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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主义 

Premillennialism 

(启 20:1-6) 

 

前言 

 
1. 1980 年代以来，最热门的宗教主题之一是: 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回到这个世界，也在

耶路撒冷建立祂的国度. 

A. 多半基督教派都相信这个理论. 

B. 如果我们拜访每个基督教派的教友，问他们: 你相不相信这个理论? 多数人会

说: 我相信. 

2. 你觉得，这个理论怎么样? 

A. 我可以用圣经证明这个理论吗? 

B. 还是这只是人自己的理论呢? 

1. 帖前 5:21. 

2. 约 7:17. 

3. 我先来解释一下: 这个理论包括那些? 

A. 这个理论说:  耶稣第一次来世间要建立祂的国度. 

1. 但是因为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拒绝祂 (耶稣). 

2. 这个理论也说: 因为犹太人拒绝耶稣，所以耶稣觉得祂没有办法建立祂的

国度. 

3. 所以 (这个理论说) 祂要建立暂时的组织.  他们说这个组织是教会. 

4. 所以这个理论说: 国度跟教会不一样. 

B. 而且，这个理论说: 耶稣快要再来建立祂的国度. 

1. 这个理论说: 耶稣再来以前有很多预兆. 

2. 他们说:  这些预兆记在马太福音 24 章. 

3. 这个理论也说: 耶稣再来以后，祂在世上要统治 1,000 年.  他们觉得启

20:1-6 说到这个意思. 

C. 这些假道理都错了. 

4. 今天的讲题有四个要点: 

A.  马太福音 24 章是否支持这个理论? 

B. 启示录 20:1-6 是否教导耶稣要在世上统治 1,000 年? 

C. 基督的国度已经建立了. 

D. 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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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马太福音 24 章是否支持这个理论? (参考 可 13 章; 路 21 章). 

A. 我们学圣经时，必须以容易懂的经节来解释不容易懂的经节. 

1. 很多人试着以难懂的经节来说一个道理，而这个道理跟容易懂的经节互相

矛盾.  马太福音 24 章就是一个例子. 

2. 请注意:  神的话 (圣经) 没有矛盾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有两个经节，一

个经节容易懂，一个经节不容易懂，这两个经节看着像矛盾时，你应该再

研究难懂的经节是什么意思. 

3. 以容易懂的经节解释不容易懂的经节. 

B.  太 24 章，这段经节是否教导耶稣快要再来建立祂世上的国度呢? (太 24:1-3). 

1. 再看第三节.  在这里，使徒们以为问耶稣一个问题. 但是实际上是两个问

题. 

2. 耶稣刚刚说到圣殿的拆毁.  使徒们觉得拆毁圣殿当然是末日的意思. 

(1) 第一个问题是:  请告诉我们，甚么时候有这些事? 

(2) 第二个问题是:  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甚么豫兆呢? 

3. 耶稣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记在太 24:4-34，再回答第二个问题，记在太 24:36

开始至太 25:46. 

C.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答案 (太 24:4-34). 

1. 第一个答案包括:  圣殿和耶路撒冷的灭亡.  这个情形有很多预兆. 

(1) 历史告诉我们: 公元后 70 年罗马大军来灭耶路撒冷. 

(2) 那个时候有 100 多万人都死掉了. 但是犹太历史家约瑟法斯告诉我们: 

多半基督徒逃出耶路撒冷而免于灭亡. 

(3)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给他们预兆，他们相信就逃走了. 

2. 我们来看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这些预兆. 

(1) 太 24:6 –『末期还没有到』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到耶路撒冷的灭亡. 

(2) 太 24:13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到耶路撒冷的灭亡. 

(3) 太 24:14 – 参看 西 1:23.  这是公元后 63 年. 

(4) 太 24:14 – 参看 路 21:20.  历史告诉我们: 罗马大军来到耶路撒冷，

然后退去一段时间让基督徒逃走.  然后大军再来围耶路撒冷.  那个

时候，没有人能出城. 

(5) 太 24:16-22.  假如这是说到末日就没有意思.  但是说到耶路撒冷的

灭亡的话，有道理. 

