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可福音馬可福音 第十八課第十八課……

橄欖山上的橄欖山上的談話談話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

請按 開始播放

可十三 3~37橄欖橄欖山上的談話山上的談話

我們繼續的來看，耶穌在橄欖山上的談話。

十三3a 耶穌在橄欖山上對聖殿而坐。

橄欖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東邊，撒迦利亞書曾經預言：

在末後的時候，耶穌要再回來的時候，

祂的腳要踏在橄欖山上，橄欖山就會分裂成為兩邊，

就有山谷的出現，那個橄欖山

就是以後神要回來所站的山就是以後神要回來所站的山。

現在耶穌在祂受難以前的時候，

最後一次對著聖殿、

最後一次的談話。

十三3b~4 彼得、雅各、約翰，和安得烈

暗暗地問他說：

「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呢？「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呢？

這一切事將成的時候有甚麼預兆呢？」

這四位門徒是非常希望知道這些事情，

也就是追尋真理 他們有尋求真理的也就是追尋真理、他們有尋求真理的心

我們信徒也是一樣，

有尋求真理的心的時候，就一定會尋見有尋求真理的心的時候，就一定會尋見

這個時候耶穌就告訴他們，第五節~第八節，

耶穌事實上在回答這兩個問題的時候，耶穌事實上在回答這兩個問題的時候，

祂是先回答有關於門徒所問的第二個問題 –
聖殿要被毀的時候、有什麼預兆？聖殿要被毀的時候、有什麼預兆？

第一個是講會有迷惑人的事發生。

新約哪裏有記載在末後的世代當中、新約哪裏有記載在末後的世代當中、

有迷惑的人會出現呢？

帖後二3~10 保羅在那裏對帖撒羅尼迦教會講，帖後二3 10 保羅在那裏對帖撒羅尼迦教會講，

到後來的時候會有不法之人會被顯露出來。

這個不法之人顯露出來的時候，這個不法之人顯露出來的時候

他就是要迷惑人的！

約壹二18b 如今是末時了。

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

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

啟一7a 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啟 7a 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

迷惑人的常常會冒耶穌的名說「我是」，

「我是」就是 出埃及記第三章所講的、就是神的名字，我是」就是 出埃及記第 章所講的 就是神的名字

冒充就是彌賽亞，可是真的彌賽亞來的時候，

是所有的萬國都會看得見的都會認識的。

在第一世紀的時候，有很多人會欺哄人，

說他們自己是彌賽亞。賽

譬如說 使徒行傳第五章有丟大、第八章 西門，

就稱神的大能者，認為自己是彌賽亞，他們都是假的基督。

到末後的時候，當然有「敵基督」的出現，要迷惑許多的人。

一個是有這個情況出現，

這樣子的事情，會層出不窮的一直的出來。



十三7 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不要驚慌。

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譬如說對政府的不滿，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這也是我們目前世界的狀況，這也是我們目前世界的狀況，

但是這些事情並不是末時。

所謂 eschatos 最後的時候，所謂 eschatos 最後的時候

不是人子會要再來的那個時候、

而是在人子再來的之前它的那個兆頭。是在 再來的 前 的那 兆頭

這個預兆只是一開始的時候，好像一個婦人要生孩子前的疼痛，

產難前的那種陣痛，就是這些事情會發生。產難前的那種陣痛 就是這些事情會發生

有迷惑人的這種假先知、假教士、假基督的出現，

而且有打仗的事情的出現。

這些事情在 以賽亞書十三6~8、以賽亞書廿六16~18

這邊都有說到，

事實上就是一種神對這世上有一些的懲罰。

譬如說：讓他們就好像是懷孕疼痛所產的、就像風一樣，

我們在地上未曾行什麼拯救的事 世上的居民也未曾敗落我們在地上未曾行什麼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敗落。

