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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五31~40义道义道

31「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32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33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34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35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36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义道义道 太廿五31~40

37义人就回答说：
『主啊，我们甚么时候见你饿了，『主啊，我们甚么时候见你饿了，

给你吃，渴了，给你喝？
38甚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甚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

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39又甚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40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马太福音的终末讲论，从 廿廿廿廿廿廿，

是是门徒问耶稣终末的预兆 开是是门徒问耶稣终末的预兆 开…
廿廿3请告诉我们，甚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甚么预兆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甚么预兆呢？

最最 廿廿31~46的比喻作结束

仔仔仔终末讲论时仔仔仔终末讲论时，

 发觉重点不在于「时候」，而在于「谁跟谁同行」

 前一两集里 是在乎身分 时候不是最重要的 前一两集里，是在乎身分，时候不是最重要的，

等候的人是谁、是忠心还是恶？重要的是在等候谁

既既既既所等候的主 来临的时候没没没没没既既既既所等候的主，来临的时候没没没没没，

那么猜测、纠缠「时候」，

并不是最理想的一个阅读 明白圣经的方向并不是最理想的一个阅读、明白圣经的方向。

既既我仔时我我我我我我廿：既既既是「时候」，

就是我们等候谁、谁在等候，就是我们等候谁、谁在等候，
等候的时候做什么、怎么预备，才是终末讲论的重点。



这这比喻的主题，跟马太福音整体的叙述是是是呼应的，

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第 个讲论开始 登山宝训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个讲论开始，登山宝训
是非常看重怎样把信仰的果子 – 就是行为活出来。

我马太福音里里 既是不「因行为而称义我马太福音里里，既是不「因行为而称义」，

 是说「义」一定要彰显生活的见证

行为是称义的果子 而不是因为行为使得人成为义行为是称义的果子，而不是因为行为使得人成为义

 有义、看重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一定有相对的行为
这是我登山宝训的的的 第第廿 不：这是我登山宝训的的的 第第廿 不：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

所是我马太福音整体的叙述里里，所是我马太福音整体的叙述里里，

强强的强是验证门徒的身分是跟从，

不是预知时间，不是预知时间，

不是能够知道什么时候主耶稣会来、

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

这既是马太福音重重的核心。

耶稣我登山宝训的最最的的，没这有的提醒，

让既既让让 什什是信仰最核心的的的

第22-27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让既既让让，什什是信仰最核心的的的…

「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 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凡听我的话不去行的、凡听我的话去行的，
没没没这这没我我没：没没没这这没我我没：

 能够思考、言说，说得清楚、说得好…，那都是好的，

可是没有在生活上面 活出耶稣的教导 一切都是徒然可是没有在生活上面，活出耶稣的教导，一切都是徒然
 有特别的经历、有能力，是好的，

可是没有在生活中彰显耶稣教导的话 也是徒然的可是没有在生活中彰显耶稣教导的话，也是徒然的

这是这这我登山宝训的结论讲讲我我我的。

这样的主题也贯穿整个马太福音这样的主题也贯穿整个马太福音，

今天的经文，也是贯穿这个主题。

我我这这比喻时，我会会我我这这比喻时，我会会

出会挺多的人物、层次也多，

耶稣是「终末审判者」这个信念 基本上是承继耶稣是「终末审判者」这个信念，基本上是承继

犹太信仰里面「神是审判者」这个信念，

所是从马太福音强可是我讲廿耶稣就是神，所是从马太福音强可是我讲廿耶稣就是神
他执行、实践神所所的所作。

我这这比喻里里，

的词汇 耶稣用没用用这不同的词汇来来来耶稣，

源源既源犹太信仰、传统的的的，

用「人子」来讲耶稣 怎样在荣耀里降临 用「人子」来讲耶稣，怎样在荣耀里降临…
这这这这是来源但以理书、特特是 第第廿

 另外 个词语来表达「耶稣就是王」 另外一个词语来表达「耶稣就是王」，

「神作王」的这这的的，我旧约、新约，

都是的这很重要的主题都是 这很重要的主题

我启示录不：

耶稣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也是表达一个信念就是「神作王」，

胜过一切的邪恶、审判一切的权势。胜过 切的邪恶、审判 切的权势。

所是所我会会这这比喻用没不同的词汇，

来来来不同角度的的的的的荣美、权柄。来来来不同角度的的 的的荣美、权柄。



绵羊、山羊，指的指是什什指？绵绵绵绵绵强是万民，

廿廿32万民聚集在人子面前 然后把他们分别廿廿32万民聚集在人子面前，然后把他们分别。
前前强是不绵羊、山羊要分别出来，

显然按照上下文 绵羊 山羊就是万民显然按照上下文，绵羊、山羊就是万民，

两者的分别在于他们怎么样对待小子，

也强是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分特我分他既态度的既的有。也强是我弟兄中最小的 个 分特我分他既态度的既 有

