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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八部分：耶稣 

信息 26——阿拉法和俄梅戛：第二次再来的讲道 

 

介绍 

圣经的最后一部书是启示录，它是关于末世以及基督再来的预言。启示录是

这样开始的： 

 

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

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

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 1:7,8）。 

 

阿拉法和俄梅戛是希腊字母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当耶稣说他是阿拉

法和俄梅戛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他就是人类历史的创始和终结。一切都从他

创造万物开始（创世纪 1），一切也都会以他重新创造万物结束（启示录 21:5）。 

 

他在耶路撒冷最后一周的时候，耶稣在橄榄山讲道的时候说到他将再来（完

整内容参见马太福音 24，25 章）。这篇讲道也被称为橄榄山语录，和帖撒罗

尼迦前、后书，启示录，旧约但以理书和一些其他重要章节一起，形成了我

们对“末世学”的理解。在这篇讲道中，耶稣向他的门徒大致描述了末世的

情形。他不想让我们去在细节上仔细考虑他再来的时间。（注意使徒行传 1：

7中耶稣特别提到“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
的。”）耶稣更强调让他的跟随者做好准备，而不是给他们具体的细节和征兆

（其中有 37句话是说留心观察的事；90 句话是说要预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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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橄榄山的讲道核心意思是：我要再来，做好准备！ 

 

 

圣殿被毁的预言：马太福音 24:1,2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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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块石头留
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24:1,2）。 
 

希律王用了四十年时间建造辉煌的犹太圣殿。现在耶稣说它会被毁。在前几

章的背景下原因很明显，圣殿被毁是神的惩罚，因为人们不接受弥赛亚。注

意，在马太福音 23:37,38 中，耶稣在讲道最后斥责犹太宗教领袖：“看哪！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在公元后 70 年，由于犹太人造反，罗马人

入侵并摧毁以色列。他们把圣殿拆得支离破碎。 

耶稣关于圣殿的预言也引出了关于末世和他再来的预言。他和门徒们走出

1000米开外。接着他回答了门徒们心里一直担忧的问题。 

 

免得入了迷惑：马太福音 24:3-5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
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
多人”（24:3-5）。 
 
耶稣警告的第一件事就是会有欺骗。假基督会出现，并且会迷惑很多人。这

些假的“弥赛亚”（有影响力的人，领袖，教师，灵修导师，有领袖气质的人，

等）好像会把人带往更为光明的未来。要防范假先知的欺骗，就是要知道真

基督是怎样的——比如，专注研究圣经中的人物，耶稣的工作等。那些真正

认识耶稣、跟耶稣亲近的人是不会被欺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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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的开始：马太福音 24:6-8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
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
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24:6-8）。 
 

就像妇人在生产时经历产痛一样，地上也会有特别多的灾难。国际的争端会

增加，还有自然灾害，以至产生很大范围的人类灾难。是的，在当今世界这

些事已经层出不穷了；但是在末世会有更严重的灾难。这些都仅仅是末世近

了的征兆。耶稣说，“不用惊慌。” 

 

耶稣的名：马太福音 24:9-14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
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
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
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24:9-14）。 
 

世界因耶稣被分裂。所有的国家都会听到耶稣的名，也会有很多人恨恶耶稣

的名。所以他的跟随者会遭遇迫害。而因为迫害，在那些“打着宗教名义的

基督徒”中（但并未和耶稣真正建立个人关系）会有大量的人不再提到耶稣

的名。（参见提摩太前书 4：1中提到末世时必有人离弃真道。） 

 

 

  

假的弥赛亚如果出现，人们很容易就跟从他们。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

处，每个人都在寻找满足，平安，健康，以及对生命中出现的问题的答案。你呢？

你是不是对耶稣的认识越来越深？你是否花时间去学习他的话语？你是否每天

都跟随耶稣？你是否熟悉耶稣的声音，从而能够分辨出哪个是假牧人？耶稣说

他的羊听到陌生的声音会逃跑（约翰福音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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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和混乱在世上要增加，这也是在弥赛亚降临掌管世界之前魔鬼出现的征兆。 

 

撒旦想要建立自己的基督：马太福音 24:15-18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些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

