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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五 31~40

31 「當人子在他榮耀裡、

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
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
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32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
萬 都要聚集在
前
要
來
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
33 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
34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
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
35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
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
36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
我 身
我穿 我病
我
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

開始播放

義道

太廿五 31~40

37 義人就回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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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的終末講論，從 廿四到廿五章，
 是以門徒問耶穌終末的預兆開始…
是以門徒問耶穌終末的預兆開始
廿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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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廿五31~46 的比喻作結束

仔細讀終末講論時
仔細讀終末講論時，
 發覺重點不在於「時候」，而在於「誰跟誰同行」
 前一兩集裡，是在乎身分，時候不是最重要的，
等候的人是誰、是忠心還是惡？重要的是在等候誰
既然我們所等候的主，來臨的時候沒有人知道，
既然我們所等候的主
來臨的時候沒有人知道
那麼猜測、糾纏「時候」，
並不是最理想的一個閱讀、明白聖經的方向。
我們在讀時會很清楚地看到：既然不是「時候」，
就是我們等候誰 誰在等候
就是我們等候誰、誰在等候，
等候的時候做什麼、怎麼預備，才是終末講論的重點。

這個比喻的主題，跟馬太福音整體的敘述是非常呼應的，
如果我們從馬太福音第 個講論開始 登山寶訓
如果我們從馬太福音第一個講論開始，登山寶訓
是非常看重怎樣把信仰的果子 – 就是行為活出來。

耶穌在登山寶訓的最後一段，有這樣的提醒，
讓我們明白 什麼是信仰最核心的東西
讓我們明白，什麼是信仰最核心的東西…

在馬太福音裡面，不是說「因行為而稱義」，
在馬太福音裡面
不是說「因行為而稱義
 是說「義」一定要彰顯生活的見證
 行為是稱義的果子，而不是因為行為使得人成為義
行為是稱義的果子 而不是因為行為使得人成為義
 有義、看重神的國和神的義的人，一定有相對的行為
這是在登山寶訓的結論 第七章 說：
好樹結好果子，壞樹結壞果子。

「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
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 」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
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
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
好比 個無知的
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
把房子蓋在沙土上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所以在馬太福音整體的敘述裡面，
強調的就是驗證門徒的身分是跟從，
不是預知時間，
不是能夠知道什麼時候主耶穌會來、
會發生怎麼樣的事情
會發生怎麼樣的事情，
這不是馬太福音重要的核心。

凡聽我的話不去行的、凡聽我的話去行的，
沒有比這個更清楚了：
沒有比這個更清楚了
 能夠思考、言說，說得清楚、說得好…，那都是好的，
可是沒有在生活上面，活出耶穌的教導，一切都是徒然
 有特別的經歷、有能力，是好的，
可是沒有在生活中彰顯耶穌教導的話，也是徒然的
這是耶穌在登山寶訓的結論講得很清楚的。
這樣的主題也貫穿整個馬太福音，
今天的經文，也是貫穿這個主題。
在看這個比喻時，會發現
出現挺多的人物、層次也多，
耶穌是 終末審判者」這個信念，基本上是承繼
耶穌是「終末審判者」這個信念，基本上是承繼
猶太信仰裡面「神是審判者」這個信念，
所以從馬太福音就可以看得到耶穌就是神
所以從馬太福音就可以看得到耶穌就是神，
祂執行、實踐神所做的工作。

七22-27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

在這個比喻裡面，
用了好幾個不同的詞彙來表達耶穌，
源自不同猶太信仰、傳統的背景，
 用「人子」來講耶穌，怎樣在榮耀裡降臨…
用「人子 來講耶穌 怎樣在榮耀裡降臨
這個概念是來自但以理書、特別是 第七章
 另外一個詞語來表達「耶穌就是王」，
另外 個詞語來表達「耶穌就是王
「神作王」的這個主題，在舊約、新約，
都是 個很重要的主題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在啟示錄說：
耶穌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也是表達一個信念就是「神作王」，
勝過 切的邪惡 審判 切的權勢
勝過一切的邪惡、審判一切的權勢。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比喻用了不同的詞彙，
來表達不同角度的那 種的榮美、權柄。
來表達不同角度的那一種的榮美、權柄。

