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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1-4 耶穌抬頭觀看，見財主把捐項投在庫裡，

又見一個窮寡婦投了兩個小錢，

就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所投的比眾人還多；

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裡，

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又是一次國度的逆轉 ─

人認為財主奉獻的才叫作多，寡婦奉獻的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

耶穌卻提醒在上帝的國度當中，

卑微的是被上帝看重的

人以為是財主的，

卻不見得在神的殿、神的國度當中

被驗中、被記念的

聖殿被毀之預兆聖殿被毀之預兆

二一5-6 有人談論聖殿是用美石和供物妝飾的；

耶穌就說：「論到你們所看見的這一切，將來日子到了，

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在聖殿的遺址上是希律的殿，

是希律王為了討好猶太人

為猶太人重修他們的聖殿，

約翰福音 ─ 花了四十六年才興建起來的。

耶穌卻說 ─ 你們看為重要的，

沒有多久，

這個聖殿的命運是被全然毀壞的。

‧末期的徵兆‧門徒受逼迫 ‧耶路撒冷淪陷 ‧人子的降臨 ‧末世必然來到

二一7 他們問他說：「夫子！甚麼時候有這事呢？

這事將到的時候有甚麼豫兆呢？」

門徒的問題分成兩部分 ─

什麼時候發生？

有什麼預兆嗎？

門徒問的，大概也是我們的好奇心。

耶穌首先教導面對這個末日性的信息…

二一8 你們要謹慎，不要受迷惑；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

又說：「時候近了」，你們不要跟從他們！

耶穌用聖殿將要被拆毀作為一個起頭…



‧末期的徵兆‧門徒受逼迫 ‧耶路撒冷淪陷 ‧人子的降臨 ‧末世必然來到

面對末世將臨，耶穌給的第一個提醒 ─

要謹慎、不要受迷惑…

所以耶穌說：「要謹慎，不要受迷惑。」

主後第一世紀猶太人的社群，

非常期望一位政治型、軍事型的彌賽亞，

帶領他們推翻羅馬政權、建立地上猶太人的國度；

當時耶穌被殺，是因為祂不符合猶太人的期待。

有些人就會冒名說 ─ 我就是符合你們期待的…

隨著歷史發展，真的有非常多 ─

不單是在猶太教的社群當中

在基督教裡面，也有非常多自稱是基督、是彌賽亞的

‧末期的徵兆‧門徒受逼迫 ‧耶路撒冷淪陷 ‧人子的降臨 ‧末世必然來到

之後耶穌是說 ─ 要聽見某些風聲…

這些風聲臨到的時候，徵兆記號來了，

可是真正的末期還沒有到，不要驚慌。

現在許多的新聞報導…
都真的是耶穌這一段的預言 ─

末期要到了，可是還沒有到；

只不過這些事情的發生，都是要提醒我們…

二一9-11 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不要驚惶惶；；

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時就到立時就到。。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