(6) 太 24:23-27 – 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如果有人说基督已经秘密的

来了，耶稣说:  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

知道 (徒 1:11; 启 1:7). 

(7) 太 24:29-31 – 这段经节的话听着像是末日的情形，但不是末日的情

形，而是指着耶路撒冷的灭亡说的.  这段经节的话是象征性的话.  

在旧约里面，圣经常常用这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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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赛 13:6-11,13. 

(b) 赛 34:4,5. 

(c) 结 32:7,8. 

(d) 赛 19:1. 

(8) 太 24:32-34.  耶稣说到以上的预兆.  祂不是说到末日的情形. 

(a) 有人说:『世代』说到犹太族.  他们说:『现今犹太人还在，所以

那段经节都说到现今的情形』. 

(b) 『世代』差不多有 40 年那么长久.  圣经怎么用『这世代』这词? 

(太 24:34; 11:16; 23:36; 12:41). 

(c) 太 24:34 –『这些事都要成就』. 『这些事』说到什么事呢? 是说

到耶稣刚刚所说的预兆.  所以 太 24:4-34 都说到耶路撒冷城及

圣殿的灭亡，而不是说到末日的情形. 

3. 太 24:35 起，耶稣把话题一转说到末日的情形. 

4. 看 太 24:36 – 从这经节起到 太 25:46，耶稣说到末日的情形. 

5. 末日的情形没有预兆 (可 13:32-37). 

D.  太 24:1-34 不是说到耶稣快要再来世上建立祂的国度.  以太 24 章为根据来说 

明耶稣将要在世上统治一千年的说法，是误解这段经节了. 

 

 II.  启示录 20:1-6 是否说到耶稣将要在世上统治 1,000 年? 

 

A. 我们应该记得我们刚所说读圣经的原则: 让容易懂的经节来解释难懂的经节.  

提倡『千禧年』说法的人正好让难懂的经节来解释容易懂的经节. 

B. 启 20:1-6.  这段经节是否说到『千禧年』这个理论? 

1. 很显然的，启示录这本书，有很多是以象征性的文字写成的. 

2. 在这段经节里面，有钥匙，一条大链子，龙，古，蛇，无底坑，1,000 年，

宝座，兽，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复活. 

(1) 提倡『千禧年』的人说: 除了 1,000 年以外，其它的都是象征性的. 

(2) 这种解释法很奇怪，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经节说到 1,000 年. (除了启示

录 20:2 以外，圣经上没有任何地方说到 1,000 年. 

(3) 所以他们说: 1,000 年不是象征性的，但其它的词都是象征性的. 

3. 千禧年主义说: 耶稣要再来世上建立祂的国度及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所

有的犹太人都要回到迦南地去及所罗门的圣殿再建. 

(1) 这些事情都是千禧年主义的必要条件. 

(2) 但是你看启 20:1-6 都没有说到这些事情.  其它的经节也都没有说到

这些事情. 

4. 所以，如果你相信这个理论，不能支持这是圣经上的道理. 

C. 启 20:1-6 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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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人问:  这段经节是什么意思?  如果人说: 不能肯定是什么意思.  所以

那个人说: 既然你不能肯定，那就是『千禧年』说的意思. 

(1) 但是我们都了解:  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肯定一段经节是什么意思，但是

我们能肯定那段经节及其它的经节没有矛盾. 

(2) 比方说:  有两个人在一快儿谈话.  甲说: 你看，你妈妈来了.  乙说: 

她不是我妈妈.  甲说: 她是谁?  乙说: 我不知道.  甲说: 如果你不

知道她是谁，你怎么知道她不是你妈妈? 

(3)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一段经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能肯定那段经节不

是那个意思. 

2. 启 20:4.  这本书 (启示录) 是为了安慰第一世纪受逼迫的基督徒，并且鼓

励他们继续按着神的旨意去行，就可以蒙神的喜悦，可以进天堂. 

D. 所以，这段经节的意思不是耶稣要再来世上统治 1,000 年. 

 

III.  神的国已经建立了. 

 

A. 耶稣不要再来世上建立祂的国度统治 1,000 年，因为祂的国度已经建立了. 

1. 『千禧年主义』说:  耶稣第一次来世上，祂要建立祂的国度，但是因为犹

太人拒绝祂，所以祂失败了.   

