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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被毁之预兆
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石和供物妆饰的；
耶稣就说 「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 切 将来日子到了
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
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二一5-6

路加福音廿一章

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
又见 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
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
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
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 拿出来投在捐项里
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
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二一1-4

又是一次国度的逆转 ─
 人认为财主奉献的才叫作多，寡妇奉献的不值得
不值得一提
一提
 耶稣却提醒在上帝的国度当中，
 卑微的是被上帝看重的
 人以为是财主的，
却
却不见得在神的殿、神的国度当中
在
国 当
被验中、被记念的

‧末期的征兆 ‧门徒受逼迫‧耶路撒冷沦陷‧人子的降临‧末世必然来到
他们问他说：「夫子！甚么时候有这事呢？
这事将到的时候有甚么豫兆呢？」

二一7

耶稣用圣殿将要被拆毁作为一个起头…
门徒的问题分成两部分 ─

在圣殿的遗址上是希律的殿，
是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
为犹太人重修他们的圣殿，
约翰福音 ─ 花了四十六年才兴建起来的。
耶稣却说 ─ 你们看为重要的，
没有多久，
这个圣殿的命运是被全然毁坏的。

 什么时候发生？
 有什么预兆吗？
门徒问的 大概也是我们的好奇心
门徒问的，大概也是我们的好奇心。
耶稣首先教导面对这个末日性的信息…
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
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二一8

‧末期的征兆 ‧门徒受逼迫‧耶路撒冷沦陷‧人子的降临‧末世必然来到
面对末世将临，耶稣给的第一个提醒 ─
要谨慎、不要
不要受迷惑…
主后第一世纪犹太人的社群，
非常期望一位政治型、军事型的弥赛亚，
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权、建立地上犹太人的国度；
当时耶稣被杀，是因为他不符合犹太人的期待。
有些人就会冒名说 ─我就是符合你们期待的…
随着历史发展，真的有非常多 ─
 不单是在犹太教的社群当中
 在基督教里面，也有非常多自称是基督、是弥赛亚的
所以耶稣说：「要谨慎，不要受迷惑。」

‧末期的征兆 ‧门徒受逼迫 ‧耶路撒冷沦陷‧人子的降临‧末世必然来到

但这一切的事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
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
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
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

二一12-13

这其实都是使徒行传当中，使徒们…
这些所谓末日的事件，
这些所谓末日的事件
有比较远期的，也有回到近期，
就是门徒不多久要为耶稣的缘故，
是
多
开始受逼迫的问题出现。
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
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
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驳不倒的。

二一14-15

‧末期的征兆 ‧门徒受逼迫‧耶路撒冷沦陷‧人子的降临‧末世必然来到
之后耶稣是说 ─ 要听见某些风声…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惶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
不要惊惶
惶；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
立时就到。
。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二 9 11
二一9-11

这些风声临到的时候，征兆记号来了，
可是真正的末期还没有到，不要惊慌。
现在许多的新闻报导…
都真的是耶稣这一段的预言 ─
末期要到了 可是还没有到；
末期要到了，可是还没有到；
只不过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要提醒我们…

‧末期的征兆 ‧门徒受逼迫 ‧耶路撒冷沦陷‧人子的降临‧末世必然来到

在使徒行传中真的看见这些画面…
把使徒交官、拿在监里，在君王诸侯面前审判的时候，
使徒们是大有胆量、有口才，圣灵指示他们当说的话，
使他们在被捉拿的时刻，能够为上帝作见证。
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
然而 你们连 根头发也必不损坏
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
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

二一17-19

圣殿被拆毁
当代的门徒
受逼迫

末日的灾难
天灾
、人祸
人祸

‧末期的征兆 ‧门徒受逼迫 ‧耶路撒冷沦陷‧人子的降临‧末世必然来到

‧末期的征兆 ‧门徒受逼迫 ‧耶路撒冷沦陷‧人子的降临‧末世必然来到

 圣经中的历史观、时间观、世界观，是
经
时间
直线式的，
是按照上帝的计画跟进度继续不断往前进行的

门徒个人都会遇见挑战，主耶稣却说 ─ 你们常存忍耐，
这许多事情是有意义的，不只是因为信耶稣而遭受逼迫，
反而让我们看见，这群人是因为属于耶稣 ─
 是在神的国度当中，以致于不被地上的国度所接纳
 好像命运多乖舛，其实是在上帝的计画里面

 华人世界比较多受佛教世界观的影响，变成一种轮回 ─
周而复始、不停的轮回，没有既定的目的、方向
圣经让我们看见 ─整个世界的进行有一定的方向、目标…
上帝的计画、国度一直往前进，在上帝而言他从不失败；
；
 人类的所有的筹算、历史的进展，绝对不是漫无目标的，
都
都是在上帝的治理跟计画之下
帝
 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连串灾难事件，
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
连串灾难事件，
似乎是悲剧的状况，让人惊恐、害怕；
耶稣却提醒他们说 ─

不要惊惶，因为这些事情是在上帝的计画之下。

‧末期的征兆 ‧门徒受逼迫‧耶路撒冷沦陷 ‧人子的降临‧末世必然来到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
你们看
路撒冷被
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近了。

