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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可3~37橄榄山上的谈话橄榄山上的谈话
我我我我我我我，耶稣在橄榄山上我谈话。

可可3a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
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城我东边，撒迦利亚书曾曾预言：

在末后的时候，耶稣要再回来的时候，

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会分裂成为两边，

就有山谷的出现，那那橄榄山
就是 就神要回来所站的山就是就就神要回来所站的山。

现在耶稣在在受难以前我的的，

着最后一次对着圣殿、

最后一次的谈话。

可可3b~4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得烈
暗暗地问他说：
「请告诉我们 甚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请告诉我们，甚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甚么预兆呢？」

这四位门徒是是是希望知道这这这这，

也就是追寻真理 他们有寻求真理的心 也就是追寻真理、他们有寻求真理的心

 我们信徒也是一样，

有寻求真理的心的时候 就一定会寻见有寻求真理的心的时候，就一定会寻见

这那的的耶稣就就就在我，第第第~第第第，

耶耶这耶耶在耶耶这两个问题我的的耶耶这耶耶在耶耶这两个问题我的的，

在是先回答有有有有有有有我第二个问题–
圣殿要被毁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圣殿要被毁的时候、有什么预兆？

第第那是第会有迷惑人的事发生。

新约哪哪有哪哪在末后的世代当当、新约哪哪有哪哪在末后的世代当当、

有迷惑的人会会现会？

帖就帖3~10 保罗在那里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讲帖就帖3 10 保罗在那里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讲，

到后来的时候会有不法之人会被显露出来。

这那不法之人显显会我我的的，这那不法之人显显会我我的的

在就是他迷惑人的！

约约帖18b如今是末时了。
你们曾听见说 那敌基督的要来；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

启第7a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启 7a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
迷惑人的是是会冒耶稣的名说「我是」，

「我是」就是 会出出哪第可出 有第我、就是神的名字，我是」就是 会出出哪第 出 有第我 就是神的名字
冒充就是弥赛亚，可是真的弥赛亚来的时候，

是所有的万国都会看得见的都会认识的。

在第一世纪我的的，有有有有会有有有，

说他们自己是弥赛亚。
譬譬说 使有使使第第出 有丢大、第第出 西门，

就称神的大能者，认为自己是弥赛亚，他们都是假的基督。

到末后我的的，当当有「敌基督」我会现，他迷惑许多的人。

一个是有这个情况出现，

这样子的事情，会层出不穷的一直的出来。



可可7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譬譬说对政府的不满，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这这是我我这这这这我这这，这这是我我这这这这我这这，

但是这这这这并不是末时。

所谓 eschatos 最后的时候，所谓 eschatos 最后的时候，

不是人子会要再来的那个时候、

而是在人子再来的之前它的那个兆头。兆头

这那预兆只是第只只我的的，好好第那妇人要生孩子前我疼痛，

产产这我那产产产，就是这这这这会发生。产产这我那产产产 就是这这这这会发生
有迷惑人的这种假先知、假教士、假基督的出现，

而且有打仗的事情的出现。

这这这这在 就以以以可可6~8、就以以以以以16~18

这这这有说到，

事实上就是一种神对这世上有一些的惩罚。

譬譬说：让在我就好好是怀孕疼痛所产的、就像风一样，
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 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

妇人她会怀孕、临产的痛苦、在痛苦之中的喊叫…，

就是因为耶和华的惩罚。就是因为耶和华的惩罚。

耶耶31我听见有声音，彷佛妇人产难的声音，
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是锡安女子的声音；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是锡安女子的声音；
她喘着气、挓挲手，说：

我有祸了！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

还有地震、饥荒，这这这是灾难的起头：

地震就是神的干预、饥荒也可以说是神的审判。

以以耶19 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地震动了。
耶可第2他们问你说：我们往哪里去呢？

你便告诉他们 耶和华如此说你便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
「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

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 」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

先知书耶就有上有有这上我预言，

这是灾难的起头而而这是灾难的起头而而…
对神的百姓，耶稣就说：

虽然有这些兆头 可是你们就要谨慎虽然有这些兆头，可是你们就要谨慎，

不仅要谨慎，而且要把福音要勇敢的在这些灾难，

这些饥荒、地震、民攻打民 的现象当中，这些饥荒、地震、民攻打民…的现象当中

我我我我他勇敢的来传福音。

可可10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可可10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信徒在这个时候，可能在会堂里要遭受鞭打，

