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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Aid 2.  Chinese Bible verses for...     Divine Selection.
   Jesus predicts the future & the last days of the Earth! 
圣经经文是中文  Prophecy of Jesus -- Matthew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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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24.
<1.>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
他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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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著，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
们，什麽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麽预兆
呢？」
<4.>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5.>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
且要迷惑许多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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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8.>  这都是灾难（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的起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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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11.>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12.>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13.>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14.>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後末期
才来到。」
<15.>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
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
<16.>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17.>  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
<18.>  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19.>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
<20.>  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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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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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来也必没有。
<22.>  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
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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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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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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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
样。
<28.>  尸首在那里，鹰也必聚在那里。」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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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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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著天上的云降
临。
<31.>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
（方：原文作风），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32.>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
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33.>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
在门口了。
<34.>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
就。
<35.>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36.>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
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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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38.>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
舟的那日；
<39.>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
这样。
<40.>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41.>  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42.>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那一天来
到。
<43.>  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
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44.>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
就来了。」
<45.>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
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46.>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47.>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48.>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49.>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50.>  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
来，
<51.>  重重的处治他（或作：把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为
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Matthew 25.

<1.>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著灯出去迎接新郎。
<2.>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3.>  愚拙的拿著灯，却不预备油；
<4.>  聪明的拿著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5.>  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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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半夜有人喊著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7.>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8.>  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
要灭了。』
<9.>  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
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10.>  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
去坐席，门就关了。
<11.>  其余的童女随後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
开门！』
<12.>  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13.>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
道。」
<14.>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
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15.>  按著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
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
<16.>  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
<17.>  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
<18.>  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19.>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
<20.>  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著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
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
<21.>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
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
的快乐。』
<22.>  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
请看，我又赚了二千。』
<23.>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
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
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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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
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25.>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
的原银子在这里。』
<26.>  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
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27.>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28.>  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
<29.>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
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30.>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
齿了。』」
<31.>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著众天使降临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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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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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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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麽时候见你饿了，给
你吃，渴了，给你喝？
<38.>  什麽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
穿？
<39.>  又什麽时候见你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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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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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
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42.>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43.>  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
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44.>  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麽时候见你饿了，
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
你呢？』
<45.>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
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46.>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Malachi 4:1-2
1  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著的火炉，凡狂傲
的和行恶的必如碎，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
2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原
文作翅膀）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

    It'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remember this:
      1) WE SPEAK TO TRIUNE YHWH GOD by our prayers.
      2) TRIUNE YHWH GOD SPEAKS TO US by the word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Word of God written by His Son.
   So we must try to read His words and His Book just as often
as we possibly can… on a daily basis!! 

Matthew 13:47-50
47  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
48  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
不好的丢弃了。
49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
出来，
50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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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4:26-29

26  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
27  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28  地生五谷是出於自然的：先发苗，後长穗，
再後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
29  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
候到了。」

All verses from the Holy Bible quoted in Chinese language above are 
taken from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Simplified). 

 

This is a Study-Aid Booklet for one of many Street Tracts found at...
JesusChristIndia.org

JesusChristNepal.org,  JesusChristSriLanka.org,
JesusChristBurma.org,  JesusChristThailand.org,  

JesusChristChina.org, JesusChristTaiwan.org,
JesusChristKorea.org,  JesusChristJapan.org … 
JesusChristUSA.org,  JesusChristAmerica.org

&  JesusChristIsrael.org  as well...!
 

Visit these websites for free e-tracts (a.k.a. tract e-books),
for paper-booklet printing patterns, Bible lessons,

online Bible audio & more good stuff !
e-mail:  etracts@yahoo.com   or   etracts@gmail.com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