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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02-28-2021 

橄欖山寶訓-05 

末世與主再來-04 

⾺馬太福⾳音 24:15-22（可13:14-23；路路21:20-24） 

 
唐興 牧師 

 

 
 
經文： 
B-生產之苦劇烈陣痛：末期屬天階段開始（15-22） 
 
B1-聖約應許的實現：明白審判復興的計劃。 

15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 
 
B2-警醒回應神作為：脫離世俗事物的轄制。 

16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17 在房上的，不要下來拿家裡的東西；18 在田裡

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19 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20 你們應當祈求，

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 

 
B3-在審判中蒙救贖：信靠經歷神聖約信實。 

21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	

22 若不減少那日子【αἱ ἡμέραι ἐκεῖναι】，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

那日子必減少了。 
 
前言：如果橄欖⼭山寶訓，末世和主再來來的這⼀一段信息，是爭議最多的地⽅方。那麼今天的經

⽂文15-22節，則是爭議的中⼼心。但是，主耶穌在這裡提供了了⼀一個明確的解釋關鍵：就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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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理書中所說的「那⾏行行毀壞可憎的」。主耶穌特別提醒我們：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因

此，我們需要從但以理理書來來理理解「那⾏行行毀壞可憎的」的確實意思。特別是但以理理書9章的

「70個七」的預⾔言。因為那是舊約中所預⾔言的神百姓復興的⼤大計畫和應許。 

 

另外⼀一個關鍵性的經⽂文是在路路加福⾳音中的橄欖⼭山寶訓，⽤用了了不同的敘述：路路加福⾳音21:20

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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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節說：「因為這

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耶路路撒冷被兵圍困發⽣生在主後70年年的羅⾺馬帝國

軍隊圍困耶路路撒冷，最後拆毀了了聖殿。耶穌事先預⾔言耶路路撒冷要受到極⼤大的痛苦是為了了報

應的⽇日⼦子，要⾨門徒⾨門警醒回應，當看⾒見見「⾏行行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就要及時地逃跑。 

 

所以，根據路路加福⾳音，這裏不是在講「時代論」所提倡的「⼤大災難」，雖然⼤大災難這個字

出現在第21節。這裏是在講耶路路撒冷聖殿在主後70年年被羅⾺馬軍隊拆毀的事情。 

 
中心信息：神審判猶太⼈人極度的罪在毀滅聖殿的同時，把神的國度帶入復興的屬天階段。 

 
這裏是在回答第3節⾨門徒所問的問題的第⼀一部分：什什麼時候有這些事情。也就是第2節聖

殿被拆毀的預⾔言。主耶穌要他們讀，也就是要他們明⽩白但以理理書中所說的「那⾏行行毀壞可憎

的」是什什麼意思。當他們看到「那⾏行行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的時候，他們就要警醒的回應

主耶穌的預⾔言，要及時逃跑，因為神的審判要臨臨到了了，神要藉著基督的死和復活把祂的國

度帶入復興的屬天階段邁向完成。 

 
經文解釋： 
B-生產之苦劇烈陣痛：末期屬天階段開始（15-22） 

對當時的新約教會⽽而⾔言這是劇烈痛苦的經歷。他們要經歷⾃自⼰己國家政權徹底的瓦解；他們

要經歷猶太教會的逼迫殺害；他們的聖殿被完全的，徹底的拆毀。同時，他們必須認識到

這是他們的神正在執⾏行行聖約，實現但以理理書中神所啟⽰示的國度復興⼤大計畫。他們所經歷的

是⽣生產之苦的劇烈陣痛，是神國度進入末世屬天階段的開始。 

 

B1-聖約應許的實現：認識審判與復興的計劃。「15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

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首先，我們要明⽩白「那行毀壞可憎的」



 3 

的意思。然後，再到但以理理書去看有關的經⽂文，也就是但以理理書9章的第70個7中的預⾔言，

就是神向但以理理預⾔言聖殿毀滅並帶來來神國度的復興的⼤大計劃。 

 

B1a-「那行毀壞可憎的」[τὸ βδέλυγμα τῆς ἐρημώσεως] 。卡森 DA Carson 的 《EBC 聖經

註釋》指出，這句句話最可能的意思是：「那造成毀滅的可憎⾏行行為」。我們看到：NIV英⽂文

聖經翻譯為 [the abominable thing that layth waste] 「造成荒涼的可憎事情」；RSV 英⽂文聖

經翻譯為 [the desolating sacrilege] 「毀滅性的褻瀆⾏行行為」。 

 

