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對世界末日的預言

第五課…

中東時局與世界末日預言的關係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li 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暫停

請按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開始播放

路十三6-9 耶穌用比喻說：「一個人有一棵無花果樹栽在葡萄園裡。

他來到樹前找果子，卻找不著。就對管園的說：
他來到樹前找果子
卻找不著 就對管園的說
『看哪，我這三年來到這無花果樹前找果子，竟找不著。
把它砍了吧，何必白佔地土呢！』
管園的說：『主啊，今年且留著，等我周圍掘開土，加上糞；
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
主耶穌來到以色列地傳福音三年多，預表一件事情：
猶太人在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復活之後，
四十年是一個世代過去了，
從主耶穌 AD33 – 70 羅馬兵攻破了耶路撒冷城，
就像主耶穌舉的例子–把這個地掘開了、施了肥，
 初期教會在這一段時間產生了
初期教會在這 段時間產生了
 以色列人並沒有歸主，被趕散到世界各地時，
初期教會也傳到了世界各地
看到這棵樹最後是被砍下來了。

預言在聖經裏分了兩種：
 普通的預言，打仗和打仗的風聲、地震、饑荒、
普通的預言 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地震 饑荒
瘟疫、海嘯，聽到這個字可以瞭解到所發生的事情
 特定的預言，譬如有一棵特定的樹，它象徵著什麼？
它的預言是指著什麼來說的呢？
中東時局與世界末日預言的關係」，
「中東時局與世界末日預言的關係」，
影響到全世界局勢動盪的問題
在預言裏，無花果樹是代表了以色列。
 無花果樹在以色列地果樹中，
夏天還沒有來到以前先長葉子
夏天還沒有來到以前先長葉子，
長葉子的時候，不到多久夏天就到了
 如果主耶穌要給我們看夏天來臨前的景象，
如果主耶穌要給我們看夏天來臨前的景象
應該用杏樹來做比方，而會來的更好，
杏樹在聖經是代表復活的寫照，
是首先開花的果樹、是夏天來臨的先兆

馬可福音還提到：不是收無花果的季節。
確實 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是在猶太人的逾越節
確實，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是在猶太人的逾越節，
是陽曆三月到四月，是春天時期、不長葉子的。
主耶穌因為無花果樹下找果子找不到，
就咒詛了這棵無花果樹，
主耶穌難道不知道無花果樹這個時候是不長果子的？
祂為什麼到無花果樹下找果子呢？因為主耶穌說「我餓了」，
前 天晚上，他們是住在城外的伯大尼，
前一天晚上，他們是住在城外的伯大尼，
一定是住在馬大、馬利亞兩姐妹的家裏，
 難道那天早上沒有給主耶穌吃早飯嗎？
 沒有聽到任何一個門徒說他們餓了
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到，主耶穌做這件事情是一個特別的兆頭，
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到，主耶穌做這件事情是
個特別的兆頭，
是預言發生什麼事情。
在這種情形下 我們下面就好好看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下面就好好看
主耶穌所預言的這無花果樹是什麼意義。

以色列國的歷史：
 1446BC 摩西帶他們出埃及，
摩西帶他們出埃及 1406BC 進入迦南地
 1000BC 大衛王朝、所羅門王朝，
所羅門王去世 分成了南、北兩國
所羅門王去世，分成了南、北兩國
 北國 722BC 被亞述帝國滅掉，有十個族被擄，之後就消失了
 南國多半是猶大族，609BC 被巴比倫帝國所滅，
這個時候，神給了先知耶利米預言 (耶廿四)…
1 這事以後，耶和華指給我看，有兩筐無花果放在耶和華的殿前，
2 一筐是極好的無花果，好像是初熟的；

一筐是極壞的無花果，壞得不可吃。
筐是極壞的無花果 壞得不可吃
5 被擄去的猶大人，就是我打發
離開這地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
我必看顧他們如這好無花果，使他們得好處。
6 我要眷顧他們，使他們得好處，領他們歸回這地。
猶大人
我也要建立他們 必不拆毀；
我也要建立他們，必不拆毀；
就是無花果
栽植他們，並不拔出。

路十三6-7 耶穌說了一個比喻：

一個人有一棵無花果樹，栽在葡萄園裏，
個人有 棵無花果樹 栽在葡萄園裏
他來到樹前找果子，竟找不到。
無花果樹代表猶太人，葡萄園代表什麼呢？
我這三年來到這無花果樹前找果子，竟找不到，
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
主耶穌傳天國的福音，在猶太人地方已經傳了三年。
在這個第二天，耶穌進了聖殿，
在這個第二天
耶穌進了聖殿
主耶穌所看到的聖殿，是大希律王擴建很大的聖殿，
太廿四1 2 正走的時候，門徒進前來，把殿宇指給他看。
太廿四1-2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嗎？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嗎？我實在告訴你們
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
不被拆毀了。」
主耶穌對他們說了一個很大的預言。