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见证。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见证。

耶稣说：你我在传福音我的的，

有可很会遭受逼迫。有可很会 受逼
这在初代教会我的的，这是在我我曾都；

不管是使徒彼得、约翰、保罗，

都受到这样子的待遇、都有这样子的经验。

这这是我我这这在这这这这传福音我的的，

在许多的国家里面 都会遭受到这样的逼迫在许多的国家里面，都会遭受到这样的逼迫，

可是福音我我他传给万民、末期才会到来。

可可11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 不要预先思虑说甚么可可11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甚么；
到那时候，赐给你们甚么话，你们就说甚么；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

我我在这上我我产难的阵痛当当，末期还没来到我就这，

也就是末期刚刚初开始的时候，在这样的动乱、压力当中，也就是末期刚刚初开始的时候，在这样的动乱、压力当中，

我们仍旧要勇敢为主作见证、为主传福音，

在在在到被审讯、审问我的的，我我仍他仍仍；在 在到 的的 我我 他 仍

到那那的的，在我我在哪在、在我我口中所说的话，

不是靠我们的智慧，而是靠圣灵，圣灵会给我们话语。

在路加福音谁会谁我我谁谁会？

耶稣会把当要说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

他会与我们同在。



可可12~13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
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 害死他们；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在这那的的有许多的逼迫，

甚甚有有甚甚他为主作见证，而丧失了自己的性命。甚 有有甚甚他 而

 但是这个肉身的丧失，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永远的生命

却是没有任何的伤害，反而我们却会必然得救
 为主忍耐到底的必然能够得救，

而且圣灵必然与我们同在、耶稣必然与我们同在

这是耶耶在第说：虽当在这种灾难当中，

但是但、三位一体的神，这与他的儿女同在。

可可14~15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 不要下来 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

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
表表说不是照字面解 是是是是是会？表表说不是照字面解，是是是是是会？

在圣殿我这的，原我是祭司献祭物给神我，

但是在 168BC 曾经有安提阿古依比芬尼但是在 168BC 曾经有安提阿古依比芬尼、

叙利亚君王，曾经在圣殿献了一只猪！

就把圣殿给玷污了，在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就把圣殿给玷污了，在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这产我预言在但以理书这曾曾也也也…

但但27 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但但27 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

新约 帖就帖4 他是抵挡主的、高抬自己的

超过一切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为神 和 受 敬拜 ，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的
 启可可14~15这那敌基督会谁会会会，

在兽面前能够行奇事、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当有这上我这这发生的时候，就就就灾难发生了，这

那个时候在圣殿的以色列人就要赶快的逃跑。

在 66AD巴勒斯坦地奋锐党，甚但为为为在，跟罗马人起了冲突，

招来罗马人的攻击 百姓应该赶快逃到约但河对面招来罗马人的攻击，百姓应该赶快逃到约但河对面

山上的一个小城叫作 Pella。
其耶仍只耶稣这是预言，在我他他那的的我拉比，其耶仍只耶稣这是预言，在我他他那的的我拉比，

这有也这上我预言，就是就就

圣殿迟早要被毁了 那个时候的人他们都知道圣殿迟早要被毁了，那个时候的人他们都知道，

所以有这样的预兆、兆头的时候，就赶快的就往山上去逃。

可可16~19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可可16 19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

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
冬这他冬到约但河对面的山，水位比较满、过河就很困难

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
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主的选民 他将那日子减少了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有就这哪到所是指什么时候会？

1 指基督末后再来的时候1. 指基督末后再来的时候

2. 指巴勒斯坦地在耶路撒冷要被毁的时候

3 不只是指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时候3. 不只是指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时候，

也是预言基督再来的光景

这可产说这，就最后一种说这说有可很，这可产说这 就最后 种说这说有可很

就是耶稣是先在预言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光景。

甚甚耶耶在预言这那这这这就， 70AD 圣殿甚甚耶耶在预言这那这这这就， 70AD 圣殿
就就罗马人摧毁了，这个事就应验了。

但是为了选民的缘故，他就把日子减少。但是为了选民的缘故，他就把日子减少。

选选，在旧约指的以色列人
新约，选民指不管是外邦人、犹太人新约 管 邦

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他救主的，都是神的选民

罗第29~30凡是神所预知的，他就预定的必定就能够得荣，
就是能够成为他的子民。



可可20~23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哪 基督在这里』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
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
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

