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迦谷羅基督教會

粵語堂 主日學

勇敢迎向末世代
忠心事主走天路



課程目標：

(1) 提高弟兄姊妹們對末世時代的認識
(末世的徵兆、聖經的教導)

(2) 幫助弟兄姊妹們在末世時代裡預備迎
見主基督再來



粵語堂 2020年度第三季主日學(7-9月) 

[勇敢迎向末世代，忠心事主走天路] 

課程目標：(1) 提高弟兄姊妹們對末世時代的認識 (末世的徵兆、聖經的教導) 

         (2) 幫助弟兄姊妹們在末世時代裡預備迎見主基督再來 

形式：Zoom 平台授課、問題討論 

名額：50人 

要求：已決志信主基督徒 

導師：黃佩如傳道、梁慶封、陳麗先、林黃淑妍 

日期 主題 導師 

07/12/2020 我們正在末世裡嗎? (太 24) 黃佩如傳道 

07/19/2020 
末世對教會及時代信徒的啟示(一) 

如何預備自己 (太25 十個童女的比喻) 

黃佩如傳道 

07/26/2020 

末世對教會及時代信徒的啟示(二) 

如何預備自己 (太25 按才幹受託付 / 山羊與綿

羊的比喻) 

黃佩如傳道 

08/02/2020 
生命成長見主面—破碎得醫治、正視及處理地

上的破碎關係 (一)  
陳麗先 

08/09/2020 
生命成長見主面—破碎得醫治、正視及處理地

上的破碎關係 (二) 
陳麗先 

08/16/2020 
追求成聖、被聖靈充滿—除掉生命的雜質、品

格塑造 (一)  
梁慶封 

08/23/2020 
追求成聖、被聖靈充滿—除掉生命的雜質、品

格塑造 (二) 
梁慶封 

08/30/2020 建立根基—防備假師傅、假先知 黃佩如傳道 

09/06/2020 領受命定積極裝備 (一) — 發掘恩賜 黃佩如傳道 

09/13/2020 領受命定積極裝備 (二) — 發展恩賜 黃佩如傳道 

09/20/2020 
勇敢上路為主爭戰—操練禱告，抵擋惡者的攻

擊及破壞惡者的詭計 
黃佩如傳道 

09/27/2020 忠誠勇毅走天國路—擁抱苦難、忠心侍主  林黃淑妍 

 



第一課:
我們正在末世裡嗎? (馬太福音 24)

[橄欖山講論]



馬太福音 24:3-36 (新漢語譯本)
「3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着，門徒私下來到耶穌那裏，說：
『請告訴我們，這些事在甚麼時候發生呢？你來臨的時候，
就是這時代終結的時候，有甚麼徵兆呢？』4 耶穌回答他們
說： 『你們要當心，不要讓人迷惑你們， 5 因為有很多人將
要冒我的名而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6
你們將要聽見戰爭和戰爭的種種傳聞。你們要小心，不要驚
惶，因為這些事必須發生，不過，那還不是終結。 7 民族要
起來攻打民族，國家要起來攻打國家，到處都將會有饑荒地
震， 8 但這一切都只是臨產陣痛的開始。9 『那時，你們要
被人交出來，遭受折磨，又要被人殺害。你們要因為我的名
被萬族憎恨。……



馬太福音 24:3-36 (新漢語譯本)
…… 10 那時，有很多人被絆倒，互相出賣，彼此憎恨。 11 又
有許多假先知出現，迷惑很多人。 12 由於不法的事增多，很
多人的愛心都冷淡下來， 13 但堅忍到底的人必定得救。 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世界各地，向萬族作見證，然後終結才
來到。』15 『所以，當你們看到但以理先知所說的「那帶來
荒涼的可憎之物」站在神聖的地方， 16 那時，在猶太的人要
逃到山上去， 17 在房頂上的人不要下來拿屋子裏的東西， 18
在田裏的人也不要回去取衣服。 19 那些日子裏，懷孕的婦人
和奶孩子的女人有禍了！ 20 你們要祈求，好讓你們逃難的日
子不在冬天，也不在安息日。 21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是從
世界的開始到現在從未發生過的，將來也必不再發生。』……



馬太福音 24:3-36 (新漢語譯本)
……22『那些日子若不縮短，沒有一個人能得救。不過，為了
神所揀選的人，那些日子必定縮短。 23 那時，如果有人對你
們說「看啊，基督在這裏！」或「基督在那裏！」你們不要
相信， 24 因為假基督和假先知將會出現，施行大奇蹟和奇事，
如果可能的話，也要迷惑神所揀選的人。 25 看啊，我預先告
訴你們了。 26 所以，如果他們對你們說「看啊，基督在荒野
裏！」你們不要出去；或說「看啊，基督在內室裏！」你們
不要相信。 27 因為閃電從東邊發出，也可照亮到西邊，人子
的來臨也要這樣。28 屍首在哪裏，鷹也必聚集在哪裏。』29
『那些災難的日子一過去，太陽要變得昏黑，月亮也黯然無
光，眾星要從天隕落，諸天的權勢都要被震撼。……