‧末期的徵兆‧門徒受逼迫‧耶路撒冷淪陷 ‧人子的降臨 ‧末世必然來到

二一12-13 但這一切的事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們，

逼迫你們，把你們交給會堂，並且收在監裡，

又為我的名拉你們到君王諸侯面前。

但這些事終必為你們的見證。

這其實都是使徒行傳當中，使徒們…
這些所謂末日的事件，

有比較遠期的，也有回到近期，

就是門徒不多久要為耶穌的緣故，

開始受逼迫的問題出現。

二一14-15 所以，你們當立定心意，不要預先思想怎樣分訴；

因為我必賜你們口才、智慧，

是你們一切敵人所敵不住、駁不倒的。

‧末期的徵兆‧門徒受逼迫‧耶路撒冷淪陷 ‧人子的降臨 ‧末世必然來到

在使徒行傳中真的看見這些畫面…
把使徒交官、拿在監裡，在君王諸侯面前審判的時候，

使徒們是大有膽量、有口才，聖靈指示他們當說的話，

使他們在被捉拿的時刻，能夠為上帝作見證。

二一17-19 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

然而，你們連一根頭髮也必不損壞。

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魂。

聖殿被拆毀 末日的災難

天災
、人禍

當代的門徒
受逼迫



‧末期的徵兆‧門徒受逼迫‧耶路撒冷淪陷 ‧人子的降臨 ‧末世必然來到

聖經中的歷史觀、時間觀、世界觀，是直線式的，

是按照上帝的計畫跟進度繼續不斷往前進行的

華人世界比較多受佛教世界觀的影響，變成一種輪迴─

週而復始、不停的輪迴，沒有既定的目的、方向

聖經讓我們看見 ─ 整個世界的進行有一定的方向、目標…
上帝的計畫、國度一直往前進，在上帝而言祂從不失敗；

人類的所有的籌算、歷史的進展，絕對不是漫無目標的，

都是在上帝的治理跟計畫之下

這個世界沒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這段經文當中我們看到一連串災難事件，

似乎是悲劇的狀況，讓人驚恐、害怕；

耶穌卻提醒他們說 ─

不要驚惶，因為這些事情是在上帝的計畫之下。

‧末期的徵兆‧門徒受逼迫‧耶路撒冷淪陷 ‧人子的降臨 ‧末世必然來到

門徒個人都會遇見挑戰，主耶穌卻說 ─ 你們常存忍耐，

這許多事情是有意義的，不只是因為信耶穌而遭受逼迫，

反而讓我們看見，這群人是因為屬於耶穌 ─

是在神的國度當中，以致於不被地上的國度所接納

好像命運多乖舛，其實是在上帝的計畫裡面

求上帝幫助 ─ 讓我們常有這樣的眼光，

不是看自己個人的成敗得失；把自己這一塊一塊小拼圖小拼圖 ──

放在上帝宏偉國度的計畫裡面，

讓我們可以把自己的成敗得失

融入上帝一直進行的國度的宏觀當中

以致於我們可以真是被救贖出來，

不是在自己的利益得失裡打轉

而可以看見 ─ 上帝的國度正在進行、祂永不失敗！

‧末期的徵兆 ‧門徒受逼迫‧耶路撒冷淪陷‧人子的降臨 ‧末世必然來到

二一20 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

就可知道它成荒場的日子近了。

這一段的歷史，比較近的是指到主後七十年，

羅馬將軍提多滅掉耶路撒冷城、聖殿被毀，

一直到今天，聖殿都還沒有重建。

新舊約有非常多末世論的教導，可以綜合做些整理，

不論怎樣整理，聖經就是沒有讓我們知道時候、日期…
末世論主耶穌所教導、著眼的，跟我們的焦點是不大一樣的。

二一22 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

這個時候一直要等到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踐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那要多久的日期啊？

耶穌講道、 教導的時候，

只告訴我們 ─ 災難有一定、既定的日期。

‧末期的徵兆 ‧門徒受逼迫 ‧耶路撒冷淪陷‧人子的降臨‧末世必然來到

從主耶穌離世升天以來，歷世歷代的信徒不斷的在揣測 ─

耶穌基督什麼時候要再來？世界什麼時候要真正結束？

有教會歷史的記錄以來，這個日期寫下來的大概超過兩百次，

每一次只要有某一個教派領袖說了這個日期，

就有許多的信徒會把自己的田產家業全部都賣了，

呆呆的等在那個地點、那個日期，等候耶穌再來。

當然並沒有在某一位領袖所設定的時間之下 ─ 耶穌來了。

我們總是期望可以算出耶穌什麼時候來到，

其實聖經耶穌自己的教導當中，祂常常說 ─

那日子、那時辰，

不是人子能夠知道的，

只有天父知道！



‧末期的徵兆 ‧門徒受逼迫 ‧耶路撒冷淪陷‧人子的降臨‧末世必然來到

在我們所服事的信徒群體，會不會常常教導末世論的信息？

有一個祕訣 ─ 聖經多說、我們就多說，

聖經少說、我們就少說，聖經沒有說、最好也不要說；

要把聖經當中耶穌所有的教導都吩咐他們遵守

各樣耶穌的教訓，要能夠平衡的教導

耶穌在四福音中，末日信息與其他教導的比例大概是七比一；

就是講道的信息當中，七篇裡有一篇末日論的信息…

頂好的就是 ─ 按照聖經的次序，

聖經多說、我們就多說

聖經少說、我們就少說

可以按時、按量分糧，

來建立主的門徒、主的教會

‧末期的徵兆 ‧門徒受逼迫 ‧耶路撒冷淪陷 ‧人子的降臨‧末世必然來到

二一27-28 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耀駕雲降臨。

耶穌基督再臨到地上，是滿有榮耀的，

跟主耶穌第一次降臨是截然不同的

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

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

這段耶穌所教導的信息提醒說 ─的確會有災難，

門徒會遭遇逼迫

耶路撒冷聖殿會被拆毀、

這城會遇見大災難

日、月、星辰都要顯出異兆

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

‧末期的徵兆 ‧門徒受逼迫 ‧耶路撒冷淪陷 ‧人子的降臨‧末世必然來到

二一29-31 耶穌又設比喻對他們說：

「你們看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

他發芽的時候，你們一看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夏天近了。。

這樣，你們看見這些事漸漸的成就，

也該曉得神的國近了。」

門徒的末世觀、歷史觀 ─ 後來的災難、逼迫越來越嚴重，

可是那最不好過的日子其實是被提醒 ─

人子來的日子近了，大有榮耀、能力，

使人類歷史走向終局、畫下句點的日子近了。

所以讓這群門徒在逼迫當中常存忍耐，

是上帝給我們有這樣的盼望、給我們看到終局的發展，

使我們可以忍耐過這一段困苦的災難時期。

‧末期的徵兆 ‧門徒受逼迫 ‧耶路撒冷淪陷 ‧人子的降臨‧末世必然來到

神的國在聖經所啟示出來的末世論 ─

耶穌
第一次降臨

神的國 (歷史觀)

耶穌
第二次再臨

開始 完成

啟十一15 世上的國

成了我主

和主基督的國。

二一32-34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還有更多更大的日子在前面等著…

你們要謹慎…包含對他們的勸勉教導 ─

不要驚惶、不要受迷惑，遇見這些事情要存忍耐。



‧末期的徵兆 ‧門徒受逼迫 ‧耶路撒冷淪陷 ‧人子的降臨‧末世必然來到

在許多末世論的信息教導當中，

耶穌所提醒的都是一些倫理性的教導 ─

我們要如何面對，包含要儆醒、要預備…

二一34-36 你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

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

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

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主耶穌被接升天離世已經超過兩千年，

我們仍然在儆醒等候的期間；

幫助我們，讓我們在儆醒等候主的當中，

是充滿了盼望的！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
愛我們的耶穌，我們仰望你，

我們真的看見你自己的教訓如何安定在天，

也幫助我們，

讓我們生命的價值觀、世界觀、時間觀，

都能夠根植在你的話語當中。

不論這個世界有多少的災難、有多少抵擋主的勢力，

讓我們始終存著信心和盼望 ─ 看見你的國近了

讓我們成為你的門徒

讓我們求告你的時刻，你的國也成為我們的國

讓我們所有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