耶利米書 642 年後，AD33 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城，
叫做 Palm
P l Sunday
S d 棕櫚樹節，人們像歡迎一個王一樣進城，
棕櫚樹節 人們像歡迎 個王 樣進城
這是主耶穌最後一個禮拜進城。
太廿一18-19 早晨回城的時候，祂餓了，

看見路旁有一棵無花果樹，就走到跟前，
在樹上找不著甚麼，不過有葉子。
就對樹說：「從今以後，你永不結果子。」
那無花果樹就立刻枯乾了。 咒詛無花果樹
可十一12-14 第二天，他們從伯大尼出來，耶穌餓了。

遠遠地看見一棵無花果樹，樹上有葉子，
就往那裡去，或者在樹上可以找著甚麼。
到了樹下 竟找不著甚麼 不過有葉子
到了樹下，竟找不著甚麼，不過有葉子，
因為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耶穌就對樹說
耶穌就對樹說：「從今以後，永沒有人吃你的果子。」
從今以後 永沒有人吃你的果子 」
祂的門徒也聽見了。

太廿七 主耶穌被拉到彼拉多面前審判，

眾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大家商議要治死耶穌，
就把他捆綁解給巡撫彼拉多…
22 彼拉多說：
彼拉多說
「這樣，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我怎麼辦他呢？」
他們都說： 把他釘十字架！」
他們都說：「把他釘十字架！」
23 巡撫說：「為甚麼呢？他做了甚麼惡事呢？」
他們便極力地喊著說：「把他釘十字架！」
24 彼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
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
「流這義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們承當吧
「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
25 眾人都回答說：
「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
猶太人的祖先自己給自己發了一個毒咒，
引起了以後的兩千年來猶太人所遭遇的事情，
都發生在他們子孫身上。

釘十字架後不到四十年，AD70 猶太人發動了
反抗羅馬帝國的暴動，把羅馬的駐軍殺了，
抗羅馬帝國的暴動 把羅馬的駐軍殺了
羅馬人豈會輕易放過，羅馬大軍就臨近。
但以理書有 個時間表 提到七十個七
但以理書有一個時間表，提到七十個七，
但九26 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

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水沖沒。
聖經的年十二個月是 年，每個月都是三十天， 年 360 天，
聖經的年十二個月是一年，每個月都是三十天，一年
這個預言的開始是從重新開始建造耶路撒冷，
 以色列人被巴比倫俘虜，波斯王古列
以色列人被巴比倫俘虜 波斯王古列
把他們放回去，重新建聖殿
 到主耶穌釘十字架的日子正好是 483 年
但以理所預言的就是這件事情，
從出令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時候
從出令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受膏君的時候 –
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

申廿九27-29 所以耶和華的怒氣向這地發作，

將這書上所寫的一切咒詛都降在這地上。
耶和華在怒氣、忿怒、大惱恨中將他們
從本地拔出來，扔在別的地上，像今日一樣。
本 拔 來 扔在別的
像今
樣
隱祕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
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
終於猶太人被迫離開了這塊地，被趕散到全世界各地，
這個無花果樹也枯乾了。
賽五5 現在我告訴你們，我要向我葡萄園怎樣行：

我必撤去籬笆，使它被吞滅，拆毀牆垣，使它被踐踏。
無花果栽在葡萄園 葡萄園就是以色列這塊迦南美地
無花果栽在葡萄園，葡萄園就是以色列這塊迦南美地…
6-7 我必使它荒廢，不再修理，不再鋤刨，

荊棘蒺藜倒要生長，我也必命雲不降雨在其上。
荊棘蒺藜倒要生長
我也必命雲不降雨在其上。
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
祂所喜愛的樹就是猶大人
祂所喜愛的樹就是猶大人。
這預言完全應驗了，以色列亡國被趕散到全世界。

AD70 猶太人發生抗暴之後，花了兩年的時間羅馬兵圍城，
「易子而食」發生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身上…
「易子而食 發生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身上


兩年之後，耶路撒冷被攻破了，羅馬兵發現
最難打的巷戰就是最後進攻聖殿的戰爭，
猶太人「你除非是踩在我死掉的屍體上，
否則無法再登 個臺階」跟羅馬人作戰
否則無法再登一個臺階」跟羅馬人作戰

羅馬人打下了聖殿後，一把火就把它燒了，
聖殿的頂是金做的，金子就融化在岩石縫裏頭，
他們把毀掉的岩石打碎掉，把融化的金子取出來，
最後結果真是如耶穌基督四十年前對門徒所講的
最後結果真是如耶穌基督四十年前對門徒所講的：
「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今天在羅馬的凱旋門看到雕像，
有一大堆的羅馬兵抬著金燈檯，
踩過的都是猶太人的屍體
踩過的都是猶太人的屍體，
慶祝凱旋，紀念征服耶路撒冷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