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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第 13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耶穌從殿裡出來的時候，有一個門徒對他說， 

夫子，請看:這是何等的石頭，何等的殿宇。 

這裡所指的是由希律王在耶路撒冷於公元前 2219年開始的偉

大聖殿。它成為古代的一個奇景。花了五十年建造。希律王

一世沒有辦法完成。像我們以前提及的，希律王一世喜歡使

用大石頭作為建築的材料。根據耶西弗的記載，希律所使用

一些最大的石頭曾被用來蓋聖殿。照記載有些石頭是 47呎

長，8呎高，12呎寬。現在似乎是不可能的，直到最近考古

學挖掘在西方牆壁的西南角地方，發現這些巨大的基石，大

約 35呎長，6呎高，8呎寬。但是當他們沿著安東尼奧堡壘

西方的牆壁開掘之時，他們偶然發現一塊極大的石頭；大約

是 45呎長。我站在石頭旁邊。它大約是 10呎寬和 8呎高。

幾乎像那些在聖殿建築中使用的石頭一樣大。他們評估這些

石頭重達 400噸。他們仍然驚異於是如何砍出這些石頭，把

它們雕刻到這麼平滑且移置到所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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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如何移動這些石頭還是個謎；是一個奇觀。他們到底如

何移動如此巨大的石頭，將它們移至所建之處令人匪夷所

思。這些石頭完美地被切割，石頭中間不需灰泥填補；只是

一塊疊一塊。一直到今日，各種的腐蝕，你帶一把刀，你試

著以刀鋒插入石頭間，它們中間是那麼完全的密合，以致於

刀鋒根本無法插入。建築物的的園頂以黃金覆蓋著。看著建

築物，從太陽的反射，以至於你不能夠直視。在某個角度太

陽會反射且射入你的眼睛。燦爛的建築物！是古代世界的奇

異事物之一。 

那麼當門徒從聖殿出來時，它們注意到這些極大的石頭和這

棟被希律建造令人驚異的建築物。那時是基督出生前的 20

年，現在基督 33歲左右，少了 4年是日曆上的錯誤，所以大

約花了 47年建造。這建築算是蓋好了。另外又花了 18年時

間完成。 

耶穌對他說，你看見這大殿宇麼。將來在 

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我想像這特殊的預言使門徒相當迷惑。約 40年後，當提多來



3 of 17 

馬可福音第 13章 

到並征服了耶路撒冷的時候，他們進入城市最後一個堡壘，

最堅固的堡壘，是聖殿的本身，城市裏最堅固的建築物，許

多猶太人逃到聖殿，為了要擋住羅馬人的軍隊。提多命令他

們不但不能破壞聖殿，還要保存封住它。一些羅馬軍人喝了

酒，開始向聖殿裏射箭，火箭。聖殿著火，在裏面的猶太人

被燒成灰。但是火的高熱溶化了圓頂的黃金。而且它被溶化

填滿了石頭的縫隙。然後羅馬人的軍隊為了要掠奪黃金，把

聖殿石頭一塊塊拿下，直到耶穌所說的預言逐字地被實現。

沒有一塊石頭被留在另外的石頭之上。你今天到耶路撒冷

去，當你觀看山谷裏的挖掘時，你能看見他們一直挖到羅馬

道路，是基督時候的道路。在基督時羅馬人的道路，你能看

見極大的石頭破碎在路上，好像從聖殿推倒的那些，或許有

一些聖殿石頭被推倒拿去填滿山谷。 

你看見那裏的石頭就像它們丟下去一樣。精確靜默的見證和

耶穌基督的預言相同。或是完全照祂所說的，將來在這裡沒

有一塊石頭留在另外一塊上。祂所說希律聖殿的預言應被注

意到。它們覺得所羅門聖殿的基石可能還存在聖殿山某處。

現在尋找所羅門聖殿的基礎是潮流所趨。史丹弗研究所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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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雷達裝置來尋測聖殿山下的表面，且做出隧道和基石的模

型展示。他們能夠用這個新型的測試來區別這些事物。他們

希望發現所羅門的聖殿基石。如果他們找到，將會有巨大的

聲浪再一次推動重建耶路撒冷的聖殿。猶太人已經大力地暗

中推動。我收到有趣的來自撒母耳高夫的郵件，他是聖殿山

基金會的領導。這人和他的部下將他們的生命奉獻在重建聖

殿上。當然，從聖經預言的角度看是絕對令人興奮的。 

耶穌在橄欖山上對聖殿而坐。 

他們離開聖殿區域，越過汲淪溪山谷往伯大尼去，或許上橄

欖山。這是座相當陡的山。在半山腰休息是一件好事。所以

祂和祂的門徒一起上橄欖山，然後坐下。 

彼得，雅各，約翰和安得烈，暗暗的問他說請告訴我們，甚

麼時候有這些事呢？(馬可福音 13:3-4) 