馬太福音 24:3-36 (新漢語譯本)
……30「那時，人子的旗幟要在天空出現，地上的萬族都要捶
胸哀號。他們要看見人子帶着能力和大榮耀，駕着天上的雲
彩來到。 31 在嘹亮的號筒聲中，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從四
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召集他所揀選的人。」』32 『你們
要學習這個從無花果樹來的比喻。當無花果樹的枝條變得柔
嫩，又長出葉子，你們就知道夏天快到了。 33 同樣，當你們
看到這一切的事，就知道人子快到了，就在門口了。34 我實
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一切的事都要發生。 35
天地將要消逝，我的話卻絕不消逝。36 可是，那日子，那時
刻，誰都不知道，連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
有父知道。』」



主耶穌基督再臨的先兆調查
同意以下為耶穌所講及「臨產陣痛」

(太24:8) 的回應(福音派及黑人教會牧師)

• 假先知及虛假教導 83 %

• 信徒的愛心冷卻 81 %

• 傳統道德價值較少被接納 79 %

• 戰爭、國與國間衝突 78 %

• 地震及其他天災 76 %

• 有一定信徒放棄信仰 75 %

• 饑荒 70 %

• 國際間反猶太主義 63 %

• 以上全部不是 11 %



2019年底至今世界各地的災害
• 2019年年底至今 全球新型冠狀疫症繼續蔓延
• 2020年7月 日本福崗、九州水災
• 2020年7月 西伯利亞氣溫標升10度、森林大火
• 2020年7月 巴基斯坦颶風
• 2020年7月 印度閃電擊斃多人、冰雹
• 2020年6至7月 中國長江三峽水位超逾警戒線
• 2020年6至7月 中國華南地區水災
• 2020年6至7月 中國雲南地區蝗蟲災害
• 2019年年底 非洲蝗蟲災害
• 2019年年底 聯合國因為蝗蟲災害發出糧食不足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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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2020 https://ncov2019.live/  



07-11-2020 https://ncov2019.live/  



1. 背景 (太24:1-3)  
• 耶穌預言聖殿被拆毀 (公元70年)

• 門徒關注聖殿被毀及主再回來的時間

• 門徒以為以上兩個事件是差不多的時候發生



2. 臨產陣痛 (太24:1-14)
• 遍地充滿苦難 (太24:4-8)
• 「4 耶穌回答他們說：『你們要當心，不要讓人迷惑你
們， 5 因為有很多人將要冒我的名而來，說「我是基
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6 你們將要聽見戰爭和戰爭
的種種傳聞。你們要小心，不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
發生，不過，那還不是終結。 7 民族要起來攻打民族，
國家要起來攻打國家，到處都將會有饑荒地震， 8 但這
一切都只是臨產陣痛的開始。」

• 假基督
• 戰爭、民族攻打民族、國攻打國
• 饑荒、地震



2. 臨產陣痛 (太24:1-14)
• 鼠疫、黑死病、牛痘、天花、小兒麻痺症、德國

麻疹、愛滋病、瘋牛症、豬流感、伊波拉病毒、

禽流感、SARS、新型冠狀疫症….

• 地震、饑荒、戰爭從來沒有止息過

• 這一切只是臨產陣痛的開始

• 在人類歷史裡，以上一切必會重覆地發生，直至

到主耶穌基督重臨



• 主的門徒必遭遇苦難 (太24:9-13)

• 「9 『那時，你們要被人交出來，遭受折磨，又要被人

殺害。你們要因為我的名被萬族憎恨。 10 那時，有很多

人被絆倒，互相出賣，彼此憎恨。 11 又有許多假先知出

現，迷惑很多人。 12 由於不法的事增多，很多人的愛心

都冷淡下來， 13但堅忍到底的人必定得救。」

• 門徒因為跟隨主基督而受到逼迫

• 門徒的信心及信仰將受到考驗

• 在苦難中顯出誰才是真正的門徒

• 門徒的愛心冷卻下來

• 愛主的心並不是一種情感，而是至死忠心的委身



3. 宣講福音直至到地極(太24:14)
• 「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世界各地，向萬族作見證，然

後終結才來到。」

• 真正的終結是當福音傳遍世界各地時，終結才會臨到

4. 大災難 (太24:15-28)
• 帶來荒涼的可憎之物 (太24:15)
• 「15 『所以，當你們看到但以理先知所說的「那帶來荒

涼的可憎之物」站在神聖的地方，」

• 什麼是可憎之物? 

