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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主義 

Premillennialism 

(啟 20:1-6) 

 

前言 

 
1. 1980 年代以來，最熱門的宗教主題之一是: 耶穌基督很快就要回到這個世界，也在

耶路撒冷建立祂的國度. 

A. 多半基督教派都相信這個理論. 

B. 如果我們拜訪每個基督教派的教友，問他們: 你相不相信這個理論? 多數人會

說: 我相信. 

2. 你覺得，這個理論怎麼樣? 

A. 我可以用聖經證明這個理論嗎? 

B. 還是這只是人自己的理論呢? 

1. 帖前 5:21. 

2. 約 7:17. 

3. 我先來解釋一下: 這個理論包括那些? 

A. 這個理論說:  耶穌第一次來世間要建立祂的國度. 

1. 但是因為猶太人不相信耶穌是彌賽亞，所以他們拒絕祂 (耶穌). 

2. 這個理論也說: 因為猶太人拒絕耶穌，所以耶穌覺得祂沒有辦法建立祂的

國度. 

3. 所以 (這個理論說) 祂要建立暫時的組織.  他們說這個組織是教會. 

4. 所以這個理論說: 國度跟教會不一樣. 

B. 而且，這個理論說: 耶穌快要再來建立祂的國度. 

1. 這個理論說: 耶穌再來以前有很多預兆. 

2. 他們說:  這些預兆記在馬太福音 24 章. 

3. 這個理論也說: 耶穌再來以後，祂在世上要統治 1,000 年.  他們覺得啟

20:1-6 說到這個意思. 

C. 這些假道理都錯了. 

4. 今天的講題有四個要點: 

A.  馬太福音 24 章是否支持這個理論? 

B. 啟示錄 20:1-6 是否教導耶穌要在世上統治 1,000 年? 

C. 基督的國度已經建立了. 

D. 耶穌再來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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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馬太福音 24 章是否支持這個理論? (參考 可 13 章; 路 21 章). 

A. 我們學聖經時，必須以容易懂的經節來解釋不容易懂的經節. 

1. 很多人試着以難懂的經節來說一個道理，而這個道理跟容易懂的經節互相

矛盾.  馬太福音 24 章就是一個例子. 

2. 請注意:  神的話 (聖經) 沒有矛盾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有兩個經節，一

個經節容易懂，一個經節不容易懂，這兩個經節看着像矛盾時，你應該再

研究難懂的經節是什麼意思. 

3. 以容易懂的經節解釋不容易懂的經節. 

B.  太 24 章，這段經節是否教導耶穌快要再來建立祂世上的國度呢? (太 24:1-3). 

1. 再看第三節.  在這裏，使徒們以為問耶穌一個問題. 但是實際上是兩個問

題. 

2. 耶穌剛剛說到聖殿的拆毀.  使徒們覺得拆毀聖殿當然是末日的意思. 

(1) 第一個問題是:  請告訴我們，甚麽時候有這些事? 

(2) 第二個問題是:  你降臨和世界末了，有甚麼豫兆呢? 

3. 耶穌先回答第一個問題，記在太 24:4-34，再回答第二個問題，記在太 24:36

開始至太 25:46. 

C.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答案 (太 24:4-34). 

1. 第一個答案包括:  聖殿和耶路撒冷的滅亡.  這個情形有很多預兆. 

(1) 歷史告訴我們: 西元後 70 年羅馬大軍來滅耶路撒冷. 

(2) 那個時候有 100 多萬人都死掉了. 但是猶太歷史家約瑟法斯告訴我們: 

多半基督徒逃出耶路撒冷而免於滅亡. 

(3) 為什麼呢?  因為耶穌給他們預兆，他們相信就逃走了. 

2. 我們來看耶穌對門徒所說的這些預兆. 

(1) 太 24:6 –『末期還沒有到』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到耶路撒冷的滅亡. 

(2) 太 24:13 –『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到耶路撒冷的滅亡. 

(3) 太 24:14 – 參看 西 1:23.  這是西元後 63 年. 

(4) 太 24:14 – 參看 路 21:20.  歷史告訴我們: 羅馬大軍來到耶路撒冷，

然後退去一段時間讓基督徒逃走.  然後大軍再來圍耶路撒冷.  那個

時候，沒有人能出城. 

(5) 太 24:16-22.  假如這是說到末日就沒有意思.  但是說到耶路撒冷的

滅亡的話，有道理. 

