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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四36~44冲去？被提？冲去？被提？

36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
37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38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39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39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40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41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41两个女人推磨，取去 个，撇下 个。
42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43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

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44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福音电影，

个片段就是两个人坐在车上 其中 个人 一个片段就是两个人坐在车上，其中一个人

突然间不见了，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另外一个镜头是两个人围着餐桌吃饭 另外一个镜头是两个人围着餐桌吃饭，

突然间不见了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这这这这我信息：两这两两两两我这被提了。这这这这我信息：两这两两两两 这被提了

再细看这这这这、再再我再圣经的教导，

会发觉这个电影的信息混杂了两段不相干的经文，会发觉这个电影的信息混杂了两段不相干的经文，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太太太36~44，特特 40~41讲讲讲讲我图画太太太36 44 特特 40 41讲讲讲讲我图画
被提，帖帖太13~18 两两 17我用词

问问问这问问我问相提并论，问是问合宜呢？问问问 问 问 问是问 呢

更更更我问问问 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太帖 讲我讲讲

问是问 马太马马问马太帖40~41我讲讲呢？问是问 马太马马 马太帖 我讲讲呢？

两个经文的内容是不是相符呢？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我我每段经文各各我背景和意思，

才才才才 这好的判断 毕毕才才才才我这好的判断，毕毕

不是所有食材，都可以一起来做菜的。

当教会还还还还还还我还还当教会还还还还还还我还还，

早期教会、特特问外邦信徒，

对于信仰的内容 没有 个很完整的了解对于信仰的内容，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了解。

比比比保罗写信给他的教会，无论是帖撒罗尼迦、

哥林多 腓立比 罗马 歌罗西 以弗所哥林多、腓立比、罗马、歌罗西、以弗所…
那这那那我教会手手手没有新约圣经，

他他两我他他他问希腊文版本的旧约。他他两我他他他问希腊文版本的旧约

所所无从做我做做信仰这整全、系统化我了的，

明明这我明，他就就就当保罗或问其他使徒，明明这 明，他就就就当保罗或问其他使徒，

在写书信的时候，是为了不同会众的需要去

勉励他们、帮助他们、勉励他们、帮助他们、

解决他们在自己的处境所面对的问题。



这些书信有关于信仰的讨论

都不是很系统 很完整的纲领 甚至不是教义都不是很系统、很完整的纲领，甚至不是教义。

到到到教义我的的，问是是新约圣经整体的铺陈，

不能用教义的读法 读进新约的经文里面 不能用教义的读法，读进新约的经文里面

 要倒过来，看新约的经文在怎样的处境写出来

 写书信的人是为了怎么样的问题 写书信的人是为了怎么样的问题，

解决当时教会的需要

所所这明白经文的意思，这要要经文的上下文，所所这明白经文的意思，这要要经文的上下文，

还两他他各自的处境到了的，而是问

从教义出发，强行地将经文黏合、符合教义的内容。从教义出发，强行地将经文黏合、符合教义的内容。

帖撒罗尼迦我的的就，问年轻的信仰群体，

对信仰核心 – 像耶稣是主、死而复活、要再来对信仰核心 像耶稣是主、死而复活、要再来，

这是很根本的，都没有问题。

可问做是怎样过新生活，新新新新所帖我新新可问做是怎样过新生活 新新新新所帖我新新

两怎么样的分别，他他他不很知道。

这问这这这还保罗书信讲讲，

通常都会在如何过新生活下 些笔墨通常都会在如何过新生活下一些笔墨，

很认真、仔细地，来教导、讨论的问题。

甚甚，很具体的问题：耶稣不是主吗？甚甚，很具体的问题：耶稣不是主吗？

 为什么我们还是要面对逼迫呢？保罗写写给他他勉励
 耶稣再来的时候怎样 ，手问这保罗再教导 耶稣再来的时候怎样... 手问这保罗再教导

谈到耶稣再来我那那，他两我这相当的困扰，

使使帖撒罗尼迦众教会产新产产，问问问：使使帖撒罗尼迦众教会产新产产，问问问：

主耶稣要来了，我们都相信，可是在主耶稣回来以前

就死了的人，不就错过耶稣回来时所带来的荣美、恩惠？就死了的人，不就错过耶稣回来时所带来的荣美、恩惠？

早还的就做是信仰整体，没两很系统的理解，

相信耶稣再来，可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相信耶稣再来，可是耶稣再来的时候
是怎么样，他们不知道。