(1) 他们说:  因为祂失败了，所以祂建立教会. 

(2) 他们说:  教会就是暂时的组织. 

(3) 这理论也说:  教会跟国度不一样.  等一下我们要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2. 『千禧年主义』也说: 耶稣第一次来祂失败了.  假如第一次耶稣失败了，

他们怎么知道第二次祂一定成功呢? 

(1) 请注意:  这个理论说:  神失败了!!! 

(2) 神是否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呢?  祂怎么可能失败呢? 

(3) 你相信神是一位失败者吗?  我不相信.  但是如果你相信『千禧年主

义』是对的，你必须承认神是一位失败者. 

B. 国度与教会是同一个组织 (太 16:18,19). 

1. 耶稣是教会的头 (西 1:18,24; 弗 1:22,23). 

2. 彼得也告诉我们:  耶稣已经坐在祂的宝座上 (徒 2:29-36). 

C. 以赛亚告诉我们，末后的日子，神要建立祂的国度 (赛 2:2-4). 

1. 先知但以理也预言到神的国 (但 2:31-46). 

(1) 但 2:5,6. 

(2) 但 2:27,28. 

(3) 梦里大像代表四个帝国. 

(a) 巴比伦 (32 节). 

(b) 波斯 (3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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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希腊 (32 节). 

(d) 罗马 (33 节). 

2. 所以，但以理说出一个预言.  他告诉我们神永远的国度什么时候开始 (但

2:44). 

(1) 因为历史上告诉我们: 巴比伦帝国之后是波斯帝国，然后希腊又灭了

波斯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 

(2) 所以，我们知道梦里的大像代表这四个帝国. 

3. 耶稣在世上应许建立祂的国度或教会，罗马帝国统治以色列 (可 9:1; 太

16:18). 

D. 在使徒行传二章以后，圣经教导我们:  神的国已经开始了 (西 1:13; 来 12:28; 

启 1:9). 

E.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国度之性质是属灵的不是属世的 (约 6:15; 18:36,37; 徒

1:6-8). 

1. 所以，耶稣告诉祂的使徒，圣灵要给他们能力.  能力来的时候，教会就开

始. 

2. 从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能力来了，教会就开始了. 

F. 耶稣不是在世上统治 1,000 年，因为祂的国度已经建立了，而且祂现在已经在

天堂统治祂的国. 

 

IV.  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A. 耶稣会再来吗? 

1. 徒 1:11. 

2. 来 9:27,28. 

3. 帖后 1:7-9. 

4. 耶稣一定要再来. 

B. 耶稣什么时候再来? 

1. 可 13:32-37. 

2. 太 24:36. 

3. 太 24:42-44. 

C. 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做什么? 

1. 审判世界 (徒 17:30,31; 林后 5:10; 约 5:28,29; 太 25:31-46; 启 20:12). 

2. 保罗告诉我们: 耶稣要把国度还给父神，然后时间无效，进入永远 (林前

15:24). 

(1) 但是『千禧年主义』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国度在世上开始及过 1,000

年. 

(2) 谁的话是对的?  是保罗的话还是『千禧年主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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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千禧年主义』说:  有两个复活. 

1. 这理论说:  第一次的复活，基督徒复活跟耶稣一同统治世界 1,000 年.  第

二次的复活，耶稣审判世界，然后进入永远. 

2. 但是圣经说什么? (约 5:28,29; 徒 24:15). 

E. 其实，耶稣再来时，地球及宇宙被毁灭 (彼后 3:7,10,12). 

 

结论 

 1.  耶稣要不要在世上统治 1,000 年呢? 

A. 圣经说:  不可能!!  为什么呢? 

1. 因为耶稣已经建立祂的国度了. 

2. 祂现在已经在天堂统治. 

B. 虽然圣经说:  耶稣在世上统治 1,000 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人还说这个理论是 

真的.  这个理论绝对不是由圣经来的! 

 2.  邀请. 

A. 不要拖延 (林后 6:2; 雃 4:13-17). 

B. 没有第二次的机会遵守福音 (太 7: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