(6) 太 24:23-27 – 所以耶穌告訴他的門徒:  如果有人說基督已經秘密的

來了，耶穌說:  不要相信他們的話.  耶穌再來的時候，每一個人都

知道 (徒 1:11; 啟 1:7). 

(7) 太 24:29-31 – 這段經節的話聽着像是末日的情形，但不是末日的情

形，而是指着耶路撒冷的滅亡說的.  這段經節的話是象徵性的話.  

在舊約裏面，聖經常常用這種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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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賽 13:6-11,13. 

(b) 賽 34:4,5. 

(c) 結 32:7,8. 

(d) 賽 19:1. 

(8) 太 24:32-34.  耶穌說到以上的預兆.  祂不是說到末日的情形. 

(a) 有人說:『世代』說到猶太族.  他們說:『現今猶太人還在，所以

那段經節都說到現今的情形』. 

(b) 『世代』差不多有 40 年那麼長久.  聖經怎麼用『這世代』這詞? 

(太 24:34; 11:16; 23:36; 12:41). 

(c) 太 24:34 –『這些事都要成就』. 『這些事』說到什麼事呢? 是說

到耶穌剛剛所說的預兆.  所以 太 24:4-34 都說到耶路撒冷城及

聖殿的滅亡，而不是說到末日的情形. 

3. 太 24:35 起，耶穌把話題一轉說到末日的情形. 

4. 看 太 24:36 – 從這經節起到 太 25:46，耶穌說到末日的情形. 

5. 末日的情形沒有預兆 (可 13:32-37). 

D.  太 24:1-34 不是說到耶穌快要再來世上建立祂的國度.  以太 24 章為根據來說 

明耶穌將要在世上統治一千年的說法，是誤解這段經節了. 

 

 II.  啟示錄 20:1-6 是否說到耶穌將要在世上統治 1,000 年? 

 

A. 我們應該記得我們剛所說讀聖經的原則: 讓容易懂的經節來解釋難懂的經節.  

提倡『千禧年』說法的人正好讓難懂的經節來解釋容易懂的經節. 

B. 啟 20:1-6.  這段經節是否說到『千禧年』這個理論? 

1. 很顯然的，啟示錄這本書，有很多是以象徵性的文字寫成的. 

2. 在這段經節裏面，有鑰匙，一條大鍊子，龍，古，蛇，無底坑，1,000 年，

寶座，獸，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復活. 

(1) 提倡『千禧年』的人說: 除了 1,000 年以外，其他的都是象徵性的. 

(2) 這種解釋法很奇怪，因為他們需要一個經節說到 1,000 年. (除了啟示

錄 20:2 以外，聖經上沒有任何地方說到 1,000 年. 

(3) 所以他們說: 1,000 年不是象徵性的，但其他的詞都是象徵性的. 

3. 千禧年主義說: 耶穌要再來世上建立祂的國度及要坐在大衛的寶座上. 所

有的猶太人都要回到迦南地去及所羅門的聖殿再建. 

(1) 這些事情都是千禧年主義的必要條件. 

(2) 但是你看啟 20:1-6 都沒有說到這些事情.  其他的經節也都沒有說到

這些事情. 

4. 所以，如果你相信這個理論，不能支持這是聖經上的道理. 

C. 啟 20:1-6 到底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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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人問:  這段經節是什麼意思?  如果人說: 不能肯定是什麼意思.  所以

那個人說: 既然你不能肯定，那就是『千禧年』說的意思. 

(1) 但是我們都了解:  有的時候我們不能肯定一段經節是什麼意思，但是

我們能肯定那段經節及其他的經節沒有矛盾. 

(2) 比方說:  有兩個人在一快兒談話.  甲說: 你看，你媽媽來了.  乙說: 

她不是我媽媽.  甲說: 她是誰?  乙說: 我不知道.  甲說: 如果你不

知道她是誰，你怎麼知道她不是你媽媽? 

(3) 雖然我們不能肯定一段經節是什麼意思，但是我們能肯定那段經節不

是那個意思. 

2. 啟 20:4.  這本書 (啟示錄) 是為了安慰第一世紀受逼迫的基督徒，並且鼓

勵他們繼續按着神的旨意去行，就可以蒙神的喜悅，可以進天堂. 

D. 所以，這段經節的意思不是耶穌要再來世上統治 1,000 年. 

 

III.  神的國已經建立了. 

 

A. 耶穌不要再來世上建立祂的國度統治 1,000 年，因為祂的國度已經建立了. 

1. 『千禧年主義』說:  耶穌第一次來世上，祂要建立祂的國度，但是因為猶

太人拒絕祂，所以祂失敗了.   