那问这这这每一书卷，手就都都不同的需要，那问这这这每 书卷 手就都都不同的需要
去讲这这问问。

明明这我明，我他他这明白，

保罗还 帖帖太13 18我教导 目的：保罗还 帖帖太13~18我教导，目的：

安慰那做那这失去至亲痛痛我就痛写我，

那这亲友走了、耶稣回来、他他他他我了。那这亲友走了、耶稣回来、他他他他我了。

保罗告告他他不要忧伤、要有指望。

离世的亲友不会错过主再来带来的福气离世的亲友不会错过主再来带来的福气，
甚至比在世依然活着的人更早尝主恩！

这样 就让帖撒罗尼迦众教会的弟兄姐妹得到安慰这样，就让帖撒罗尼迦众教会的弟兄姐妹得到安慰。

那这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我一在基督里复活，

神必定要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神必定要将他与耶稣 同带来，

然后才是依然在世存活的人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你明明这你我我你背景我的，帖帖太13~18你明明这你我 你背景我的 帖帖太13 18
题旨：13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

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结论：18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马太马马太太帖到太马帖，称这「橄榄山的讲论」，

是马太福音五个讲论里最后的 个是马太福音五个讲论里最后的一个，

整个讲论，都是有关终末、末日、终结。

感觉要 太太帖 还还，他两我这这就就我感觉 – 我问

还还开都终末、末日、终结到环绕、发展我。

可是我们再细读的时候 就会发现可是我们再细读的时候，就会发现

终末或末日，至少有两层意义…

终终我第 个层次 我问问终终我第一个层次，我问问 太太1~18，
处理的是耶路撒冷、犹大地、

第 世纪犹太人所面对的将来第一世纪犹太人所面对的将来。

引引这这讲讲我，问耶稣首要预言圣殿被毁灭…

1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
2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没有 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门徒问耶稣这这问问：「什么时候有这事？ 」

他问圣殿的石头是不还另外 个石头手讲他问圣殿的石头是不还另外一个石头手讲，

当当问当都圣殿被毁。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怎么样的预兆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怎么样的预兆呢？ 」

这是第二个层次了，谈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我的的他比：「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耶稣我的的他比：「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门徒问耶稣圣殿的结束、或是终末的来临，

耶稣讲的是犹大覆亡 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征兆耶稣讲的是犹大覆亡、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征兆。

这这问问第二部分我的的问超过耶路撒冷、犹大地，

问谈到耶稣再来、世界的终局。问谈到耶稣再来、世界的终局。

太太29~太马46 就是橄榄山讲论的第二部分，

第一层意意比意狭窄 –第 层意意比意狭窄
指着耶路撒冷、犹大地、犹太人、第一世纪

第二部分当指更指我将来，第 部分当指更指我将来
耶稣的再临、世界的终末

讲讲我第一层的终末意义，

是指着耶路撒冷 犹大地的遭遇是指着耶路撒冷、犹大地的遭遇，

耶稣所说的遭遇
在 AC66~70 的战争得到应验在 AC66~70 的战争得到应验…

犹太人起义、再这想想帖马想我，

惨遭罗马人镇压 圣殿被毁 很多的犹太人也被杀害惨遭罗马人镇压、圣殿被毁，很多的犹太人也被杀害

 AC66~70 也问罗马帝国那这尼禄自杀身亡，

而引起了内乱的危机 根据罗马人的历史而引起了内乱的危机，根据罗马人的历史，

AC69 一年之间换了三个君王

比明那这那那说这帖马想我说说都内战的危机，比明那这那那说这帖马想我说说都内战的危机
耶稣预言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可以说是一触即发的危机。即

如如比终末第一层意义，与第一世纪、耶路撒冷、

圣殿、犹太人的遭遇有关的话，圣 、犹太 的遭遇有关的

终末第二个层次，就不在于一时 、一地、一国的处境了…

那这耶稣一定要回来，所所神的子民这这这两

面对终末和耶稣再来的态度 警醒 预备 自守面对终末和耶稣再来的态度 –警醒、预备、自守。
今今我我问 太太太36~44橄榄山讲论帖问我第我两两我问：

神的子民之所以要警醒 因为没有人知道那日神的子民之所以要警醒，因为没有人知道那日，
天上的使者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