綿羊、山羊，指的又是什麼呢？綿羊和山羊就是萬民，
廿五32 萬民聚集在人子面前，然後把他們分別。
萬民聚集在人子面前 然後把他們分別
前文就是說綿羊、山羊要分別出來，
顯然按照上下文，綿羊、山羊就是萬民，
兩者的分別在於他們怎麼樣對待小子，
也就是我弟兄中最小的 個，分別在於他們態度的不 樣
也就是我弟兄中最小的一個，分別在於他們態度的不一樣。
究竟那個弟兄是誰呢？
有一種解釋認為這個弟兄是指以色列人，
有
種解釋認為這個弟兄是指以色列人，
也就是萬國列邦對待以色列人的態度，
決定了他們終局 永生 永刑
決定了他們終局，永生、永刑，
這個觀點是根據一個神學的思考流派，時代論。
這個想法，不是馬太福音的想法，
這個想法
不是馬太福音的想法
 時代論沒有在聖經裡面有很明顯的根據
 馬太福音裡面，找不到這樣一個想法
馬太福音裡面 找不到這樣 個想法
馬太福音裡面的弟兄，不是指著以色列人。

馬太福音裡「弟兄」這個詞彙是指什麼呢？
 很多的時候是指著「門徒」，
很多的時候是指著「門徒
有一些解經家就說：這裡所說的是
萬國萬民怎麼對待福音的使者，
萬國萬民怎麼對待福音的使者
既是耶穌的門徒，當然是福音的使者，
門徒代表他們跟從的耶穌基督，
萬國接待或是拒絕他們的福音，
就是間接地接待 或拒絕他們所傳講的耶穌
就是間接地接待、或拒絕他們所傳講的耶穌。




另外一個可能：耶穌說的萬國，包括外邦人、猶太人，
廿四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
廿八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裡面也包括以色列人
比喻中的弟兄也不限於教會門徒，而是披戴神的形像，
五45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十二50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
廿八10b 不要害怕！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
不要害怕！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



就會知道所謂的弟兄，不一定是指著以色列人
視以色列人為終末裁判的關鍵，
也就是說你怎麼對待以色列人，
決定你是永生 或是永死，
決定你是永生、或是永死，
這樣的概念沒有辦法在新約裡面找得到

比方說在保羅的作品裡面，有所謂真猶太人，
或是其他作品裡面新以色列人，
在啟示錄也是有很明顯的講法
在啟示錄也是有很明顯的講法：
有些人是以為猶太人，可是他們不是真的猶太人...
所以在新約聖經是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根據，
所以在新約聖經是沒有辦法找到
個根據
說一個血脈的猶太人、一個種族的猶太人，
我們怎麼對待他們 決定了我們的永生或永刑
我們怎麼對待他們，決定了我們的永生或永刑，
這個沒有辦法在新約聖經裡面找到根據。

所以耶穌在這裡所說的弟兄，
不是指著某個族群 比方說以色列人
不是指著某個族群，比方說以色列人，
也不是指著某個群體，比方說基督徒、門徒，
而是指著所有按著上帝的形像和樣式所創造的人。
根據耶穌在講論裡面所提到的小子的特質：
餓了 渴了 在客旅的裡面 生病 坐牢沒有人照顧
餓了、渴了、在客旅的裡面、生病、坐牢沒有人照顧，
如果根據這樣的脈絡去理解的話，
這邊所說的就是那些邊緣的、被人厭棄的弱小肢體、
或是說朋友。
那不 定是教會裡面的 也可以是教會外面的
那不一定是教會裡面的、也可以是教會外面的。
為什麼把這樣的一個想法擴充到教會外面呢？
五45 因為天父叫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
也就是說在天父的眼裡，
也就是說在天父的眼裡
所有人都是祂所願意救贖、願意擁抱的。

這裡所說的做在一個小弟兄、或是小子身上，
就不僅僅是講著某 個族群 也不僅僅是講教會裡面的人
就不僅僅是講著某一個族群、也不僅僅是講教會裡面的人、
或是傳福音的人了，而是指所有的人…
林後八9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
叫你們因他的貧窮 可以成為富足。
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
在哥林多後書的上下文是對著哥林多人講，
希望他們能夠回應保羅的教導，
為耶路撒冷的教會有所奉獻。
在講奉獻的問題裡面他有這麼一句，
就把基督降世、使所有人都飽嘗恩典豐足的
那個概念、或是說那個神學的思想，說得很清楚。
我們會明白耶穌的恩典：本來的富足、為了你們成了貧窮，
這不僅僅是哥林多人的 個經歷 是所有人的經歷
這不僅僅是哥林多人的一個經歷，是所有人的經歷。