婦人她會懷孕、臨產的痛苦、在痛苦之中的喊叫…，

就是因為耶和華的懲罰。就是因為耶和華的懲罰。

耶四31 我聽見有聲音，彷彿婦人產難的聲音，

好像生頭胎疼痛的聲音，是錫安女子的聲音；好像生頭胎疼痛的聲音 是錫安女子的聲音；

她喘著氣、挓挲手，說：

我有禍了！在殺人的跟前，我的心發昏了。

還有地震、饑荒，這些都是災難的起頭：

地震就是神的干預、饑荒也可以說是神的審判。

賽廿四19 地全然破壞，盡都崩裂，大大地震動了。

耶十五2 他們問你說：我們往哪裡去呢？

你便告訴他們 耶和華如此說你便告訴他們：耶和華如此說：

「定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為刀殺的，必交刀殺；

定為饑荒的，必遭饑荒；定為擄掠的，必被擄掠。」定為饑荒的，必遭饑荒；定為擄掠的，必被擄掠。」

先知書上就有許多有這樣的預言，

都是災難的起頭而已都是災難的起頭而已…
對神的百姓，耶穌就說：

雖然有這些兆頭，可是你們就要謹慎，雖然有這些兆頭，可是你們就要謹慎，

不僅要謹慎，而且要把福音要勇敢的在這些災難，

這些饑荒、地震、民攻打民 的現象當中，這些饑荒 地震 民攻打民…的現象當中，

我們仍舊要勇敢的來傳福音。

十三10 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十三10 然而 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

信徒在這個時候，可能在會堂裏要遭受鞭打，

又為我的緣故站在諸侯與君王面前對他們作見證。又為我的緣故站在諸侯與君王面前對他們作見證

耶穌說：你們在傳福音的時候，

很可能會遭受逼迫。很可能會遭受逼迫

這在初代教會的時候，都是他們的經驗；

不管是使徒彼得、約翰、保羅，

都受到這樣子的待遇、都有這樣子的經驗。

這也是我們今天在世界各地傳福音的時候，

在許多 家裏 都會遭受到這樣 逼迫在許多的國家裏面，都會遭受到這樣的逼迫，

可是福音仍舊要傳給萬民、末期才會到來。

十三11 人把你們拉去交官的時候 不要預先思慮說甚麼十三11 人把你們拉去交官的時候，不要預先思慮說甚麼；

到那時候，賜給你們甚麼話，你們就說甚麼；

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乃是聖靈。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 乃是聖靈

我們在這樣子的產難的陣痛當中，末期還沒來到的以前，

也就是末期剛剛初開始的時候，在這樣的動亂、壓力當中，也就是末期剛剛初開始的時候 在這樣的動亂 壓力當中

我們仍舊要勇敢為主作見證、為主傳福音，

在遭受到被審訊、審問的時候，仍舊不要害怕；在遭受到被審訊 審問的時候 仍舊不要害怕

到那個時候，在我們心裏面、在我們口中所說的話，

不是靠我們的智慧，而是靠聖靈，聖靈會給我們話語。

在 路加福音 誰會給我們話語呢？

耶穌會把當要說的話、放在我們的口中，

祂會與我們同在。



十三12~13 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

兒女要起來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兒女要起來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惟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在這個時候有許多的逼迫，

甚至有人因為要為主作見證，而喪失了自己的性命。甚 有人因為要為主作見證 而喪失了自己的性命

但是這個肉身的喪失，對我們屬靈的生命、永遠的生命

卻是沒有任何的傷害，反而我們卻會必然得救

為主忍耐到底的必然能夠得救，

而且聖靈必然與我們同在、耶穌必然與我們同在

這是耶穌在講說：雖然在這種災難當中，

但是神、三位一體的神，都與祂的兒女同在。

十三14~15 你們看見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不當站的地方

（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 不要下來 也不要進去拿家裡的東西在房上的，不要下來，也不要進去拿家裡的東西。