• Antiochus IV Epiphanes 西流基王，於公元前167入侵耶路

撒冷，在聖殿壇上以豬向宙斯獻祭



4. 大災難 (太24:15-28)
• 耶穌預言但以理書裡提聖城耶路撒冷被可憎之物導致荒

涼將會應驗

• 耶穌與使徒保羅同時指末後日子裡敵擋基督者Anti-

Christ 的出現就是大災難的徵兆

• 帖撒羅尼迦後書2:3-4: 「3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

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

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4他是抵擋

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裏自稱是神。」



4. 大災難 (太24:15-28)
• 門徒的爭戰 (太24:16-20)
• 「16 那時，在猶太的人要逃到山上去， 17 在房頂上的

人不要下來拿屋子裏的東西， 18 在田裏的人也不要回

去取衣服。 19 那些日子裏，懷孕的婦人和奶孩子的女

人有禍了！ 20 你們要祈求，好讓你們逃難的日子不在

冬天，也不在安息日。」

• 以色列人通常在家的房頂上乘涼，當急難來到時，跟本

沒有時間下到屋裡拿取東西



4. 大災難 (太24:15-28)
• 大災難的臨到 (太24:21)
• 「21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是從世界的開始到現在從未

發生過的，將來也必不再發生。」

• 一切的災難將會繼續不斷地發生

• 大災難的縮短 (太24:22)
• 「22『那些日子若不縮短，沒有一個人能得救。不過，

為了神所揀選的人，那些日子必定縮短。」



• 警戒假基督的出現 (太24:23-28)
• 「23 那時，如果有人對你們說「看啊，基督在這裏！」

或「基督在那裏！」你們不要相信， 24 因為假基督和

假先知將會出現，施行大奇蹟和奇事，如果可能的話，

也要迷惑神所揀選的人。 25 看啊，我預先告訴你們了。

26 所以，如果他們對你們說「看啊，基督在荒野裏！」

你們不要出去；或說「看啊，基督在內室裏！」你們不

要相信。 27 因為閃電從東邊發出，也可照亮到西邊，

人子的來臨也要這樣。28 屍首在哪裏，鷹也必聚集在哪

裏。』」

• 假基督或假先知也許做出超自然的事，但信徒必須分辨



• 警戒假基督的出現 (太24:23-28)
• 假基督或假先知就是敵擋基督者
• 假基督或假先知常在「荒野」聚集信徒，以裝扮成彌賽

亞一樣
• 「27 因為閃電從東邊發出，也可照亮到西邊，人子的來
臨也要這樣」〜東方閃電教是以這句經文來建基於他們
的信仰

• 主耶穌基督的出現〜「28 屍首在哪裏，鷹也必聚集在哪
裏。」
• 形容假基督、假先知聚攏信徒，但跟隨者的靈性是死亡的
• 假先知假基督聚攏信徒，其他人就好奇觀看
• 當鷹盤踞屍首時，是頗容易被看到的，就好像人子駕

臨一樣，被所有人都看到



5. 人子的再臨 (太24:29-31)
• 「29 『那些災難的日子一過去，太陽要變得昏黑，月亮也
黯然無光，眾星要從天隕落，諸天的權勢都要被震撼。 30
「那時，人子的旗幟要在天空出現，地上的萬族都要捶胸
哀號。他們要看見人子帶着能力和大榮耀，駕着天上的雲
彩來到。 31 在嘹亮的號筒聲中，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從
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召集他所揀選的人。」』」

• 耶穌基督再臨時必會伴隨榮耀與能力的降臨 (參考但以理書
7章)

• 天上各種強大的徵兆: 日頭變黑(太24:29)
• 基督再臨帶來人的驚慌、哀號



6. 信徒務必警醒 (太24:32-36)
• 「 32 『你們要學習這個從無花果樹來的比喻。當無花果樹
的枝條變得柔嫩，又長出葉子，你們就知道夏天快到了。 33
同樣，當你們看到這一切的事，就知道人子快到了，就在門
口了。34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一切的事
都要發生。 35 天地將要消逝，我的話卻絕不消逝。36 可是，
那日子，那時刻，誰都不知道，連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
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

• 無花果樹的生長週期提示著天氣的轉變，需要留心才能發現
• 信徒必須要留心主耶穌基督所講有關末期的事，不然的話，
我們將沒有準備



你們要學習這個從無花果樹來的比喻。
當無花果樹的枝條變得柔嫩，

又長出葉子，
你們就知道夏天快到了。

(馬太福音2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