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课 5月12日至18日

安息日下午

马太福音第24-25章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太24：1-25，启13：11-17，太7：24-27，路21：20，太25：1-30。

存心节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
迷惑了。”（太24：24）

在马太福音第24章和25章中，耶稣揭示了有关末世和怎样为之准备的重
要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章是基督有关末日事件的教导。同时，
面对不断逼近的未来，他看到了耶路撒冷即将发生的毁灭，他的百姓将
要遭受一场灾难性悲剧。

可是在基督教导门徒的话语中，他也在教导后来世代中跟随他的人们，

包括在他复临时还活着的最后门徒。耶稣描绘的并不是一幅优美的画
面。战争、战争的风声、瘟疫、假基督和逼迫，这将是世界的命运，也
是他教会的命运。非常奇妙的是，回首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预言精
确的程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我们有生之年尚未应验的预言。

可是耶稣不只是对当时即将发生的事提出警告。他在马太福音25章讲了
很多比喻，为的是帮助他的门徒替“人子”的复临做好准备。是的，艰
难的时期将到，但他会预备一群迎候他复临的百姓。

■研究本周学课，为5月19日安息日作准备。

星期日

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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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有力的证明】

在走向十字架的最后几日，门徒在

可以纵览漫长的历史时期并了解

耳听到耶稣说圣殿会被摧毁。没人

到的）那预言有多么的精确！在我

橄榄山与耶稣对话。请想像他们亲
确切知道他们心中作何想法，但他
们后来提出的问题表明他们把圣殿
的毁灭与“世界的末了”联系了起
来（太24：3）。

请读太24:1-25。在有关末世的事
上，耶稣向他的门徒们说了什么完整
的信息呢？

（这是生活在基督时代的人们做不
们最后的大危机临近之时，如果此
类的欺骗显著增多，我们也不应当
为之吃惊。

同样，在确立信仰的情况下，请看
看耶稣怎样描述世界局势。自从基
督以来世界历史的各个时代，人们
总把希望寄托在他们深信能消除或
至少减轻人们苦难的事物上。不管
是政治运动、科技、科学或理性，

马太福音24：1-25明确指出，在许

多事上，基督尤其关心那将在各个
时代及末日临到他百姓的欺骗。这
些欺骗中会有假先知和假基督。有
些会出来代表基督（假先知），有
些将会出来自称基督。可怕的是，
人们也会相信他们。

我们已看到了上帝圣言中一个可悲
却有力的证明。在历史中，乃至我
们所处的时代，确有欺骗者出来

说：“我是基督。”这是多么惊人
的预言！生活在现今这时代，我们

人们一次又一次殷切希望这些事可
以为人间带来一个乌托邦。然而恰
如历史痛苦的见证反复证明，这些
希望总是站不住脚。当今的世界正
如耶稣预言，基督在两千多年前所
说的话证明了这些希望实际上都是
错误。

请读太24:25。我们可以从这章节获
得什么有助于坚定我们信心的内容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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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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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到底】

请读太24：9和启13：11-17。耶稣
在马太福音所说的话，与他启示约翰
在启示录中所写的有哪些相似之处？

的欺骗动摇。他们必须以现代真理
为基础，否则欺骗将会打败他们。

请读太7：24-27。为了保持对上帝
忠心，还有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呢？

基督对他末世儿女的关心特别着重
于一场全球性的大欺骗。这场欺骗
引发各国反对真信仰，并强迫世人
从事一种虚假的敬拜。凡勇敢站立
的人们必将面对仇恨、苦难，乃至
死亡。

请读太24：13。在普世的反对之
下，仍然蒙拯救且持守忠心的秘诀是
什么？

在知识方面，以上帝的圣言为基础
固然很重要，但根据耶稣的教导，
这仍然不足以使我们在面临考验时
站立得住。我们必须活出我们所学
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顺从在耶
稣里的真理。在上述的比喻中，两
种建造者都听了耶稣的话语。他们
之间的差别，是能否持守并忍耐到
底的差别，也就是能否顺从耶稣的
教导。

“惟有那些以《圣经》的真理来巩
固自己心灵的人，才能在最后的大
斗争中站立得住。”─怀爱伦，
《善恶之争》，原文第 493 ， 494

页。这句话意味着凡用《圣经》真
理来增强心灵的人，将不会因末日

为何顺从的人站立，但不顺从的人倒
下呢？顺从在保持一个人信仰坚定上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星期二

