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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比喻 3

十童女的比喻
馬太福音 Matthews 25:1-13

 這段比喻是論到主耶穌第二次再來時對以色列人的審判（judgment）
；這和世界的末了 the end of
the world (age) 有關係，馬太福音 Matthews24:3。
→ 世界的末了，一般以為是世界的末日，整個世界消失了；這是末後的日子，這世代的末了，
要等到千禧年國後，才有新天新地。
→ 末世（提摩太後書 2 Timothy 3:1，the last days, 教會時代
→ 主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 提摩太後書 2 Timothy 3:10，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5:2，指
的是教會災前被提後一直到千禧年結束的日子。
→ 上帝的日子（the days of God）彼得後書 2 Peter 3:12，進入永恆
 末世論，我們的了解，教會災前被提，世上進入七年的大災難，以色列在敵基督者的保證下
取得了和平，簽下了合約，聖殿會重建，但三年半一到，那敵基督者（行毀壞可憎者，the
abominator 馬太福音 Matthews 24:15，但以理書 Daniel 9:27）站在聖殿自稱為上帝，以色列再次
陷入戰爭迫害之中，七年的尾聲，在中東有哈米吉多頓的大戰，上帝介入拯救了以色列，審
判懲罰了所有敵對的百姓及國家，耶穌基督第二次再來地上，帶著天軍天使榮耀的降臨，馬
太福音 Matthews 24:29-31，啟示錄 Revelation19:11-16；七年大災難，世上有無比的災難，戰爭，
疾病，但仍有上帝的僕人宣揚救恩，藉神蹟奇事，印證主的道。主耶穌帶著祂的信徒，復活
後的身體，從天降下，在地上要設立祂的王國統治一千年，然後有最後一次的戰爭，主掌權
重新創造了新天新地，我們在聖城與主一起永遠永遠。
彼得後書 2 Peter 3:8-15，把這些事件濃縮一起分別說明。非敘述單一事件而是一連串的事件。
 馬太福音 Matthews 24:4-26 描述世界的末了，大災難的情況；有人把 24:4-8 當作今天的教會時
代的情景解讀，也就是但以理書所提到 70 週（the seventieth week - the beginning of sorrow）前解
釋，而馬太福音 Matthews 24:9-26 則是大災難時期，但 Scofild 認為那些現象一直持續，從教會
時代到大災難期都會有的現象。
→ 有解經家認為馬太福音 Matthews 24:4-14 是大災難前三年半的情景，是世界末了的啟頭，而馬
太福音 Matthews 24:15-26 是大災難後三年半的事件。

→ 另有一派認為馬太福音 Matthews 24:4-8 是大災難的前三年半，而馬太福音 Matthews 24:9-26 是大
災難後三年半的情景。
→ 我們認為馬太福音 Matthews 24:4-8 是大災難前三年半以色列要經歷的情景，相對照啟示錄 6。
以色列人會生活在相對平安的生活，然後在三年半時對以色列的迫害開始，啟示錄 Revelation
12:12-17；因為那行毀壞者 desolator 馬太福音 Matthews 24:15，帖撒羅尼迦後書 2 Thessalonians 2，
啟示錄 Revelation 13:1-10，造成以色列逃亡（馬太福音 Matthews 24:16-20）
，不信主的以色列人
被假先知所迷惑（馬太福音 Matthews 24:11，啟示錄 Revelation 13:11-18）背道偏離（馬太福音
Matthews24:12，帖撒羅尼迦後書 2 Thessalonians 2:11）
，信主的以色列人成為主的見證人，宣教
士（馬太福音 Matthews 24:14），直到主耶穌第二次的再來（馬太福音 Matthews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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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一定會第二次再來地上
馬太福音 Matthews 24:30-37「30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
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31 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
（方：原文是風），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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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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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 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
34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35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36 但

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37 挪亞的日子怎
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a) 馬太福音 Matthews 24:29「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
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

b) 馬太福音 Matthews 24:30「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
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c) 突然地。
馬太福音 Matthews 24:27「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d) 全地都要看見主的榮耀。
馬太福音 Matthews 24:30「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
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e) 馬太福音 Matthews24:31「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方：原文是風），從
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在馬太福音 Matthews 24:31 招聚以色列人後，下一件事就是要審判那些仍存活的以色列人。