耶稣再来问必然的 尽尽我他不知道日子时辰耶稣再来问必然的，尽尽我他不知道日子时辰，

可是神子民应该要警醒、预备，

就像远古的盗贼普遍 家主必须有所预备就像远古的盗贼普遍，家主必须有所预备，

不然就被窃贼闯进遭受损失。

所所所这你我这比方，所所所这你 这比方
比明了等候耶稣回来的人这警醒。

没有准备的人他他我新新，没有准备的人他他我新新

 一定会像以前那样子生活 – 照常地吃喝嫁娶
并所这这这将来要降临我再的或写的，是可笑的，并所这这这将来要降临我再的或写的 是可笑的

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尽管吃喝、尽管嫁娶吧

这这问挪亚造方舟那那我时时，那那那我两不相信洪水会来、

不相信世界会完结 所所他他如常地吃喝 嫁娶不相信世界会完结，所所他他如常地吃喝、嫁娶。

直到挪亚一家进了方舟，

洪水在人毫无准备之下突然来临洪水在人毫无准备之下突然来临，

不警醒、不准备的人，就被水冲走、取去！

耶稣的来临他就就洪水来临 一 突如其来耶稣的来临他就就洪水来临我一，突如其来，

 洪水冲走不准备的人，留下来的是挪亚一家

 同样 不警醒的人将被取去 同样，不警醒的人将被取去…
40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41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41两个女人推磨，取去 个，撇下 个。

你明明这你我上下文、这你我背景我的，

你他就才才体会：你他就才才体会：

如果洪水是一个说明的例子、被冲走的是一个警戒，

42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 天来。
还这这语境之之，被取去，问负面多是多讲我！



将「被取去」等等 帖帖帖帖帖帖帖 我「被提」，

无论是词语 两个词汇是不 样的词汇 无论是词语、两个词汇是不一样的词汇，

语境，我这问被提 – 蒙福，我这问被取去 – 灭亡
 马太马马 上下文是洪水 冲走了人； 马太马马 上下文是洪水、冲走了人；

帖帖 上下文是耶稣来，他的百姓得到福气。

两这我问格格不入两这我问格格不入
如如比两相同的地方，他问主耶稣要来，

一个经文说：要警醒，个 说：要警醒，

一个经文说：要得安慰

 太太太36~44我语境，和橄榄山讲论我的的， 太太太36 44我语境 和橄榄山讲论我的的

耶稣讲论的关注，

并并 帖帖 所比我「信徒被提」并并 帖帖 所比我 被 」

两有有有这，取去问神的保守，撇下问审判，

重点还是人对耶稣再来的警醒、预备，

而不是 帖帖所说的被提、蒙福…

耶稣的讲论，目的、主题问这很很我：

终末日子没有人知道 终末日子没有人知道

 人能所做的、应该做的，就是预备
两讲做我选择问向主效忠两讲做我选择问向主效忠、

还问向权势屈服？

人必须因为耶稣的再临 而凯旋 勇敢地活在当下人必须因为耶稣的再临，而凯旋、勇敢地活在当下，

人在当下建造方舟，是见证那日子一定降临的信念。

我们还当下，勇敢忠心这生活，他问见证主一定要来我信念。我们还当下，勇敢忠心这生活，他问见证主 定要来我信念。

「取去」指被水冲去、还是被提，被提是灾前、灾中、灾后，

在马太福音里面都不是核心 最重要的在马太福音里面都不是核心，最重要的，

我们的生命、

世界的将来，界的将来，

决定在那

将要来的人子、

不是人的被提。

不太需要太过纠结，我们会不会被提、旁边的人会不会被提？

那不是我们的考量 重要的是主耶稣 定要再来！那不是我们的考量，重要的是主耶稣一定要再来！

他来的时候，我他我一这我到他的荣美，那这这你我信念，

 要非常地谨慎 预备好自己 迎接这位主的降临 要非常地谨慎、预备好自己，迎接这位主的降临

 而不是在神学的套路、神学传统里钻牛角尖，

当到这然我的的我做不是圣经的问题当到这然我的的 做不是圣经的问题

耶稣比，这很很我：

「没有人知道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

事事手新约圣经谈到这这问问我那那，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很清楚地说是何时、何地没有任何 个地方、很清楚地说是何时、何地

可问要马太福音我直到启示录，手两我这共同的主题，

「主啊，愿你快来！」主一定要回来！， 快

怎这活、怎这等候、怎这预备，已我问这很很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忠心地生活，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忠心 生活，

每天忠心地跟随我们的主耶稣！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再一次地借着你自己爱子的讲论，提醒我们：

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艰困的世代，
也的确是使得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将来也的确是使得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将来

产生许多的困惑、甚至好奇。

谢谢主不断地提醒我们 要把焦点放在主身上谢谢主不断地提醒我们 –要把焦点放在主身上，
而不是时间的预计、不是那种的形式、甚至不是我们自己，

因为你比我们更知道、了解我们自己。因为你比我们更知道、了解我们自己。

你比我们更爱、更愿意帮助我们，
所以祈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所以祈求主帮助我们每 位观众朋友

再一次聆听你的话语，
因为聆听你的话语，

警 准我们知道如何地警醒、如何地准备。

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立志，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