(1) 他們說:  因為祂失敗了，所以祂建立教會. 

(2) 他們說:  教會就是暫時的組織. 

(3) 這理論也說:  教會跟國度不一樣.  等一下我們要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2. 『千禧年主義』也說: 耶穌第一次來祂失敗了.  假如第一次耶穌失敗了，

他們怎麼知道第二次祂一定成功呢? 

(1) 請注意:  這個理論說:  神失敗了!!! 

(2) 神是否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呢?  祂怎麼可能失敗呢? 

(3) 你相信神是一位失敗者嗎?  我不相信.  但是如果你相信『千禧年主

義』是對的，你必須承認神是一位失敗者. 

B. 國度與教會是同一個組織 (太 16:18,19). 

1. 耶穌是教會的頭 (西 1:18,24; 弗 1:22,23). 

2. 彼得也告訴我們:  耶穌已經坐在祂的寶座上 (徒 2:29-36). 

C. 以賽亞告訴我們，末後的日子，神要建立祂的國度 (賽 2:2-4). 

1. 先知但以理也預言到神的國 (但 2:31-46). 

(1) 但 2:5,6. 

(2) 但 2:27,28. 

(3) 夢裏大像代表四個帝國. 

(a) 巴比倫 (32 節). 

(b) 波斯 (3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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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希臘 (32 節). 

(d) 羅馬 (33 節). 

2. 所以，但以理說出一個預言.  他告訴我們神永遠的國度什麼時候開始 (但

2:44). 

(1) 因為歷史上告訴我們: 巴比倫帝國之後是波斯帝國，然後希臘又滅了

波斯帝國，然後是羅馬帝國. 

(2) 所以，我們知道夢裏的大像代表這四個帝國. 

3. 耶穌在世上應許建立祂的國度或教會，羅馬帝國統治以色列 (可 9:1; 太

16:18). 

D. 在使徒行傳二章以後，聖經教導我們:  神的國已經開始了 (西 1:13; 來 12:28; 

啟 1:9). 

E. 聖經告訴我們:  神的國度之性質是屬靈的不是屬世的 (約 6:15; 18:36,37; 徒

1:6-8). 

1. 所以，耶穌告訴祂的使徒，聖靈要給他們能力.  能力來的時候，教會就開

始. 

2. 從使徒行傳二章的時候，能力來了，教會就開始了. 

F. 耶穌不是在世上統治 1,000 年，因為祂的國度已經建立了，而且祂現在已經在

天堂統治祂的國. 

 

IV.  耶穌再來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A. 耶穌會再來嗎? 

1. 徒 1:11. 

2. 來 9:27,28. 

3. 帖後 1:7-9. 

4. 耶穌一定要再來. 

B. 耶穌什麼時候再來? 

1. 可 13:32-37. 

2. 太 24:36. 

3. 太 24:42-44. 

C. 耶穌再來的時候，要做什麼? 

1. 審判世界 (徒 17:30,31; 林後 5:10; 約 5:28,29; 太 25:31-46; 啟 20:12). 

2. 保羅告訴我們: 耶穌要把國度還給父神，然後時間無效，進入永遠 (林前

15:24). 

(1) 但是『千禧年主義』說耶穌再來的時候，國度在世上開始及過 1,000

年. 

(2) 誰的話是對的?  是保羅的話還是『千禧年主義』的話? 



 6

D. 『千禧年主義』說:  有兩個復活. 

1. 這理論說:  第一次的復活，基督徒復活跟耶穌一同統治世界 1,000 年.  第

二次的復活，耶穌審判世界，然後進入永遠. 

2. 但是聖經說什麼? (約 5:28,29; 徒 24:15). 

E. 其實，耶穌再來時，地球及宇宙被毀滅 (彼後 3:7,10,12). 

 

結論 

 1.  耶穌要不要在世上統治 1,000 年呢? 

A. 聖經說:  不可能!!  為什麼呢? 

1. 因為耶穌已經建立祂的國度了. 

2. 祂現在已經在天堂統治. 

B. 雖然聖經說:  耶穌在世上統治 1,000 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人還說這個理論是 

真的.  這個理論絕對不是由聖經來的! 

 2.  邀請. 

A. 不要拖延 (林後 6:2; 雃 4:13-17). 

B. 沒有第二次的機會遵守福音 (太 7: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