「那造成毀滅的可憎行為」。許多⼈人都認為這是指那些佔領耶路路撒冷聖殿的外邦帝國，他

們玷汙褻瀆了了神的聖殿，殺害了了神的⼦子⺠民。雖然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但是，這些外

邦帝國的軍隊佔領耶路路撒冷的聖殿的真正原因，是以⾊色列列⼈人違背了了神與他們所立的約，就

是摩⻄西之約。導致神執⾏行行聖約的審判，⽤用外邦帝國作為審判的⼯工具。他們佔領聖殿，甚⾄至

毀滅聖殿，就像巴比倫倫帝國毀滅所羅⾨門王建造的第⼀一聖殿⼀一樣。當以⾊色列列⼈人不悔悔改，與外

邦⽂文化結合，敬拜偶像的時候，他們就是「那造成毀滅的可憎⾏行行為的」站在聖地。是以⾊色

列列⼈人⾏行行了了可憎的⾏行行為，殺害了了彌賽亞，迫害基督徒，是他們褻瀆了了的神的聖殿，⽽而導致聖

殿被毀。這是但以理理書說「那造成毀滅的可憎行為」的意思。 

 

B1b-但以理書。「那造成毀滅的可憎⾏行行為」在但以理理書中出現四次：8:13 節，9:27 節，

11:31 節，和 12:11 節。⼤大部分的解經學者都認為其中 3 段經⽂文都在舊約時期應驗了了，是在

主耶穌還沒有道成⾁肉⾝身之前所發⽣生的事。 

 

但 8:13，11:31 和 12:11 在舊約時期的應驗。在主前 164 年年，羅⾺馬帝國君王安提阿古斯四

世（Antiochus Epiphanes IV）[ο Αντίοχος Επιφανής]。他征服了了耶路路撒冷，禁⽌止猶太⼈人

獻祭。並在公元前 167 年年發⽣生了了褻瀆聖殿的事件：當時安提阿古斯不但征服了了耶路路撒冷

城，禁⽌止猶太⼈人祭祀，還在獻燔祭的壇上搭建了了⼀一個祭壇，供異異教徒獻祭⽤用（包括宰殺

豬，這是律律法書定為不潔淨的動物）（約瑟夫斯 12.253） ）;他在聖殿⾥里里站了了三年年，直到

猶⼤大·⾺馬卡比烏斯（Judas Maccabeus）起義（BC 167-160 年年），重新控制了了耶路路撒

冷，淨化了了聖殿並恢復了了真正的敬拜。這是歷史中已經應驗的事，所以，不是耶穌在這裡

所預⾔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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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9:27 是在新約時期的應驗。但以理理書 9:27 節：「27 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

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行毀壞可憎的如飛而來，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

毀壞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結局。”	」但以理理 9 章的「70 個七」的預⾔言，是講到神的整個

救贖⼤大計畫，包括了了耶路路撒冷聖殿的毀滅與重建，和神百姓的復興，以及舊約時期的終⽌止

和新約時期的到來來。這是主耶穌要我們讀但以理理書要明⽩白的地⽅方。讓我們再複習⼀一下，去

年年 9/20 的時候我們⼀一起思想過的但以理理書 9 章的「70 個七」的預⾔言。 

B1c-「70 個七」。神向但以理理所啟⽰示的⼤大計畫是「70 個七」。這裏的「70」是神懲處以

⾊色列列⼈人的罪並且復興祂的百姓，與聖約有關係的時間⽤用語。其最後的⽬目標是進入「安息」

和「禧年年」，就是神國度進入最後的完成。也就是天上聖殿的建造完成和神百姓得著完全

的復興——進入啓⽰示錄最後的「新天新地」。「70」是⼀一個象徵性的數字。「70 個七」

也是象徵性的，象徵完全的救贖和復興。即使這些數字：7，70，490… 等，有時候會找

到時間的對應，但是其意義還是象徵性的。譬如：啓⽰示錄中的 7 個教會。在歷史中的確

有那 7 個教會，但是那 7 個教會同時象徵了了當時普世的教會，也象徵了了整個末世時期所

有的教會。也許我們可以發現 70 年年在歷史事件發⽣生時間的對應，但是其意義還是象徵性

的。 

 

