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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何謂千禧年何謂千禧年何謂千禧年何謂千禧年？？？？

B.  千禧年在何時發生千禧年在何時發生千禧年在何時發生千禧年在何時發生？？？？B.  千禧年在何時發生千禧年在何時發生千禧年在何時發生千禧年在何時發生？？？？

C.  基督徒會經歷大災難嗎基督徒會經歷大災難嗎基督徒會經歷大災難嗎基督徒會經歷大災難嗎？？？？



（啟20:2-7）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
但，把牠捆綁一千年，扔在無底坑裡，將無底坑關閉，用
印封上，使牠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
必須暫時釋放牠。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
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
證，並為 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

千禧年千禧年千禧年千禧年：一千年，源自拉丁文millennium（千年）

證，並為 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
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
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
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在頭一次復活
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
他們必作 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裡被釋放，



關於千禧年的主要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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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千禧年的主要觀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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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歷史性前千禧年論的主要觀點

1. 現在的教會時代會繼續，在教會時代的末了，會有
大災難期

2. 大災難期之後，基督會再來，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國
度。已死的信徒要從死裡復活，並與那些活著的信徒一起
得著榮耀的復活的身體，他們與基督一同掌權。基督在完
全的公義中掌權，在全地中都會有平安。

3. 撒但在千禧年開始時被綑綁，投入無底坑，以至於
牠在千禧年期間在地上沒有任何影響力。千禧年結束時，
撒但會被釋放，牠招聚悖逆之人與基督爭戰，但是必定失
敗，被投入火湖。

4. 然後非信徒復活和信徒一起接受最後的審判。審判
之後，信徒進入永世。



B 舊約經文對前千禧年論的支持

幾處舊約的經文指出在救贖史上有一段未來的時期，
比現今的教會時代更美好，但是仍然不及永世，因為罪惡，
悖逆和死亡還沒有完全被除去。

1. （賽65:20）其中必沒有數日夭亡的嬰孩，也沒有壽數不滿的
老者；因為百歲死的仍算孩童，有百歲死的罪人算被咒詛。

2.  （賽11:4-9）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2.  （賽11:4-9）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
卑人，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裡的氣殺戮惡人。 公義必當他的
腰帶；信實必當他脅下的帶子。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
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他們。 牛必與
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 吃奶的孩子
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在我聖山
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
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4. （亞14:5-17）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
那日，必沒有光，三光必退縮。 那日，必是耶和華所知道的，不是

3. （詩72:8-14）他要執掌權柄，從這海直到那海，從大河直到
地極。 住在曠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敵必要舔土。 他施
和海島的王要進貢；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獻禮物。 諸王都要叩拜他；
萬國都要事奉他。 因為，窮乏人呼求的時候，他要搭救；沒有人幫
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 他要憐恤貧寒和窮乏的人，拯救窮苦人
的性命。 他要救贖他們脫離欺壓和強暴；他們的血在他眼中看為寶
貴。

那日，必沒有光，三光必退縮。 那日，必是耶和華所知道的，不是
白晝，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 那日，必有活水從耶路撒
冷出來，一半往東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 耶和華必
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華必為獨一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一無二
的。 。。 耶和華用災殃攻擊那與耶路撒冷爭戰的列國人，必是這
樣：他們兩腳站立的時候，肉必消沒，眼在眶中乾癟，舌在口中潰
爛。 。。那時四圍各國的財物，就是許多金銀衣服，必被收
聚。 。。 所有來攻擊耶路撒冷列國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來敬拜
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並守住棚節。 地上萬族中，凡不上耶路撒
冷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的，必無雨降在他們的地上。



C 新約經文對前千禧年論的支持

1. （林前15:22-25）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 但各
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epeita)，在他
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 再後(eita)，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
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交與父神。 因
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

2. （啟2:26-27）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
制伏列國； 他必用鐵杖轄管（轄管：原文是牧）他們，將他們如同制伏列國； 他必用鐵杖轄管（轄管：原文是牧）他們，將他們如同
窰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從我父領受的權柄一樣。

3. （啟12:5）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轄管：
原文是牧）萬國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

4. （啟19:15）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
杖轄管（轄管：原文是牧）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



D 啟示錄20章的描述

1. 撒但被綑綁並被拘禁在無底坑
（20:2-3）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

把他捆綁一千年， 扔在無底坑裡，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使他
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他。

2. 信徒身體的復活
（20:4）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

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
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
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復活(ezesan)同“死過又活”
（啟2:8）你要寫信給士每拿教會的使者，說：那首先的、

末後的、死過又活的，說：

3. 信徒與基督一同作王（20:4）



E 大災難的時間

1. 大災難將發生在基督再來之前
（太24:21，29-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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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的災
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
勢都要震動。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他要差
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方：原文是風），
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2. 大災難後信徒復活
（林前15:51-53）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

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
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
改變。 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變成：原文是穿）不朽壞的，這必死
的總要變成不死的。



4. 神的法則是帶領祂的百姓經過苦難而後進入榮耀。

3. 主再來時，教會被提
（帖前4:15-18）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

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 因
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
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
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
永遠同在。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4. 神的法則是帶領祂的百姓經過苦難而後進入榮耀。
祂即是如此帶領祂自己的兒子的。

（羅8:17）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來2:10）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

兒子進榮耀裡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
的。

（啟2:10）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
個人下在監裡，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
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



F 千禧年存在的可能目的

1. 顯示神完成祂在社會結構上的美善旨意，尤其是家
庭和政府的結構

教會時代神的美旨主要是彰顯在個人的生命上和臨
到那些相信基督之人的福氣上，只是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
家庭和政府結構。在千禧年間，神智慧的美麗將要從所有
的社會結構中顯出祂的榮耀來。

2. 進一步證實神的公義2. 進一步證實神的公義
千禧年間，撒但的影響被除去，但是仍然有人繼續

在罪惡不信之中，這顯示出罪的最終來源不是鬼魔在人生
活中的影響，而是深植在人心中的罪惡。

3. 啟示神的榮耀
神的法則不是將祂所有美善的旨意一次就啟示出來，

而是隨著時間的進展而逐漸啟示的。神在祂漸進啟示的救
贖史中設立永世之前的千禧年，只會更加加增祂的榮耀。



A千禧年是基督以祂復活的身體出現在地上，在完全的
公平和公義中掌權的一千年。

B千禧年在教會時代結束，大災難之後發生。

C教會將要經歷大災難期，信徒在大災難後得著復活的
身體，並與基督一同在地上掌權一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