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

回去取衣裳”（24:15-18）。 

 

但以理是第一个预言“憎恶成为荒场”（但以理书 9:27;11:31;12:11）的先

知。叙利亚王安提阿古（公元前 170 年）亵渎犹太圣殿，立起希腊神宙斯祭

坛，并且将猪肉作为祭品。他称自己为神。当撒旦要在末世建立自己的憎恶

荒场的时候，这样的事就会发生。撒旦还会借世界的领导来行摧毁，这人要

称自己为弥赛亚。 

 

其他的先知也有类似的刻画：在耶稣再来前的 7 年，有一个领导者将会让世

界范围内和平。这样，他就赢得了世界的支持和尊重。人们会觉得他就像是

新时代的弥赛亚。他可以把人带到想要去的地方。人们会常说，全球化的社

会，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政府和全球化的警察。而这些都将带来权力的

集中化。这个世界的领导者就是敌基督，因为他是撒旦派来掌管世界的。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人们彼此的爱心会
自然冷淡。人的生命没有价值。毫无怜悯的杀人很容易。当每次发生针对
教堂的恐怖袭击的时候这些念头就会出来。或者当电视，表演，电影或者
电子游戏将暴力和死亡轻描淡写的时候，人们的良知就变得慢慢的麻木不
仁，麻木不爱了。耶稣说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而且已经在发生了。在耶
稣再次带着公义降临之前，情况不是越来越好，而会越来越糟。这就是为
什么区别基督徒的方式就是看他是否有爱。在末世的时候，这种爱将会越
来越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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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过：当你们看到“可憎恶的荒场，”你们就知道这是最后痛苦的时刻到

了。这个时刻被称为“大灾难”。 

 

大灾难：马太福音 24:21,22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
来也比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为选民，
那日子必减少了”（马太福音 24:21,22）。 
 
上帝对撒旦的行为表现神的愤怒，他将这愤怒倾倒在地上，在撒旦的王国。

届时地上所遭的灾难是所有以前的人们没有经历过的。启示录中提到了七个

角和七个碗，他们盛满了神的愤怒。随着耶稣再来日子的临近，神的审判将

会变得越来越严厉。这些都会在七个灾年的最后三到半年间发生。（启示录 4-

19章对这段时间有很多具体的描写。） 

 

更多的假基督：马太福音 24:23-27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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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
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
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马太福音 24:23-27）。 
 

哪怕最严厉的法官从天而降，撒旦仍会继续假扮基督——为了阻止人们转向

基督并等待基督的再来。但基督再来时不会像旷野中的声音；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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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从天际划过的闪电。这非常有戏剧性；而不是悄悄发生的。当基督再来的

时候，每个人都会清楚的知道发生了什么。 

 

耶稣再来：马太福音 24：29-31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
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
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
音 24:29-31）。 
 

耶稣用几句话描述了他再来的场景。但是，他说的很清楚，很有力。他的再

次出现将要发生从未发生过的天文奇观，“带着能力和荣耀。”有人说现代科

技能够让每个人，在任何地方见证耶稣再来时的场景。也许是吧；但是我认

为他再来的时刻一定非常壮观，不需要借助高科技的力量，每个人无论何地

都能看到。那个时刻一定比阳突然在空中爆炸更震撼。 

 

以下是约翰在异象中看到耶稣再来时的场景：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
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
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
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
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
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示录 1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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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时候描述自己再来的场景，这一点很有意思。根据旧约先

知撒迦利亚的记录，神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在这座山顶。 

 

“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

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撒迦利亚书

14:4）。 

 

耶稣讲完了他再来的场景之后，他就开始传讲接下来的福音，主要的信息就

是：预备自己！马太喜欢用 7 这个数字：（马太记录了 7个比喻；在 23章中

记录了 7祸）。所以他对耶稣再来记录了 7个比喻。 

 

1. 无花果树的比喻：马太福音 24:32-36 

耶稣用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些

迹象。耶稣对末世的场景作了大致的介绍——这样他的跟随者就能够知道耶

稣就要来了（而不是纠结于具体的时间）。 

 