那指的是聖殿的拆毀。 

這一切事，將成的時候，有甚麼預兆呢。(馬可福音 13:4) 

預言的完成？ 

耶穌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馬可福音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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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耶穌警告的事是要預防欺騙者。這蠻有趣，整本新約

從頭到尾警告要預防假先知，教會被警告防欺人者。這些利

用耶穌基督的福音求己身利益。這人是教會的詛咒。有這麼

多吹牛者，他們是披著羊皮的狼。耶穌警告他們謹防那些欺

人者。 

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

人。(馬可福音 13:6) 

有一個名字叫 Moon木的人宣告自己是彌賽亞。我很驚奇竟然

有人會跟隨他。有數以千計的人賣花生和鮮花，以便能獲利

居住於這些宏偉的大廈。“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聲音，不

要驚慌；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

民，國要攻打過。”這從希臘文講是世界戰爭的境況；和很

久以來所講的打仗和打仗的風聲有些不同。這裡講的是世界

大戰！ 

“多處有地震，飢荒和麻煩。這都是災難的起頭。但是你們

要謹慎，因為人要把你們交給公會。並且你們在會堂裏要所

鞭打，又為我的緣故站在諸侯與君王面前，對他們做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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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人把你們拉去交官的時候，不要

預先思慮說什麼，到那時候賜給你們什麼話，你們就說什麼

話。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乃是聖靈。” 

耶穌這個預言確定會實現。在使徒行傳中萬民讀到他們怎麼

被帶到官長前，他們是如何被鞭打，他們如何被交給公會，

之後使徒保羅甚至站在亞基帕王前和尼祿前。但是耶穌說，

“不要擔憂你們要說什麼。”我們發現使徒行傳裏一個有趣

的故事，司提反被帶到公會，並且他開始預演他們的歷史。

他是這樣說的，他的臉開始像天使一樣發光，神的靈的膏抹

並充滿司提反。但是人們對他說的話卻是如此不解，最後他

們對他咬牙切齒，擁上前去，並且用石頭把他打死。現在很

多人對這個特殊的預言感到驚訝。“福音必須先傳給萬

民。”許多宣教團體以此或多或少作為宣教計畫的動力。他

們宣稱我們能藉由積極的傳教計畫催促耶穌基督回來，因為

福音必須在末世前傳到所有國家。使徒保羅寫信給歌羅西教

會的時候，基督死後的約三十年，在信中對教會說，“這福

音傳到你們那裡，也傳到普天下。”保羅宣稱當他寫信給歌

羅西教會時說福音已經傳到普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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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印度的教會追溯他們起源於門徒多馬。依照傳統，多馬

去印度並且傳講了福音，今天在印度有多馬的教會，在印度

基督徒工作中，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多馬教會。福音傳遍初

期的教會，遍及世界。真的，他們努力的見證跟我們今天有

很大的反差。他們並沒有像我們有現代的方法。當我讀保羅

的日誌時，看到他如何在旅行傳耶穌基督的福音。我懷疑他

在這噴射機時代所能做的不知多少。你看，有收音機，電視

機和噴射機等。他是無人可擋的。因為他當時必須走路搭船

往前走。走到人未信的領土去！那是多麼偉大的見證啊。 

現在不只保羅說在他寫信給歌羅西教會時福音已傳到了全世

界，而且在啟示錄書第十四章中，約翰在第六節說到，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飛在空中，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

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啟示錄 14:6) 

所以在末後日子，在苦難的時期，神將使用天使在空中宣告

永遠的福音，傳到每個國度，不同的語言，部落和人民。所

以耶穌再來的首要不是教會福音傳到普天下。你不能說，

“主今晚不能提升教會是因為福音還未傳到普天下。因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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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說過，在末世到來之前，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這是不