二一20

这一段的历史，比较近的是指到主后七十年，
罗马将军提多灭掉耶路撒冷城、圣殿被毁，
一直到今天，圣殿都还没有重建。
二一22
二
22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
这个时候一直要等到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那要多久的日期啊？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要多久的日期啊？
耶稣讲道、教导的时候，
只告诉我们 ─ 灾难有
灾难有一定
定、既定的日期。
既定的日期

新旧约有非常多末世论的教导，可以综合做些整理，
不论怎样整理 圣经就是没有让我们知道时候、日期…
不论怎样整理，圣经就是没有让我们知道
末世论主耶稣所教导、着眼的，跟我们的焦点是不大一样的。

求上帝帮助 ─ 让我们常有这样的眼光，
不是看自己个人的成败得失；把自己这一块
一块小拼图
小拼图 ─
放在上帝宏伟国度的计画里面，
 让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成败得失
融入上帝 直进行的国度的宏观当中
融入上帝一直进行的国度的宏观当中
 以致于我们可以真是被救赎出来，
不是在自己的利益得失里打转
而可以看见 ─ 上帝的国度正在进行、他永不失败！

‧末期的征兆 ‧门徒受逼迫‧耶路撒冷沦陷‧人子的降临 ‧末世必然来到

从主耶稣离世升天以来，历世历代的信徒不断的在揣测 ─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世界什么时候要真正结束？
有教会历史的记录以来，这个日期写下来的大概超过两百次，
每一次只要有某一个教派领袖说了这个日期，
就有许多的信徒会把自己的田产家业全部都卖了，
呆呆的等在那个地点、那个日期，等候耶稣再来。
当然并没有在某一位领袖所设定的时间之下 ─耶稣来了。
我们总是期望可以算出耶稣什么时候来到
我们总是期望可以算出耶稣什么时候来到，
其实圣经耶稣自己的教导当中，他常常说 ─

那日子、那时辰，
那日子
那时辰
不是人子能够知道的，

只有天父知道！

‧末期的征兆 ‧门徒受逼迫‧耶路撒冷沦陷‧人子的降临 ‧末世必然来到

在我们所服事的信徒群体，会不会常常教导末世论的信息？
有一个秘诀 ─圣经多说、我们就多说，
圣经少说、我们就少说，圣经没有说、最好也不要说；
 要把圣经当中耶稣所有的教导都吩咐他们遵守
 各样耶稣的教训，要能够平衡的教导
耶稣在四福音中 末日信息与其他教导的比例大概是七比一；
耶稣在四福音中，末日信息与其他教导的比例大概是七比
；

‧末期的征兆 ‧门徒受逼迫‧耶路撒冷沦陷‧人子的降临‧末世必然来到

这段耶稣所教导的信息提醒说 ─ 的确会有灾难，
 门徒会遭遇逼迫
 耶路撒冷圣殿会被拆毁、
这城会遇见大灾难
 日、月、星辰都要显出异兆
 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

就是讲道的信息当中，七篇里有一篇末日论的信息…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驾云降临。
耶稣基督再临到地上，是满有荣耀的，
跟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是截然不同的
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二一27-28

顶好的就是 ─ 按照圣经的次序，
 圣经多说、我们就多说
经多说、我
多
 圣经少说、我们就少说
 可以按时、按量分粮，
来建立主的门徒、主的教会

‧末期的征兆 ‧门徒受逼迫‧耶路撒冷沦陷‧人子的降临‧末世必然来到

门徒的末世观、历史观 ─ 后来的灾难、逼迫越来越严重
重，
可是那最不好过的日子其实是被提醒 ─
人子来的日子近了，大有荣耀、能力，
使人类历史走向终局、画下句点的日子近了。
所以让这群门徒在逼迫当中常存忍耐，
是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给我们看到终局的发展，
使我们可以忍耐过这一段困苦的灾难时期。

‧末期的征兆 ‧门徒受逼迫‧耶路撒冷沦陷‧人子的降临‧末世必然来到

神的国在圣经所启示出来的末世论 ─
耶稣

耶稣

第一次降临

第二次再临

开始

完成

神的国 (历史观)

世上的国
成了我主

启十一15

和主基督的国。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还有更多更大的日子在前面等着…
还有更多更大的日子在前面等着

二一32-34

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
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
「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
他发芽的时候 你们 看见 自然晓得夏天
他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
夏天近了
近了。
近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

二 29 31
二一29-31

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

你们要谨慎…包含对他们的劝勉教导 ─
不要惊惶、不要受迷惑，遇见这些事情要存忍耐。

‧末期的征兆 ‧门徒受逼迫‧耶路撒冷沦陷‧人子的降临‧末世必然来到

在许多末世论的信息教导当中，
耶稣所提醒的都是一些伦理性的教导 ─
我们要如何面对，包含要儆醒、要预备…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
你们要谨慎
恐怕因贪食 醉酒
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你们要时时儆醒，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使你们能逃避这
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二一34
二
34-36
36

主耶稣被接升天离世已经超过两千年，
我们仍然在儆醒等候的期间；
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儆醒等候主的当中，
是充满了盼望的！

爱我们的耶稣，我们仰望你，

祷告

我们真的看见你自己的教训如何安定在天，
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生命的价值观、世界观、时间观，
都能够根植在你的话语当中。
不论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灾难 有多少抵挡主的势力
不论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灾难、有多少抵挡主的势力，
 让我们始终存着信心和盼望 ─看见你的国近了
 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
 让我们求告你的时刻，你的国也成为我们的国
 让我们所有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你
我们所有的信 和盼望都在于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