70 個七分為三個階段：「7個七」，「62 個七」，「第 70 個七」。第⼀一階段「7 個七」

是從神發出命令，透過天使回復但以理理的禱告開始，⼀一直到地上耶路路撒冷重建完成。第⼆二

階段是「62 個七」，這仍然是⼀一個困難的時期，雖然耶路路撒冷的確被重建，但是彌賽亞

受膏君王[ דיִ֔גָנ ַחיִׁ֣שָמ ]（mashiach nagid）要到「62 個七」之末才出現。第三階段是「第

70 個七」是整個救贖復興⼤大計畫的⾼高潮。「第 70 個七」是從主耶穌的死和復活，⼀一直

到主再來來的期間，也就是橄欖⼭山寶訓的「⽣生產之苦」時期。其中有五件事情發⽣生。這五件

事的發⽣生的⽬目的是但 9:24 節説的「要止住罪過，除淨罪惡，贖盡罪孽，引進永義，封住

異象和預言，並膏至聖者。」這五件事就是： 

 

第一，基督要被⾃自⼰己的百姓釘上⼗十字架「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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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必有一王的民[ דיִ֤גָנ ֣םַע ]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水沖沒」。這位受膏君王

⾃自⼰己的⺠民，不但拒絕他們的彌賽亞，還把祂釘在⼗十字架上，更更逼迫殺害祂的⾨門徒。他們可

憎的⾏行行為造成了了耶路路撒冷城和聖殿被羅⾺馬軍隊毀滅。「⼀一王」就是前⾯面被剪除的受膏者。 

 

第三，「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這是指神國度復興，邁向最後新天

新地之前的所處的環境。荒涼的事已經定了了，是指耶路路撒冷地上的聖殿⼀一直到世界末了了，

都不會被重建。其實，這和前⾯面 1-14 節的「⽣生產之苦⼀一般性的描述」是相同的。只是主

耶穌做了了更更進⼀一步的解釋。⽽而最完全的解釋是基督復活後啟⽰示的整本啟⽰示錄。 

 

第四，「一七之內，祂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祂」還是指前⾯面的受膏者基督。「堅

定」這個字是帶著爭戰得勝意義的聖約⽤用語。講到神的堅定，慈愛和信實。「一七之內，

祂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事實上就是主耶穌在前⾯面 14 節說的：「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

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也就是「萬國都要因你得福」的聖約應許的實

現；是亞伯拉罕恩典之約的實現。 

 

第五，「一七之半，祂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祂」還是指受膏者基督。基督復活升天之

後，在天上的帳幕獻上了了⼀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因此從基督復活升天到基督再來來，所有屬於

舊約的祭祀與供獻都⽌止息了了。那時候的猶太教殺害了了耶穌，在地上的獻祭雖然還在進⾏行行，

但是應該被視為是「那造成毀滅的可憎⾏行行為」站在聖地。應該是不合法和褻瀆的事。 

 

第六，⾃自然地接下來來就是：「那行毀壞可憎的如飛而來[ םֵ֔מֹׁשְמ֙ םיִצּו ּקִׁש ף ַ֤נְּכ לַ֨עְו ]，並且有

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結局。」「那行毀壞可憎的如飛而來」按照希伯來來

⽂文的意思應該翻譯為「那造成毀滅的可憎⾏行行為到達極度的時候」。這是指基督復活之後，

以⾊色列列⼈人仍然剛硬、悖逆、並且逼迫殺害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而造成神忿怒的審判。 

 

帖前2:16，「15 這猶太人殺了主耶穌和先知，又把我們趕出去；他們不得神的喜悅，且

與眾人為敵；16 不許我們傳道給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滿自己的罪惡。神的忿

怒臨在他們身上已經到了極處。	」因此，如同但以理理時代神興起巴比倫倫拆毀聖殿⼀一樣，

神興起了了羅⾺馬軍隊，屠殺了了耶路路撒冷的猶太⼈人，拆毀了了聖殿，使聖殿荒涼毀滅⾄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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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證明了了，路路加福⾳音 21:20 節所說的「你們看⾒見見耶路路撒冷被兵圍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場

