主宰，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你不僅僅在遙遠的將來、或是說遙遠的過去，
此刻、今天，你仍然與我們同行。
所以幫助我們敏感你的同行，
幫助我們作聰明的童女、常常預備，
不僅僅是預備主再來，
也預備我們每天的生活，都能夠見證，
也預備我們每天的生活
都能夠見證
因為你的確地是每天與我們同行。
幫助我們、鼓勵我們、提醒我們。
奉耶穌基督你的名字祈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