合理的爭辯。因為福音必將被傳而且基督預言將實現，但福

音不一定要由教會傳。耶穌沒有說門徒們要宣告福音。他只

是說會傳至各國。 

現在某些人認為天使飛在空中是那些小通訊衛星其中之一。

誰知道呢？但約翰看到這物體在空中飛行，向全世界的人在

傳福音。他在異象中看見這物體飛在空中，並且有聲音向眾

人傳福音。我們正跟人談判要將“今日經文”放在人造衛星

收音上傳送。它能傳送到全世界去。事實上，他們說小接收

裝置能以太陽能操作。所以只要一點錢，他們就能將小接收

器調至特定的人造衛星。世界任何地方的居民都能以小收音

機捕捉太陽能，並聽到廣播。在晚上，只需要拿一條主電

線，把它放在火上，在電線冷的部份和熱的部份中間就會產

生足夠電使小收音機在晚上能操作。真是神奇，這事今日在

進展。讓福音進入全世界的辦法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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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惟



9 of 17 

馬可福音第 13章 

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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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3:12-14) 

現在耶穌請求眾人要了解這些事實。在但以理書第九章中祂

說到“毀壞可憎的”。依照我的了解將啟示錄第十三章，帖

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和但以理書第九章和第十二章放在一

起，我就能看見並了解“毀壞可憎的”，依照聖經，猶太人

將要重建他們的聖殿。似乎重建聖殿的條約和安排會由一非

常有能力和智慧的領導者來完成，他將領導歐洲聯盟。但以

理書第九章提到，他會和以色列國立約，在三年半後，他會

毀約，行毀壞可憎的事。 

在但以理書第十二章說到，猶太人重新設立的常獻的燔祭將

被除掉。依照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這人來到神的殿

裡，自稱是神，要受人敬拜。他將行各樣的異能和神蹟，所

以，可能的話，他甚至會欺騙選民。依照啟示錄第十三章，

他會為自己製造一個塑像。這像會放在殿中，人們被迫拜這

像。他有能力將不拜的人置於死地。耶穌說，“讓讀這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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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要會意。”你們看見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不當站的地方

那是憎恨致使毀壞。這事導致毀壞或是大苦難時期的破壞，

最後的三年半。 

最終的褻瀆會促使神將祂的忿怒傾倒在這人身上；就是這大

罪人，沉淪之子，站在耶路撒冷重建聖殿，褻瀆天上的神且

宣稱他自己是神，迫使人把他當作上帝來敬拜。這是世人對

抗神的極點。神將開始審判世界，以便重建祂的新王國，公

義的王國，喜樂的王國和和平的王國。這大罪人迫使世人把

他當作上帝來敬拜的事件將會帶來三年半的苦難時期。 

所以耶穌提到，“在但以理書中提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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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他所講的並不是美國，他沒有談到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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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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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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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大患難時期世界在歷史上從未有過，甚至比挪亞時代的

洪水更壞。甚至比所多馬和蛾摩拉城市破壞更壞。在這三年

半時期世界將要發生的一切是眾人從來不曾見過的。今日，

強烈的反核運動和各種可怕的情節都在構思過程中。問題是

以我們今日的武器而言這些情節都可能發生。當然使用核武

器的世界大戰能使啟示錄指出的所有情節發生，這是個巨大

的毀壞。然而破壞和苦難的來臨不一定是人所引發的，而是

來自神對世界直接的審判。神將參與對墮落的審判。現在這

些在耶路撒冷毀壞時期的猶太人被耶穌警告逃到山上，所以

在另外一個福音書中提到，逃到曠野。在啟示錄第十二章約

翰談到婦人，以色列國。 

他說，“于是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叫她能飛到曠

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她在那裡被養活三年半。”

在大患難期間，猶太人受耶穌警告會逃到神為他們預備的曠

野去。在那裡神會供應照顧他們在大患難的三年半時間。在

以賽亞書第十六章神對摩押說，即現代的約旦，“大大打開

你的門並且接受我的民。安全的送他們到以東的首都，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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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庇護他們，直到大苦難時期結束。”所以再一次將這些合

起來，使用舊約中以賽亞書的預言，新約和啟示錄的預言，

在福音中；當行毀壞可憎的事發生時，猶太人到這時還有許

多人為這些幫助他們重建聖殿的人歡呼，他們歡呼視他為彌

賽亞，突然間他們的眼睛將被打開，他們將會明白，“這個

人欺騙了我們。”希望他們到那時候會回到聖經，遵守耶穌

的警告，會逃到岩石城。 

依照啟示錄，那敵基督的會派遣他的軍隊追趕這些猶太人，

但地會裂開將他所派的軍隊吞噬掉。神對他們說祂將會保守

他們安全直至這憤怒或大苦難結束。耶穌對他們說，“祈求

這些事不要在冬天臨到。”在馬太福音中祂添加說，也不要

在安息日臨到。 

對懷孕的婦女或是那些奶孩的人將會很困難的。“悲哀臨到

他們。”為什麼？因為他們必須逃避，會是很困難的，真的

會很艱難。你有小孩子實際上會限制你逃，會很困難。所以

真是悲哀，因為他們要經歷這段時期的困難。 

因為在那些日子必有災難，自從神創造萬物直到如今。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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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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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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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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了，月亮也不放

