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研讀 

第102課: 識時務者為俊傑 

（路加福音 21:5 - 35） 

 

5.有人談論聖殿是用美石和供物妝飾的；   6.耶穌

就說：「論到你們所看見的這一切，將來日子到

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

了。」  7.他們問他說：「夫子！甚麼時候有這事

呢？這事將到的時候有甚麼預兆呢？」  8.耶穌說：

「你們要謹慎，不要受迷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

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又說：『時候近

了』，你們不要跟從他們！  9.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

的事，不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只是末期

不能立時就到。」  10.當時，耶穌對他們說：「民

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11.地要大大震動，多處

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

顯現。  12.但這一切的事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



們，逼迫你們，把你們交給會堂，並且收在監裏，

又為我的名拉你們到君王諸侯面前。  13.但這些事

終必為你們的見證。  14.所以，你們當立定心意，

不要預先思想怎樣分訴；  15.因為我必賜你們口

才、智慧，是你們一切敵人所敵不住、駁不倒的。  

16.連你們的父母、弟兄、親族、朋友也要把你們交

官；你們也有被他們害死的。  17.你們要為我的名

被眾人恨惡，  18.然而，你們連一根頭髮也必不損

壞。  19.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魂。」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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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

裏的應當出來；在鄉下的不要進城；  22.因為這是

報應的日子，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  23.當那些

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因為將有大災難

降在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  24.他們要倒

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

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 25.「日、月、星辰



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

響聲，就慌慌不定。  26.天勢都要震動，人想起那

將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  27.那

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雲降臨。  

28.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

的日子近了。」  29-30.耶穌又設比喻對他們說：

「你們看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它發芽的時候，你

們一看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  31.這樣，你們看

見這些事漸漸地成就，也該曉得神的國近了。    32.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

成就。  33.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34.

「你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

累住你們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  

35.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引  言 



 

1) 識事務者為俊傑，「眼光」是非常重要，我們要

洞悉我們是處於一個怎麼樣的世代，這世代有什

麼標記 (signs of the time)， 正如耶穌在路加福音1

2:54說：「你們看見西邊起了雲彩，就說：要下

一陣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風，就說：將要燥

熱，也就有了。假冒為善的人呀，你們知道分辨

天地的景色，怎麼不知道分辨這時候呢？」耶穌

斥責那些猶太人，他們看到西面而來的雲彩，就

知道快要下雨了，因為西面是地中海。看到從南

面沙漠來的熱風，就知道天氣又乾又熱。他們曉

得看天色，但卻不曉得分辨他們所處的是什麼時

候呢！中國人說：識時務者為俊傑，這是真的。

聰明的所羅門王也說：「智慧的心，能辨明時候

和道理，各樣的事務成就，都有時候和定理 (time 

and procedure)。」 

 

2) 無可否認，路加福音這段聖經是非常難明、複雜

和爭論極多的一段經文，同時又是非常精彩、對

我們極貼切的經文。值得我們細細閱讀。 

 

 



 

(一)  吊詭性的真理 

 

1) 首先，表面看來這段經文充滿了矛盾，前後不

一致，難以理解。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三個矛

盾。 

 

第一個矛盾是：前言不對後語的矛盾。 

v.29告訴我們：「耶穌由用比喻對他們說，你

們看見無花果和各樣的樹，發芽的時候，你們

一看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我家有顆無花

果樹，每逢四、五月間，本來時光兀兀 的，

忽然長出不少嫩枝和嫩葉來，我們就知道夏天

快臨近了。很明顯，耶穌用這個比喻，是指末

世的時候，你們必定看到一些標記(signs)， 就

知道彌賽亞快要降臨了。換言之，彌賽亞來的

時候，是有預兆或徵兆的。 

 

但如果我們看看馬太福音24:36，提到 耶穌在

講這一段話時，同時又講是了一句與此相反的

話：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



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獨父

知道。」 

 

這兩段話明顯是互相衝突，彼此矛盾，前言不

對後語，明明說彌賽亞來的時候是有預兆，是

可知的。跟著又說沒有人知道，連祂自己也不

知道。 

 

2) 第二個矛盾: 古怪的地方，就是那些所謂「預

兆」「那些事」的問題了！ 

v.7他們問他說：「夫子，什麼時候有這些事

呢？這是將到的時候，有什麼預兆呢？」於是耶

穌回答他們的問題，又講出很多所謂的預兆

來: 

 

 

●  v. 8 有人冒耶穌的名來，說我是基

督。 

 

●  v. 9 打仗和擾亂的事。 

 