站在不當站的地方（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

表示說不是照字面解，是什麼意思呢？表示說不是照字面解，是什麼意思呢？

在聖殿的地方，原來是祭司獻祭物給神的，

但是在 168BC 曾經有安提阿古依比芬尼但是在 168BC 曾經有安提阿古依比芬尼、

敘利亞君王，曾經在聖殿獻了一隻豬！

就把聖殿給玷汙了，他站在不當站的地方就把聖殿給玷汙了，他站在不當站的地方

這種的預言在 但以理書 也曾經預言過…
但九27 那行毀壞可憎的如飛而來。但九27 那行毀壞可憎的如飛而來

新約帖後二4 他是抵擋主的、高抬自己的

超過一切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超過 切為神的和 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的

 啟十三14~15 這個敵基督會給牠權柄，

在獸面前能夠行奇事、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當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就知道災難發生了，當有這樣 事情發 的時候 就 發 了

那個時候在聖殿的以色列人就要趕快的逃跑。

在 66AD 巴勒斯坦地奮銳黨，為神大發熱心，跟羅馬人起了衝突，

招來羅馬人的攻擊 百姓應該趕快逃到約但河對面招來羅馬人的攻擊，百姓應該趕快逃到約但河對面

山上的一個小城叫作 Pella。
其實不只耶穌這麼預言，他們自己那時候的拉比，其實不只耶穌這麼預言，他們自己那時候的拉比，

也有作這樣的預言，就是知道

聖殿遲早要被毀了，那個時候的人他們都知道，聖殿遲早要被毀了，那個時候的人他們都知道，

所以有這樣的預兆、兆頭的時候，就趕快的就往山上去逃。

十三16~19 在田裡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十三16 19 在田裡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

你們應當祈求，叫這些事不在冬天臨到。

冬天要逃到約但河對面的山，水位比較滿、過河就很困難

因為在那些日子必有災難，自從神創造萬物直到如今，

並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

若不是主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

只是為主的選民 他將那日子減少了只是為主的選民，他將那日子減少了

所以這裏到底是指什麼時候呢？

1 指基督末後再來的時候1. 指基督末後再來的時候

2. 指巴勒斯坦地在耶路撒冷要被毀的時候

3 不只是指耶路撒冷聖殿被毀的時候，3. 不只是指耶路撒冷聖殿被毀的時候，

也是預言基督再來的光景

這三種說法，以最後一種說法最有可能，這三種說法，以最後 種說法最有可能，

就是耶穌是先在預言耶路撒冷聖殿被毀的光景。

因為耶穌在預言這個事情之後， 70AD 聖殿因為耶穌在預言這個事情之後， 70AD 聖殿

就被羅馬人摧毀了，這個事就應驗了。

但是為了選民的緣故，祂就把日子減少。但是為了選民的緣故 祂就把日子減少

選民，在舊約指的以色列人

新約，選民指不管是外邦人、猶太人新約 選民指不管是外邦 猶

只要接受耶穌基督作他救主的，都是神的選民

羅八29~30 凡是神所預知的，他就預定的必定就能夠得榮，

就是能夠成為祂的子民。



十三20~23 只是為主的選民，祂將那日子減少了。

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 基督在這裡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這裡』，

或說：『基督在那裡』，你們不要信！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神蹟奇事，因為假基督 假先知將要起來 顯神蹟奇事