的⽇日⼦子近了了。」22 節說：「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圍困耶路路撒

冷的羅⾺馬軍隊不是「那造成毀滅的可憎⾏行行為達到極度的」，神是要「報應」那些不知道悔悔

改的猶太⼈人。但以理理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當然更更不可能是，像許多⼈人認為

的，是指末世的「敵基督」了了。 

 

《EBC 聖經註釋》指出另外的⼀一個原因：「那造成毀滅的可憎⾏行行為」不是指羅⾺馬軍隊，

因為如果看到耶路路撒冷在主後 70 年年被羅⾺馬軍隊圍困，就來來不及逃跑了了。 

 

結論：所以，「那行可憎造成毀壞的站在聖地」是指猶太⼈人極度褻瀆神的罪，導致神興起

羅⾺馬軍隊圍困耶路路撒冷，並且對猶太⼈人執⾏行行了了公義的審判，並拆毀了了聖殿。這⼀一節的經⽂文

提醒我們要明⽩白神的審判和復興的計劃。我們⽣生活在⽣生產之苦的時期，明⽩白神的審判和復

興的⼤大計畫，可以堅固我們的信⼼心，並且使我們不會因為無知⽽而遭受到不必要的傷害。 

 

B2-警醒回應神作為：脫離世俗事物的轄制。「16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 

17 在房上的，不要下來拿家裡的東西；18 在田裡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19 當那些日

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20 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

安息日。」16-20節，是耶穌對⾨門徒和讀但以理理書會意的⼈人的警告和指⽰示。按照我們對但

以理理書「那行可憎造成毀壞的站在聖地」是指猶太⼈人在基督復活之後逼迫教會，殺害基督

徒。所以，主耶穌是要⾨門徒警醒地回應神的作為，立刻逃跑，因為神的審判近了了。「那時」

不是看到耶路路撒冷被羅⾺馬軍隊圍困，聖殿被毀的時候再逃。因為到了了羅⾺馬⼤大軍臨臨近的時候，

就已經來來不及了了。 

 

在第16節中主耶穌說「在猶太的」。也就是說這裡的對象不僅是當時的⾨門徒，還包括所

有耶路路撒冷的居⺠民。當羅⾺馬軍隊來來的時候，他們要施⾏行行羅⾺馬帝國的統治。所以，不僅是耶

路路撒冷城是危險的，沒有⼀一個村莊和城鎮會是安全的。⽽而且「在猶太的」這樣的⽤用詞，表

⽰示這是在耶路路撒冷最後被圍困之前就會發⽣生的事。也就是說整個的猶太省都要受到羅⾺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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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隊的統治。第20節講到守猶太⼈人「安息⽇日」誡命下，要逃跑會受到限制。因此這裡

暗⽰示了了耶路路撒冷被毀是發⽣生在猶太律律法被嚴格施⾏行行的時候，⽽而不是在世界的末了了。 

 

應用：這段經⽂文對今天⽣生活在⽣生產之苦時期的基督徒⽽而⾔言，是要我們警醒回應神的作為。

我們會看到教會受到周遭世界⽂文化的玷污，我們會看到福⾳音的真理理會被世俗的思想侵蝕，

基督徒的屬靈⽣生命會受到世俗事物的轄制。這些⼀一⽅方⾯面是仇敵撒旦的作為，⼀一⽅方⾯面是神對

祂的教會在末世的審判。我們需要警醒回應神的作為，逃離世俗事物的轄制。因為主來來的

⽇日⼦子近了了。我們⽣生命的盡頭也會隨時會來來到，我們要警醒，不要再浪費我們剩下的年年歲了了。 

 

B3-在審判中蒙救贖：信靠經歷神聖約信實。「21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

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22 若不減少那日子【αἱ ἡμέραι ἐκεῖναι】，

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 

 
21節開始的「因為」是在說明前⾯面17-20節逃避的原因。這裡的「⼤大災難」不是「時代

論」所提倡的教會被提之後或之前的「⼤大災難」。按照上下⽂文的意思，這裏是指前⾯面所說

的耶路路撒冷被毀的時候發⽣生的「⼤大災難」。主耶穌說「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

災難，後來也必沒有。」表⽰示這節經⽂文是在講⾨門徒們不久之後會經歷的事件，⽽而不是在講

世界末了了結束時候才發⽣生的事。 

 