●  v.10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  v.11 地大大震動，多處有飢荒，瘟

疫，可怕異象。 

●  v.12 有人捉你坐監  

●  v.17 你們為耶穌的名被眾人恨惡。 

 

我們不禁問：這些是末世的預兆嗎？  

明顯不是！自從新約時代開始，有哪一個時代

不是有人冒耶穌的名，聲稱自己是基督呢？有

哪一個時代不是沒有飢荒、地震、打仗、信徒

跌倒呢？ 

 

或許我可以作以下一個比喻，若有人問我：你

何時回香港一行？我回答說 ：當你看見香港

有人吵架、有人跳舞、有人唱K、你就知道我

回港一行的日子近了！請問：有哪一天香港是

沒有人吵架、沒有人唱K、沒有人跳舞呢？這

根本就不是預兆，因為這些事情天天都發生，

見怪莫怪。有人反駁說：「不是呀，耶穌這裏



所說的是程度問題，主耶穌再來之前，這些事

情會更頻繁，更厲害！」但我會問到：你的標

準在哪裏？什麼才是頻繁 ，什麼才是厲害

呢？其實，講了好像沒有講的一樣，耶穌絕不

會如此低能的！ 

 

3) 第三個矛盾是: 歷史與末世之間的矛盾。 

 

當耶穌講這些預兆時，很明顯有些經節是歷史

將要發生的事：如v.6 「論到你們所見的這一

切，將來日子到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

石頭上，不被拆毀了。」很明顯，耶穌是指著

公元後69年所發生的事，即耶路撒冷聖殿被

毀。又如v.20 ：「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

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場的日子近了！」這也是

明顯指著69年所發生的事。 

 

然而，這裏所描繪的明顯也有一些不是指69年

所發生的事。 

譬如v.27：「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耀駕雲降臨。」明顯這是指主再來的現



象。除了時間上的矛盾外，還有地域上的矛

盾。 

 

有些經節明顯是指耶路撒冷或猶太人所在的地

方，如v.20提到耶路撒冷被兵圍困，v.21提到

在猶大的應當逃到山上， v.29提到耶路撒冷要

被外邦人踐踏。 

 

但有些經文明顯是指著整個世界宇宙，並非單

指巴勒斯坦這塊地方。如v.25「日月星辰要顯

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v.26清楚的

說明這事將要臨到整個世界。v.35也說明那日

子要這樣臨到全地一切居住的人。 

 

所以我們看到整段聖經好像是雜亂無章，一時

是講及巴勒斯坦這地方，一時又能及整個世

界，好像非常混亂似的。我們不禁問道：究竟

耶穌在這裏說什麼？ 

 

 

 

(二)  主降臨與人子降臨 



 

 

1) 如果我們要明白這段聖經所存在的矛盾，我們

就先要明白三個非常重要的背景： 

 

第一：猶太人對「主降臨和末世的關係」的觀

念。 

 

留意v7，門徒問耶穌說：「夫子，什麼時候有

這些事呢？這事將到的時候，有什麼預兆

呢？」 從馬太福音24:3 我們知道 ：路加所謂 

「這事將到的時候」是指世界的末了。對現代

的信徒來說，我們一聽到 末世，就聯想到主耶

穌的再來。 但昔日的猶太人，並沒有主再來的

觀念，他們以為彌賽亞的降臨，既是拯救以色

列民，同時也審判不信的人。 但是新約聖經告

訴我們：主耶穌的降臨是分兩次的，祂第一次

來，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們，凡

信祂的必得永生，不論是猶太人、是外邦人也

因著信稱義。主耶穌第二次再來，祂不但要完

全救贖我們，還審判所有不信的人。末世是在

耶穌第一次來的時候已經啟開了，但卻未完



全。等到主再來的時候，一方面完全的救贖我

們，同時也審判不信的人。我們稱這段時期為 

already-but-not-yet 時期。 

 

2) 在舊約的時候， 常常提到「主的日子」(The Da

y of the Lord)，也即是彌賽亞降臨的日子。(約

珥書2:30-31；以賽亞書13:10-13) 。對猶太人來

說，這是審判的日子，神的憤怒要彰顯，所以

當約翰出來傳道的時候，說： 「誰指示你們逃

避將來的憤怒呢？」約翰正代表了所有舊約先

知的警告。但同時，主的日子也是拯救的日

子，神將會拯救祂的子民。當我們如此解說，

是否否定了約翰及舊約先知的話呢？非也。我

們稱舊約先知的看法是一種 telescopic 看法。正

如一個山，從遠處望去，以為只有一個高山。

誰料當我們行近高山時，發現一山還有一山

高，其後有更高的山。只是從遠處望，以為只

有一個山，這就是telescopic view 了。 我們會問

道：「在這個 already-but-not-yet 期間，信徒與

一個不信的人有何不同呢？保羅在哥林多後書

第五章告訴我們：我們信了主後，就有聖靈居



住在我們心中，保羅稱之為 arrabon，中文譯作

憑據，其實這個希臘字是商業用語，是解作首

期落訂。」但門徒不明白這意思，與其他猶太

人一樣，以為主來只有一次， 既是拯救，有時

審判。所以又有些混淆不清了！ 

 