究究的这弟兄是谁呢？

没的的解释认认这这弟兄是指以色列人，没 的解释认认这这弟兄是指以色列人，

也就是万国列邦对待以色列人的态度，

决定了他们终局，永生、永刑，决定了他们终局，永生、永刑，

这这这这是这这的这神学的思考流派，时代论。

这这这这，不是马马马马的这这，这这这这 不是马马马马的这这

时代论没有在圣经里面有很明显的根据

 马太福音里面，找不到这样一个想法马太 音 面，找不到这样 个想法
马太福音里里的弟兄，既是指不以色列人。

十十50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廿廿10b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廿廿10b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就会知道所谓的弟兄，不一定是指着以色列人

视以色列人认终末裁判的关键，视以色列人认终末裁判的关键，

也强是不你怎么对待是以以没，

决决所是永生、或是永死，决决所是永生 或是永死
这样的概念没有办法在新约里面找得到

没比不我保罗的作的里里，没所有真犹太人，没比不我保罗的作的里里，没所有真犹太人，

或是或他作的里里新以色列人，

我启示录也是没我让也的讲这：我启示录也是没我让也的讲这

有些人是以为犹太人，可是他们不是真的犹太人...

所是我新约圣经是没没是这是廿的这根据，所是我新约圣经是没没是这是廿 这根据
说一个血脉的犹太人、一个种族的犹太人，

我们怎么对待他们，决定了我们的永生或永刑，我们怎 对待他们，决定了我们的永生或永刑，

这这没有办法我新约圣经里里找到根据。

马太福音里「弟兄」这这这这是指什么呢？

我很的时很是指不「门徒我很的时很是指不「门徒」，

没的有解经家强不：这里所不的是

万国万民怎什对待福音的使者万国万民怎什对待福音的使者，

既是耶稣的门徒，当然是福音的使者，

门徒代表他们跟从的耶稣基督门徒代表他们跟从的耶稣基督，

万国接待或是拒绝他们的福音，

就是间接地接待、或拒绝他们所传讲的耶稣。就是间接地接待、或拒绝他们所传讲的耶稣。

另另的这可另：这这不的万国，包包外邦人、犹太人，

廿廿14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廿廿14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
廿廿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里里也包包以色列人里里也包包以色列人

没比比的弟兄也不限于教会门徒，而是披戴神的形像，

廿45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廿45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所是耶稣我这里所不的弟兄，

不是指着某个族群 比方说以色列人不是指着某个族群，比方说以色列人，

也不是指着某个群体，比方说基督徒、门徒，

而是指不所没按着上帝的形像绵样式所创造的人。而是指不所没按着上帝的形像绵样式所创造的人。

这这耶稣我讲的里里所在廿的小子的特质：

饿了 渴了 在客旅的里面 生病 坐牢没有人照顾饿了、渴了、在客旅的里面、生病、坐牢没有人照顾，

如如这这这有的如如如理解的的，

这边所说的就是那些边缘的 被人厌弃的弱小肢体这边所说的就是那些边缘的、被人厌弃的弱小肢体、

或是说朋友。

的既的决是教会里面的、也可是是教会外面的。的既 决是教会里面的 也可是是教会外面的

为什么把这有的的这这这把把廿教会外面指？

廿45因为天父叫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廿45因为天父叫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也强是不在天父的眼里，也强是不在天父的眼里
所没没都是他所愿意救赎、愿意拥抱的。



这里所不的做在一个小弟兄、或是小子身身，

就不仅仅是讲着某 个族群 也不仅仅是讲教会里面的人就不仅仅是讲着某一个族群、也不仅仅是讲教会里面的人、

或是传福音的人了，而是指所有的人…

林最廿9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我哥林多后书的上下文是是不哥林多人讲，

希望他们能够回应保罗的教导，

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有所奉献。

我讲在在的在的里里他有这么一句，

就把基督降世、使所有人都饱尝恩典丰足的

那个概念、或是说那个神学的思想，说得很清楚。

既既我让让耶稣的恩典：本来的富足、为了你们成了贫穷，

这既这这是哥林多人的 这的的 是所有人的经历这既这这是哥林多人的的这的的，是所有人的经历。

也强是不耶稣的恩典，他他来是富足的、与神同等的，

可是他虚己 变得贫穷 使所有人因他的贫穷 成为富足可是他虚己、变得贫穷，使所有人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