大災難。根據猶太歷史學家Josephus 的記載（Jewish War 5.512-522）：「羅⾺馬軍隊

圍困了了耶路路撒冷城5個⽉月。猶太⼈人完全來來不及逃跑。饑荒使得城裡的街道上堆滿了了老⼈人的

屍體。年年輕⼈人和兒童們在市場像影⼦子⼀一樣徘徊尋找食物。活的⼈人連埋葬死⼈人的⼒力力氣都沒

有。有的⼈人乾脆就⾃自⼰己先趴到棺材裡⾯面等死。居⺠民屋⼦子的樓樓上擠滿了了等死的婦女和孩童，

他們因飢餓，嘴巴是張開的，眼珠都凹陷得看不到了了。等到羅⾺馬軍隊進入城內的時候，街

上房⼦子裡的屍體都流膿發臭了了。他們看到還有氣息的⼈人，就⽤用劍刺刺入他們的⾝身體。或者是

任憑他們繼續餓死。不僅耶路路撒冷城內如此，連城外的⼭山⾕谷中都是屍體。當羅⾺馬君王提多

Titus看到滿⼭山滿⾕谷流膿的猶太⼈人屍體時，他發出了了叫聲，他把雙⼿手向天展開，他向神呼

叫向神⾒見見證這不是他的作為。」這是記載在⽂文獻中的真實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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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雖然⼈人類歷史上有許多⼤大

災難：6百萬⼈人死於德國納粹集中營，多數為猶太 ⼈人，估計有2千萬⼈人死於蘇俄史達林林的

統治下。然⽽而，⼈人類歷史上從來來沒有⼀一個巨⼤大城市的⼈人，像耶路路撒冷的猶太⼈人⼀一樣被如此

的被消滅。這是耶穌所說的「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

的意思。 

 

神救贖的信實。即使是這樣的⼤大災難，其中也有神的救贖和保守「22 若不減少那日子

【αἱ ἡμέραι ἐκεῖναι】，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

了」加爾⽂文做了了這樣的註釋：「這對神的審判提供了了⼀一個驚⼈人的證據：就是當神使祂的有

形的教會遭受如此嚴厲的災難時，我們會認為⼀一切都要滅亡了了；但是，然⽽而神為了了保留留⼀一

些種⼦子，祂會奇蹟般地從毀滅中救出祂的選⺠民，儘管⼈人數很少，他們會與預期相反的，從

死亡的⼝口中逃脫出來來。因為，⼀一⽅方⾯面，這是要警告那些假冒為善的⼈人，以免他們依靠教會

的頭銜和外表，虛妄的認為他們不會受到懲罰。當那些⼈人已經到了了被毀滅的地步時，主會

⽤用某種⽅方式來來拯救祂的教會。另外⼀一⽅方⾯面，這是向敬虔的⼈人傳遞了了⼀一個奇妙的安慰，那就

是神決不會讓祂的憤怒持續下去，使他們遭到危險…沒有⼀一個選⺠民會被毀滅。」這也應驗

了了但12:1説的「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艱難，從有國

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神在審判中

救贖祂的百姓是聖經中不變的原則。因此我們可以在今天的末世時期，在⽣生產之苦時期，

信靠並且經歷神聖約的信實。 

 

結論：今天這段經⽂文告訴我們：耶路路撒冷被拆毀的歷史事件是「⽣生產之苦的劇烈陣痛」。

因為猶太⼈人不但殺害了了彌賽亞受膏者，還在耶穌復活升天之後逼迫新約的教會，殺害基督

徒。他們⾏行行可憎的⾏行行為達到極度，造成神使⽤用羅⾺馬帝國軍事⼒力力量量作為審判神家的⼯工具，導

致聖殿被毀。同時，隨著聖殿的被毀，獻祭的終⽌止，神國度就正式地從舊約時期進入新約

時期屬天階段開始，就是⽣生產之苦的時期，是天上聖殿被建造完成的時期，也是神百姓邁

向最後完全復興的時期。⽽而地上耶路路撒冷聖殿的被毀，標⽰示了了這整個復興的階段的開始，

⼀一直到主再來來。主耶穌警告我們：我們需要明⽩白神審判和救贖的⼤大計畫；我們不要被地上

屬世界的事物所轄制；我們要信靠並且經歷神持守聖約的信實與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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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