→
→
→

十童女的比喻
十童女的比喻是指主耶穌再來時針對以色列猶太人的審判
很顯然有些猶太人接受得到邀請，得以進入婚宴（得救，進入千禧年國）
十位中有五位進入婚宴，五位沒能進去，並不是指一半猶太人進入一半沒能進去婚宴，它指
的是有部分人進入，有部分人在外，不是指比例多少。
→ 關鍵就在是不是有準備，是否期待等候彌賽亞的降臨，而且迎接這位彌賽亞，耶穌基督。
→ 油應不是指聖靈，因為你一得救就有聖靈永遠不會失去聖靈。
→ 我從油的功用目的來思考，有油的燈才會亮，才有光亮；有些人一直發光，有些人就是不能
持久，它的燈無法亮起來。從他的表現行為可以印證他是否是重生得救，有神的榮光在他身
上。
→ 照亮發光有生命就能持續的為主作見證，為主發光，為主而活，每天活著知道；等待主的再
來，要向主交帳的。有期待，有等待，有準備，有心，有見證。
※ 對所有的人全都一樣，得救與否全看你如何對待主耶穌，你接受耶穌作你生命的主，你期待
等待祂嗎？祂是唯一的獨一的真神，祂是彌賽亞，我們的救主。
→ 猶太人的婚禮，訂完婚，準新郎回家預備好地方才去接新娘，回到新郎家有盛大的婚宴，正
式地成親。
新郎預表了主耶穌，新娘就是我們，主的教會，信徒教會災前被提，在天上信徒們有羔羊的
婚宴，啟示錄 Revelation 19:7，在主第二次再臨地上前（marriage of the Lamb）。
此處的婚宴 Marriage supper 是與以色列人有關，在地上以色列人等待主從天上帶來祂的信徒，
是邀請進入千禧年國的婚宴，在大災難時主發出婚宴的邀請，那些拒絕的，就要被丟棄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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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人也同樣地被邀請，新郎要向祂的朋友們介紹祂的新娘。
☆ 接受，耶穌的救恩與否成為能否參加地上婚宴的關鍵。
→ 油，有人解釋為聖靈，當然很好，我個人認為油的目的是發光，照亮黑暗。能忍耐到底的外
邦人，猶太人，為主發光順服主的就進入千禧年國，享受主所預備的婚宴，那些走了一半，
走不下去，不順服的當然沒份得到上帝的福份了。信了主你就有聖靈，是不會失去的，救恩
也不會失去的，以色列人外邦人沒有準備好，不當一回事的，沒有看重主再來的，睡著了的
就無份了。
所以十個童女士指的以色列人在大災難主再來時仍存活的以色列人。
它的主題就是做好準備，時候到了，門會關上邀請就結束了。
 應用在我們生活上
1. 要有準備：生活行為持續地有見證。Be faithful
沒準備，油一下就燒完了；沒心。走主的道路要心裏有準備，不是跑龍套，不是演戲，
是生命的流露，真性情，真感情，一致，有恆的表現。
→ 要不斷地加油，才能跑得下去，汽車要油才能跑，你的燈要油才能照亮。
→ 你的燈也許髒了，不夠亮。
→ 十位童女，其中那五位也許是被拉來的，應景的，事不干己，不用心，不當一回事，沒
有準備。十位不是全部是基督徒信主的，因為你如果信主，你的救恩是確定的，不會失
落的。
→ 要靠主，主加力量，主給能源，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4:13「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做。」
羅馬書 Roman 8:37「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猶大書 Jude 24「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他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救主
─獨一的神。」
以賽亞書 Isaiah 50:7「主耶和華必幫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著臉面好像堅石；我也知道我必
不致蒙羞。」
以賽亞書 Isaiah 40:31「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
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5:23-24「23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
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24 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
必成就這事。」

2. 不作以後會後悔的事
→ 有人哀哭切齒，後悔了。
→ 有人為人自己的情慾忙了一輩子，有人為自己的王國忙了一輩子，有人為了自己的享受
忙了一輩子，最後都落空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 人生選擇讓基督作主，祂是第一，祂是唯一，為主而活。
→ 主要你享受服侍主禱告的喜悅；主要你享受祂與你同在，同行的喜悅，而不是忍受。
→ 我享受每一次的聚會，我享受每一次的禱告，我享受每一次的服侍，我享受每一次與塌
相聚的時光。
→ 為主做見證，為主而用，人生不後悔，哥林多前書 1 Corinthians 15:58「所以，我親愛的弟兄
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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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我們享受服事 enjoy service，而不是忍受。
→ 約翰福音 John9:4「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
 如何準備
→ 提摩太後書 2 Timothy 4:1-5「1 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著他的顯現
和他的國度囑咐你：2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
人、警戒人、勸勉人。3 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
好些師傅，4 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5 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
盡你的職分。」

→ 彼得前書 1 Peter 4:7-8「7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
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 彼得前書 1 Peter 3:15-16「15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
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16 存著無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
你們在基督裡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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