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真真我弥赛亚我我的的，是全地的人这很都看见他，

都知道他从天而来，都不会有任何的怀疑跟犹豫。

 可可5~23 最主要都是有关于这些事情来的以前的预兆，

而且特别的是有关于耶路撒冷会被毁的时候

 可可24~27 比较偏重在人子第二次再来时候的预兆，

那那的的我预兆是是是会？

在那些日子 那灾难以后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
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

在旧约我的的这有预言…
将来在末后 神要来的时候 全地都要将来在末后、神要来的时候，全地都要…

日头、月亮都会变黑，天势都要震动，

 约约以第帖出：在末后的日子 约约以第帖出：在末后的日子，

天地都要震动、日月都要昏暗、星宿都要无光

 以可可10 天上的这些星球等等 都要不发光 以可可10 天上的这些星球等等，都要不发光
 会可可21 在日间的时候，本来是耶和华在云柱中

临到他的百姓，在夜间由火柱中临到他们，临到他的百 ，在夜间 火柱中临到他们，

但有的时候神要临到他百姓的时候，

是要在密云当中临到他们那里去

 诗但诗2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

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

在这里不但就是说天势要有改变、

要震动，人子会有大能

但诗13 就看到从天上来的人子，大有能力、大有荣耀

云就是神同在我第那记号，

神跟他百姓的同在就是在云中会可可 神跟他百姓的同在就是在云中
另另第那预兆，人子再来我的的，在他差遣天使，

把他的选民从四方 从地极到天边都招聚了来把他的选民从四方 – 从地极到天边都招聚了来

从四方招招了我，

在我约上有我先知这曾曾也也这上我预言：在我约上有我先知这曾曾也也这上我预言：

诗第可3~4我们的神要来
在他他他天上地下，甚了他审判他的民在他他他天上地下，甚了他审判他的民

以耶可6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
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对南方说：不要拘留

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
有有有我先知的预言这有有有他把百姓从四方带来，有有有我先知的预言这有有有他把百姓从四方带来

有从地极到天边我我，

申申哪申4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
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

有就从这这兆头哪在，就可就我到这第这这我预兆、

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呢？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耶稣是是无花果树这那这的耶耶有有我第一个问题，

当无花果树枝长叶 而且那时就是长绿叶的时候当无花果树枝长叶、而且那时就是长绿叶的时候，

你就知道夏天近了，

你看见这些事的时候 你就知道人子也就近了。你看见这些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子也就近了。

近了就是表表不久、就是接近了，仍是说立刻我是是，

这仍是不久，就是说接近了、还有一段时间、而曾在门口了。这仍是不久 就是说接近了 还有 段时间 而曾在门 了

可可可30~32我实在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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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个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

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惟有父知道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

换换谁说，这个时辰到所是什么时候会？

耶稣 你们 能看这些预兆耶稣说：你们只能看这些预兆…



刚刚我就就你我我这这预兆，你就就就人子近了，

可是真正的时辰 连子都不知道；可是真正的时辰，连子都不知道；

这就是有关于子的人性的限制，他愿意顺服神，

只有神知道 所以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没有人知道。

既当没有人知道，那这个时辰我我他采取什么态度会？

我我就我我他谨慎、他祈祷、而而他警醒，我我就我我他谨慎 他祈祷 而而他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

我们没有人知道人子什么时候来。我们没有 知道 子什 时候来。

譬如他忽然来到，我到我我这不警醒、这都都了，该该我这该该、

这在都都、都懒我谁，那在他怎么处置我们会？这在都都 都懒我谁 那在他怎么处置我们会？

有就耶耶就说：我们虽然不知道真正的时候，但是必须要警醒，

必须要谨慎、要去传福音、要尽我们的本分。谨慎 传

说就我这最那最– 要警醒、要谨慎这这最，

都是用现在式的命令式在做的，都是用现在式的命令式在做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持续的警醒、要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