是所有人 – 身上所上上的每一个人。

这这这这 没我很既源的观点这这这这，没我很既源的观点，

 有些人就觉得没有必要去帮助贫穷的人

 甚至用尽方法 禁止 拦阻人去帮助贫困的人 甚至用尽方法，禁止、拦阻人去帮助贫困的人

既我的仔我的他我，讲廿很讲来帮助贫穷的人，

没有没强挑战这有这这 你们有什么权进入这些村落没有没强挑战这有这这 – 你们有什么权进入这些村落、

工厂、贫民区呢？为什么要干扰别人的生活呢？

既这我这这强我他的我身我我：既这我这这强我他的我身我我：

我们只是跟随主的脚踪，趁着他的热闹。
意意强是不，如如仔仔我福音书、注意耶稣的脚踪，意意强是不 如如仔仔我福音书 注意耶稣的脚踪

这他耶稣的工作、他的脚踪强是这有就：

他就是去这些落后的乡村、贫困的地方，他就是去这些落后的乡村、贫困的 方，

他就是去这些边缘的群体里面…

有信徒会困惑：有必要这样吗？好好地传福音不就够了吗？

可是如如可仔仔我仔福音书 紧紧我跟随耶稣可是如如可仔仔我仔福音书、紧紧我跟随耶稣，

 我们会惊讶他踏过的地方，

就是我们厌弃的村落 贫民窟就是我们厌弃的村落、贫民窟

义人既是什什的不、或是或我的的的没，

义人就是紧紧跟随耶稣的人 他们走在义道上义人就是紧紧跟随耶稣的人，他们走在义道上，

成义，使这些义人与别人一起互动、互塑

今今这这比喻，今今这这比喻，

也也可的也我廿耶稣终末的讲论，

 不是就只是看重耶稣再来时那个模样 不是就只是看重耶稣再来时那个模样

 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什么时候、什么样子、

天下怎么色变、发生怎么样的战乱…

的这是一部分，更重要的的一分，

所有的终末讲论，所有的终末讲论
也在今天、或是每一天里面发生！

如如不终末的讲论，只关心耶稣来，

而我们有生之年 耶稣还没有来的话而我们有生之年，耶稣还没有来的话，

终末讲论对我们的意义就不很大了。

如如终末讲论所不的终末，是神已经为王掌权，如如终末讲论所不的终末，是神已经为王掌权，

 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平、死跟复活，

已经作王 已经把福音带到我们当中已经作王，已经把福音带到我们当中，

已经可以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饱尝恩典
因认这的饱尝，渴望、等候他的来的的，因认这的饱尝 渴望 等候他的来的的

那每一天我们都在终末的里面

什什时很世界终结、世界末日，或其既我重重，什什时很世界终结 世界末日 或其既我重重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

可是既既能够知道的，既既另我把握的，可是既既 的 既既另我 的

是这位神已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他将要来，
 他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们还是每天经历他的同在
终末讲论，是每天生活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根基



既既我今怎么活、怎什跟别人相处，

说明我们有多等候 多相信耶稣要来说明我们有多等候、多相信耶稣要来。

当既既这有所的时很，

没 今既既与主面对面时 既既我我我没的今既既与主面对面时，既既我我我–
原来我们常常碰到的、做的，

都做在耶稣的身上！都做在耶稣的身上！

既既没没所以前是分终末讲论
没怎什有的看法、期望，没怎什有的看法、期望，

当所仔廿终末讲论时，所我既我是认

就可以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就可以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

就可以辨识世界的战乱、天灾、人祸，

所以你可以推算耶稣什么时候会来？所 你可 推算耶稣什 时候会来？

还是我这这还仔的还还里里，

发现耶稣终末的讲论，跟我们每天的生活
都是有那么大的关系的！

亲爱的天父 我们再次谢谢你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
你借着儿子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们 –

要相信、要等候，盼望你的再来。，盼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所创造的万物，
你也没有离 过你所创造 救赎的人类你也没有离开过你所创造、救赎的人类。

所以让我们凝视你的同在，
不仅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不仅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在别人的生命当中，
特别是这个社会所遗忘的人，

因为他们也是天父所要救赎 拥抱的人因为他们也是天父所要救赎、拥抱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就好像比喻里面所讲的
忠心的、良善的生活，关心、接触别人。忠心的、良善的生活，关心、接触别人。

这样的祷告、立志，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