光，” 

這裏他所指的是和約珥書第三章預言相同的時日。在使徒行

傳第二章彼得引用了，我們在啟示錄第六個印記載到有關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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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勢都要震動那時他們〔馬太二十四章

三十節作地上的萬族〕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榮耀，駕雲

降臨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地極直到天

邊，都招聚了來。〔方原文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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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參考了以賽亞書中說的預言。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這樣，你們幾時看見這些事成就，也

該知道人子近了，〔人子或作神的國〕正在門口了。我實在

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廢

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在舊約的比喻中，無花果樹是指以色列國。在耶利米書第二

十三章神比喻以色列國像一筐極壞的無花果，壞得不可吃，

被拋來拋去，這在耶利米書中第二十四章記載著。 

然後在何西亞書第九章第十節，神再一次指以色列國像無花

果樹。主宣告， 

“我遇見以色列如葡萄在曠野。我看見你們的列祖，如無花

果樹上春季初熟的果子。” 

在約珥書第一章第七節，大聲呼喊國家發生的毀壞，他說

到，“它毀壞我的葡萄樹，剝了我無花果樹的皮。”在比喻

裏，以色列像葡萄園，但也像無花果樹。 

“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也該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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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許多聖經學者相信這指以色列國

的復國。看到以色列國復國的世代將會是最後的世代。我認

為這樣的解釋有它的有效性存在。現在耶穌宣稱祂的話將存

在，“天地要廢去…”聖經說天要彎曲，地要被高溫的熱溶

化。“但是我的話，”他說，“不能廢去。”這是神永遠的

話。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

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 

耶穌，正如我們所說的，當祂來到地上受限制時，是故意使

自己受限制。祂是在肉體顯現的神。當他在肉身的時候，他

不可能是完全的。他肉身被限制於一個地方。他也受限於不

知道祂實際回來的日子。祂說， 

“我甚至不知道，沒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 

現在祂與父在一起得榮耀。他知道了，但還在肉身的限制

時。那是在地上的肉身部份所受的限制。對於人若有對聖經

有神聖的啟示或是一些見識，說他知道主來的時日是相當愚

蠢的假設。盡管主在此明確表明沒有人知道祂再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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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自以為是的投機者總是可以促使人跟隨他們，因為他們

設立一套解釋聖經的系統，他們覺得耶穌基督的再來能解釋

得出來。 

在 1843年的時候，米勒使用但以理書，而且拿 2550天使之

成為 2550年，雖然聖經說是天。不知何故他翻譯天為年，然

後他得到 1843年。那是憎恨發生的時候；直到那時，2550年

而不是 2550天，將會潔淨的過程。他懶得看他的歷史書，否

則他會發現猶太馬可必思潔淨聖殿而預言實際成就的那日正

好是 2550天。因此但以理的預言就應驗了。這 2550，是日或

年，為此傷腦筋沒有什麼好處，但米勒卻為此大傷腦筋。因

此他帶著他的信實，穿上白袍，回到錫安，伊利諾州，坐在

等候耶穌再來的山上。他們確信這點。近期有人想名字上報

就預言基督來臨的日子，讓人興奮。幾年前有人拿錄音帶給

我，是有人預言 1978年的 4月 1日是基督的來臨之日。然後

去年那人到塔森，又說是去年 6月 30日。耶穌說，“沒有人

知道那日子，那時辰。”那我們該怎麼辦？祂說， 

“你們要謹慎，儆醒祈禱，因為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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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因為主可能隨時會為我們而回來。最好的忠告只是

“警醒祈禱。準備好。謹慎。你不知道何時發生。” 

“這事正如一個人離開本家，寄居外邦，把權柄交給僕人，

分派各人當作的工，又吩咐看門的儆醒。所以你們要儆醒，

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甚麼時候來，或晚上，或半夜，或雞

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來到，看見你們睡著了。我對你

們所說的話，也是對眾人說，要儆醒。 

耶穌對你說的是：要警醒！準備好。你不知道他來的確實時

間。他可能在傍晚來，他可能在午夜來，他可能在清晨來。

因為你不知道，只要警醒和預備。這是主想要我們過的生活

方式，持續期待他的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