3) 如果我們細心看看這段經文的上文下理，我們

就更明顯知道耶穌的意思了。路加福音20-21章

有一個非常鮮明的主題，就是比較兩個不同的

時代，不同的世界。v.27-40 耶穌解答撒都該人

所問及有關復活的問題，強調這兩個世界/時代

的觀念： 

 

v .34-35⸻這個世界的人，有嫁有娶 ，那個世

界的人(復活人的世界) 沒有嫁娶。 我們活在這

個世界的人，仍有死亡，但將來的世代卻再沒

有死亡，是新天新地 。這段聖經繼續發揮這個

主題，我們要認識清楚這是一個 alreay-but-not-y

et 的世代，才可以在這世代中活得精彩。  

 

 

 



(三)   榮耀管治的世代 vs 受苦警醒的世代 

 

 

1) 明白了這經文的主題和背景後，我們就明白這

段聖經的涵義了。v.8 是整段聖經的中心，也是

全段聖經的主句。「耶穌說：你們要謹慎，不要

受迷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

是基督。又說：時候近了。你們不要跟隨他

們。」整段聖經的中心，乃是告訴我們：不

錯，耶穌是彌賽亞，也是已經來了，末世也是

啟開了，但這只是already的階段。再者，這並

不是榮耀管治的時代，神最後的審判還沒有

到。我們仍在死亡控制中， 我們仍要受苦、受

試煉 、套用舊約的語句，我們仍在曠野中，尚

未進入安息地，(參看希伯來書第四章)，所以

耶穌屢次囑咐我們要謹慎，免得入了迷惑。 

 

2) 耶穌在甚麼處境講這番話呢？ 按馬太福音24 :1

所記載，當時門徒看到宏偉的聖殿，就指給耶

穌 

看，耶穌就說： 「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嗎？我

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



石頭上不被拆毀了。」門徒以為彌賽亞來了，是

一個榮耀管治時代的開始，猶太人不再被欺

壓，不再有眼淚了！耶穌說：你們錯了！現在

不是榮耀管治時代，相反的是受苦的時代，世

上仍充滿黑暗、痛苦、災難和試探，於是耶穌

就列舉一些例子給他們看: 

 

●  v. 5 有人冒耶穌的名來誘惑我們，自

從新約 時代，不住有異端邪說

充斥在教會中，昔日如是，今日

也是如是。 

●  v. 6 打仗和打仗的聲音，民攻打民，

國攻打國，多災多難，這個世界

無時無刻不在戰爭中。 

●  v. 7 有飢荒、地震等災難。 

●  v. 9 憎恨基督徒，殺害他們。 

●  v.11 有假先知迷惑信徒。 

●  v.12 不少信徒的愛心漸漸冷淡下來。 
 

3) 耶穌特別提到A.D.69的災難。 v.15-21是一段奇

怪的經文，在這段經文，我們看到一些特點： 



 

● v.15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

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究竟

這是什麼意思呢？沒有人知曉。

「那行毀壞可憎」是指什麼呢，

亦沒有人知曉。但這裏所提到的

聖地明顯是指聖殿。此句出自舊

約但以理書12:11，一般解經家以

為這是指170 B.C. Antiochus Epipha

nes ，非常殘酷的敘利亞皇帝，強

迫猶太人把豬獻於聖殿中，以侮

辱猶太人的信仰。所以，是指聖

殿被污辱、被拆毀一事而言。 這

也正是在A.D.69 羅馬提多將軍摧

毀聖殿，大開殺戒，有一百萬猶

太人在這之屠殺中捐軀，血流成

河，所以耶穌在此說：「那時，在

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裏的應

當出來，在鄉下的不要進城；因為

這是報應的日子。」(v.21-22) 

 



●  總括來說 ，在這個already-but-not-y

et 的世代，黑暗仍是掌權，我們

在世上仍是有難。然而，神已經

賜下聖靈在我們心中，指引我

們，作我們的安慰師，好叫我們

有信心預備主的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