倘若能行，就把選民迷惑了。

你們要謹慎。看哪，凡事我都預先告訴你們了。」

真正的彌賽亞來的時候，是全地的人都能夠看見祂，

都知道祂從天而來，都不會有任何的懷疑跟猶豫。

 十三5~23 最主要都是有關於這些事情來的以前的預兆，

而且特別的是有關於耶路撒冷會被毀的時候

 十三24~27 比較偏重在人子第二次再來時候的預兆，

那個時候的預兆是什麼呢？

在 些 災難 後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

日頭要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

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

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榮耀，駕雲降臨。

在舊約的時候也有預言…
將來在末後 神要來的時候 全地都要將來在末後、神要來的時候，全地都要…

日頭、月亮都會變黑，天勢都要震動，

 約珥書第二章 ：在末後的日子， 約珥書第二章 ：在末後的日子，

天地都要震動、日月都要昏暗、星宿都要無光

 賽十三10 天上的這些星球等等，都要不發光 賽十三10 天上的這些星球等等，都要不發光

 出十三21 在日間的時候，本來是耶和華在雲柱中

臨到祂的百姓，在夜間由火柱中臨到他們，臨到祂的百姓 在夜間由火柱中臨到他們

但有的時候神要臨到祂百姓的時候，

是要在密雲當中臨到他們那裏去

 詩九七2 密雲和幽暗在他的四圍；

公義和公平是他寶座的根基。

在這裏不但就是說天勢要有改變、

要震動，人子會有大能

但七13 就看到從天上來的人子，大有能力、大有榮耀

雲就是神同在的一個記號，

神跟祂 姓的 在就是在雲中出十三神跟祂百姓的同在就是在雲中

另外一個預兆，人子再來的時候，祂要差遣天使，

把祂的選民從四方 從地極到天邊都招聚了來把祂的選民從四方 – 從地極到天邊都招聚了來

從四方招聚了來，

在舊約許多的先知都曾經作過這樣的預言在舊約許多的先知都曾經作過這樣的預言：

詩五十3~4 我們的神要來

祂要召呼天上地下，為了要審判祂的民祂要召呼天上地下，為了要審判祂的民

賽四三6 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

對南方說：不要拘留對南方說：不要拘留

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

有很多的先知的預言都有關於要把百姓從四方帶來，有很多的先知的預言都有關於要把百姓從四方帶來

有從地極到天邊來的，

申命記卅4 你被趕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

耶和華你的神、也必從那裡將你招聚回來。

所以從這些兆頭裏面，就可以看到這一些事的預兆、

這些事什麼時候會發生呢？這些事什麼時候會發生呢？

耶穌是用無花果樹這個比方回答門徒的第一個問題，

當無花果樹枝長葉、而且那時就是長綠葉的時候，當無花果樹枝長葉、而且那時就是長綠葉的時候，

你就知道夏天近了，

你看見這些事的時候，你就知道人子也就近了。你看見這些事的時候，你就知道人子也就近了

近了就是表示不久、就是接近了，不是說立刻的意思，

也不是不久，就是說接近了、還有一段時間、已經在門口了。也不是不久 就是說接近了 還有 段時間 已經在門口了

可十三30~32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事都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但那個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

父知道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

換句話說，這個時辰到底是什麼時候呢？

耶穌說：你們只能看這些預兆…



剛才我告訴你們的這些預兆，你就知道人子近了，

可是真正的時辰 連子都不知道可是真正的時辰，連子都不知道；

這就是有關於子的人性的限制，祂願意順服神，

只有神知道、所以沒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沒有人知道。

既然沒有人知道，那這個時辰我們要採取什麼態度呢？

我們就必須要謹慎、要祈禱、而且要警醒，我們就必須要謹慎 要祈禱 而且要警醒，

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什麼時候來；

我們沒有人知道人子什麼時候來。我們沒有人知道人子什麼時候來

如果祂忽然來到，看到我們都不警醒、都睡著了，該做的事沒做、

都在閒懶、懶散的話，那祂要怎麼處置我們呢？都在閒懶 懶散的話 那祂要怎麼處置我們呢？

所以耶穌就說：我們雖然不知道真正的時候，但是必須要警醒，

必須要謹慎、要去傳福音、要盡我們的本分。須要謹慎 要 傳福音 要盡我們的本

最後的這幾個字 – 要警醒、要謹慎這些字，

都是用現在式的命令式在做的，都是用現在式的命令式在做的

也就是說：我們要持續的警醒、要謹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