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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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毁坏的可憎者”】

在有关末日的伟大宣讲中，基督指
出“那行毁坏可憎的”（太 24 ：
15），一个源自但以理书中的形象
（但9：27，11：31，12：11）。

在某种事物严重违犯上帝律法时，
他称之为“可憎”，比如崇拜偶像
（申27:15）或不道德的性关系（利
18:22）。因此，这种“行毁坏的可
憎者”包含的是某种宗教的背道。
请读太24：15和路21：20。这些经
文怎样帮助我们更理解耶稣有关“行
毁坏的可憎者”的论述呢？

这两节经文明确指出从更直接的角
度看，耶稣的预言包含将会在西元
70年临到耶路撒冷的可怕毁灭，那
时异教的罗马不只会毁灭圣城，还
有圣殿。

可是，这个预言在不远的未来事件
中还有一个将应验，比如以耶路撒
冷的毁灭，作为未来末世事件的象
征。“基督以耶路撒冷代表全世
界，就是因不信，叛逆而刚愎，并
即将遭受上帝刑罚的世界。”─
怀爱伦，《善恶之争》，第 22 , 23

页。

在但以理书 12 ： 11 和 11 ： 31 中，
“那行毁坏的可憎者”的出现是与
罗马教皇时期相关的。在教皇统治
下的罗马时期，有一个替代性的赎
罪和救恩系统建立，企图将基督曾
为我们成就的，以及如今他在天上
的圣所中正为我们所做的赎罪取而
代之。

但以理书第8章，特别是第9-12节，
有助于我们把这些事件置于它们所
处的历史背景中，即罗马统治的两
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也就是小角
迅速扩张时期（但 8 : 9 ），展现了
庞大的异教罗马帝国。在第二个时
期（但 8 : 10 - 12 ）中，小角往上日
渐增长，把星辰抛落在地上（迫害
上帝的百姓）并自高自大为“天象
之君”耶稣（但8:11）。这代表从
异教罗马帝国瓦解中崛起的教皇时
期，但依旧属于罗马（这正是小
角代表同一势力的两个时期的原
因。）但7:9,10中的审判，但8:14中
的洁净圣所，以及太24:29中天上的
征兆都预示着上帝为他的百姓在末
日实施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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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童女】

在马太福音第24章讲述有关复临的
征兆后，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谈
论了如何为之预备。

请读太25：1-13，十个童女的比
喻。耶稣在此说了什么有助于我们知
道如何为他的复临做好准备？

耶稣以十个童女的比喻开始了他的
讲论。被称为“童女”暗示他们代
表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们。他们在善
恶之争之中没有选择站在撒但的
那一边。他们被比喻为天国（太
25：1），可是最后，他们都睡着
了（太25：5）。基督已警告过他
们要保持警醒（太24：42）不要睡
着，好在他复临时做准备。
十个童女都有灯，而且她们都出去
迎接新郎，意味着她们都在等待他
的到来。但他的到来延迟了，于是
这些相信他一定会来的人都沉沉入
睡。突然间，就在夜深人静时，他
们都被唤醒：新郎来了（太 25 ：
1-6）。
愚拙的童女很吃惊，也没有做好准
备。为什么呢？一种《圣经》版本
将她们的话译为“我们的灯灭了”

（太25：8）。其他按希腊文翻译
的《圣经》版本则将其译为“就要
灭了”。她们的灯还有闪烁的火
焰，及一点点油，但不够准备迎接
基督。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

这些童女代表着此刻正在等待基督
复临的基督徒，但他们在基督里只
有肤浅的经历。他们有一些油，也
就是圣灵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一些
工，但那只是一闪而过；他们有一
点油便心满意足，但他们需要的远
远比这更多。
“圣灵在人心中运行，乃是根据每
人的心愿和允诺在他里面培植一个
新的性格。可是愚拙的童女所代表
的一等人，却以肤浅的工作为满
足。他们并不认识上帝。他们并没
有研究过他的品德，他们也没有与
他交往，因此他们不知道怎样信靠
他，怎样仰望他而得以存活。他
们对上帝的服务已经落到形式化
了。”─怀爱伦，《基督比喻实
训》，原文第411页。
有哪些方式可以确保我们不会像那些人
一样犯同样错误呢？如果我们自身有这
种属灵状况，我们该怎样改变呢？