有信徒會困惑：有必要這樣嗎？好好地傳福音不就夠了嗎？
可是如果再細細地讀福音書 緊緊地跟隨耶穌
可是如果再細細地讀福音書、緊緊地跟隨耶穌，
 我們會驚訝祂踏過的地方，
就是我們厭棄的村落、貧民窟
 義人不是什麼種族、或是社會背景的人，
義人就是緊緊跟隨耶穌的人，他們走在義道上，
成義，使這些義人與別人一起互動、互塑
今天這個比喻，
也許再一次看到耶穌終末的講論，
 不是就只是看重耶穌再來時那個模樣
 不是我們所關心的什麼時候、什麼樣子、
下怎麼色變 發生怎麼樣的戰亂
天下怎麼色變、發生怎麼樣的戰亂…
那個是一部分，更重要的一部分，
所謂的終末講論
所謂的終末講論，
也在今天、或是每一天裡面發生！

也就是說耶穌的恩典，祂本來是富足的、與神同等的，
可是祂虛己 變得貧窮 使所有人因祂的貧窮 成為富足
可是祂虛己、變得貧窮，使所有人因祂的貧窮、成為富足，
是所有人 – 上帝所創造的每一個人。
這個想法，有很多不同的觀點，
這個想法
有很多不同的觀點
 有些人就覺得沒有必要去幫助貧窮的人
 甚至用盡方法，禁止、攔阻人去幫助貧困的人
甚至用盡方法 禁止 攔阻人去幫助貧困的人
我曾經讀過一本書，講到多年來幫助貧窮的人，
有些人就挑戰這些朋友 – 你們有什麼權進入這些村落、
你們有什麼權進入這些村落
工廠、貧民區呢？為什麼要干擾別人的生活呢？
我這位朋友就在他的書上回應：
我們只是跟隨主的腳蹤，趁著祂的熱鬧。
意思就是說 如果仔細看福音書 注意耶穌的腳蹤
意思就是說，如果仔細看福音書、注意耶穌的腳蹤，
根本耶穌的工作、祂的腳蹤就是這樣子：
祂就是去這些落後的鄉村 貧困的地方
祂就是去這些落後的鄉村、貧困的地方，
祂就是去這些邊緣的群體裡面…

如果說終末的講論，只關心耶穌來，
而我們有生之年 耶穌還沒有來的話
而我們有生之年，耶穌還沒有來的話，
終末講論對我們的意義就不很大了。
如果終末講論所說的終末，是神已經為王掌權，
 神已經藉著耶穌基督的生平、死跟復活，
已經作王，已經把福音帶到我們當中，
已經可以進入我們的生命當中、讓我們飽嘗恩典
 因為這種飽嘗，渴望、等候祂的來的話，
因為這種飽嘗 渴望 等候祂的來的話
那每一天我們都在終末的裡面
什麼時候世界終結、世界末日，其實不很重要，
什麼時候世界終結
世界末日 其實不很重要
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
可是我們能夠知道的 我們能夠把握的
可是我們能夠知道的，我們能夠把握的，
是這位神已經在我們生命的裡面，祂將要來，
 祂還沒有回來之前，我們還是每天經歷祂的同在
 終末講論，是每天生活很重要的一個資源、根基

我們每天怎麼活、怎麼跟別人相處，
說明我們有多等候 多相信耶穌要來
說明我們有多等候、多相信耶穌要來。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有 天我們與主面對面時 我們很驚訝 –
有一天我們與主面對面時，我們很驚訝
原來我們常常碰到的、做的，
都做在耶穌的身上！
我不知道你以前對於終末講論
有怎麼樣的看法、期望，
 當你讀到終末講論時，你會不會以為
就可以知道耶穌什麼時候回來，
就可以辨識世界的戰亂、天災、人禍，
所 你可 推算耶穌什麼時候會來？
所以你可以推算耶穌什麼時候會來？
 還是在這個研讀的課程裡面，
發現耶穌終末的講論，跟我們每天的生活
都是有那麼大的關係的！

親愛的天父，我們再次謝謝你，
你藉著兒子的話語不斷地提醒我們 –
要相信 要等候 盼望你的再來
要相信、要等候，盼望你的再來。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知道，
你從來沒有離開過你所創造的萬物，
你也沒有離開過你所創造、救贖的人類。
所以讓我們凝視你的同在，
不僅僅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也在別 的生命當中
不僅僅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也在別人的生命當中，
特別是這個社會所遺忘的人，
因為他們也是天父所要救贖、擁抱的人。
求主幫助我們，就好像比喻裡面所講的
忠心的 良善的生活 關心 接觸別人
忠心的、良善的生活，關心、接觸別人。
這樣的禱告、立志，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