2. 诺亚日子的比喻：马太福音 24:37-42 

神告诉诺亚这个世界将要被审判，之后就天降大雨。但是没有人把诺亚的警

告当回事，在此期间的 100 年间，诺亚一直在造方舟。而他们则继续吃喝嫁

娶，直到后来洪水来了他们才意识到，但为时已晚。这种“永远不会发生的

态度”也会出现在耶稣第二次到来之前。人们会对此嗤笑，不会相信耶稣所

说的，直到终了……而那时已经晚了。 

 

3. 夜里窃贼的比喻：马太福音 24:43,44 

就像没有防盗的准备一样，人们也没有相应的准备。相反，他们还在睡觉。而

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等待我来。就像贼在晚上到来一样。所以要保持警醒，在

你们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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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两个仆人的比喻：马太福音 24:45-51 

一个仆人认为主人再也不会回来。所以他就懒惰懈怠。他不相信主人说自

己会回来。另一个仆人想，主人会在任何时候回来。他殷勤做工，完成主

人交给他的工作。所以耶稣说：我会再回来奖赏忠心的仆人，定假冒为善

的人的罪，他们不相信我会再来。 

 

5. 十个伴娘的比喻：马太福音 25:1-13 

在那一天，伴娘们要把其他所有事情推掉，全心全意做好准备，为了让新

郎和新娘在结婚之日感到开心幸福。但是五个伴娘却在那之前发现灯里没

有油了。就像今天的伴郎在去婚礼的路上没有给车子加油一样。他们站在

路边，错过了整个庆典。另外五位伴娘已经为新郎到来做好了准备；五个

没有准备好（意思是她们对这件事不在乎，所以疏于准备）。耶稣说：预

备好新郎随时可能出现。准备好灯油！ 

 

6. 聪明人的比喻:   马太福音 25:14-30 

一个有钱人将要离开家长途旅行。临行之前他把家奴叫来，给他们每人一

些钱财（相当于一个劳动力 15年的收入），这样在他离家的日子，仆人们

还能够经营产业。两个仆人将钱用于投资，最后还给主人更多的钱。而第

三个仆人把主人给的钱埋在地里，主人回来的时候让他们交账，头两个因

为赚了钱，主人说他们是忠心的仆人。而第三个仆人却被主人责骂，因为

他什么都没做。所以耶稣说：他的仆人要明智的投资自己的时间、天分、

和金钱（这些都是神的），这样等他回来的时候，才可以因明智的投资而

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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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马太福音 25:31-46 

最后一个比喻在很多方面都能说明问题。1） 这个比喻表明耶稣再来的时

候每个人都是要接受审判。2）很明显，耶稣就是那个对全人类行使审判

的全能者。（这也是耶稣反复强调过的。参见约翰福音 5:22,23） 3）耶稣

的信实会在所有他所行的事上被证实的。“绵羊”是那些和耶稣建立真正

关系的人，他们通过以耶稣的名所行的事来表明这种关系。“山羊”是指

在行动上没有表现出因与耶稣联结而生命发生改变的人。 

 

问题讨论 

 

1. 耶稣说到“末日来临的征兆”的时候，你觉得哪里让你最受触动？

（24:1-28）。你怎么看待今天世界出现的一些征兆呢？ 

 

2. 耶稣说到他再来的场景时（24:29-31），哪一部分让你最受触动？ 

 

 

3. 耶稣说了七个比喻，让人保持警醒和持守，对你来说哪个比喻最影响

深刻，为什么？ 

 

4. 回顾耶稣关于他再来的讲道，对你有怎样的影响？那么耶稣第二次再

来的事实是否触动了你的灵魂？让你在生命中做出一些改变？ 

 

 

5. 这将是我们关于耶稣教导的讲解中的最后一部分。你是否愿意分享你

对耶稣的理解，或者你和耶稣之间的关系？ 

 

 

 

 

时间、才能和金钱。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神不会给两个人同样的恩赐。问

题是，我们如何投资和使用这些神圣的分配，才能够最终荣耀神呢？你身上结

出了什么样的果子（在其他的人生活中表现出来）？当神再来的时候，你会向

神交什么样的作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