星期四

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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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你的恩赐】

请读太25：13-30。在预备基督复临
上，善用我们的恩赐可以产生什么样
的作用呢？

虽然耶稣又讲了一个不同的比喻，
但这两个比喻其实讨论的都是为基
督复临做好准备。两则都论及了做
好准备以及没做好准备之人的差
异，并且都指明那些对自我属灵忽
视之人，将面临永远灭亡的命运。

正如油对十个童女来说代表圣灵
一样，“袋”或“金袋”（太
25：15）代表才干（源自希腊
原文“talanta”他连得）。“才干
代表圣灵的恩赐与各种天生的天
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
经注释》，第5卷，原文第510页。
比喻中的所有仆人都从他们的主人
收到了物品。请注意，他们也是主
人的家业（太 25 ： 14 ），是“按
照各人的才干”交托给他们的（太
25 ： 15 ）。所交给他们的恩赐是
基于信任托付的；从实际意义上
讲，这些仆人乃是管家，他们要管
理的是不属于他们的产业，但却对
其负有责任。这正是主人在回来时

要“和他们算帐”的原因（太25：
19）。

属灵的恩赐来自圣灵（参看林前
12：1-11，28-31；弗4：11）。有
一则好消息要给那些认为自己没有
多大恩赐的人。没有赐予者，恩赐
是永远不会得到的。所以这些人透
过接受最伟大的礼物─圣灵，来
得到他们的恩赐。
恩赐在基督里早已属于我们，但我
们实际所拥有的，有赖于我们接受
圣灵并顺服他。这是没有盈利的仆
人所犯的错误。他得到了一种恩
赐，但却没有善用此恩赐做任何事
情。他没有增进他的才干；他没有
努力善用这赐给他的恩赐，结果，
耶稣称他为“又恶又懒的仆人”
（太25：26），这是非堂严厉的谴
责与定罪。
耶稣在末日以及复临的背景下讲述了
这个比喻。那么，关于使用我们的恩
赐为末日做好准备方面，它有什么重
要的教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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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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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资料

“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
的银子埋藏了。’”
“那保留自己才干而不加以运用
的，乃是那领受恩赐最少的人。这
事就给予一切感觉自己才能微小而
托辞不为基督服务的人一个警告。
他们以为如果能做一些大事，他们
就必欣然以赴；但现在只能在小事
上服务，他们虽无所作为，却自以
为是正当的。他们这种想法错了。
上帝在分配恩赐的事上，正在测验
人的品格。那忽略而不善用自己才
能的人显明自己是一个不忠心的仆
人。纵使他领受了五千银子，他也
会将它埋藏起来，如同埋藏那一千
银子一样。他的误用一千银子，就
表明他藐视了上天的恩赐。”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
上也忠心。’（路16：10 ）小事的
重要性往往因为它们的微小而被人
低估了；但这些事对人生的实际锻
炼却大有贡献。实际上在基督徒的
生活中，并没有什么不重要的事。
当我们低估了小事的重要性时，
我们品格的建造工作就必充满危
险。”─怀爱伦，《基督比喻实
训》，原文第356页。

讨论问题

1有哪些理念和理想曾叫人们深信、
一定会为地上带来乌托邦呢？这些理
想都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们全都毫无
例外地失败了呢？
2顺从上帝吩咐的我们，该怎样增
强我们的信心呢？换句话说，为什
么没有相应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雅2：26）呢？思考那凡“遵守上
帝的诫命”之人即将面临的考验（启
14：12），为什么我们要在无法预
料的情况下，为尚未到来的事情做好
准备呢？
3请进一步思考十个童女的比喻。她
们的外表和行为从表面以及许多方面
看来都很像，为什么她们的故事对我
们来说是一种警告呢？我们如何确保
自己不要像愚昧的童女那样自欺呢？
4连“选民”都有可能被迷惑是什么
意思呢？我们对“选民”的理解是
什么呢？（参看太24：31，罗8：
33，西3：12）。这告诉我们撒但的
欺骗将会多么彻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