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前:
魔鬼撒但迷惑列國，後被天使捉住，被扔在無底坑裡 (v1-3);
被斬聖徒的靈魂「得生命」(或作復活)，被指為「頭一次的復活」(v4-6);
千禧年間:
魔鬼撒但被捆綁一千年，他不得再迷惑列國(v1-3);
復活聖徒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與基督作王千年，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v46);
千禧年後:
魔鬼撒但必須暫時被釋放(v1-3);
其餘的死人(即被斬聖徒以外的人？視乎「他們」是指誰？)復活(v4-6);
魔鬼撒但從監牢裡被釋放，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就是歌革和瑪各，從各方
圍住神子民的營和祂愛的城，後有火從天而降，燒滅了他們(歌革和瑪各的眾
軍)，而魔鬼撒但亦會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就是獸和假先知早前已被扔的地方，
受 永永遠遠的刑罰。(v7-10)
坐在白色的大寶座上面的，對死了的人照案卷所記載各人所行的作出審判; 海，
死亡，和陰間都交出其中的死人，各人都照所行的被審判; 海，死亡，和陰間亦
受其審判，被扔在火湖裡；但與此同時，有另一書卷(就是生命冊)被打開，若
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裡。(v11-15)
在結構安排上，這段可以「我又看見」而分為三部份: v1-3; 4-10; 11-15
1.

第一段關於魔鬼撒旦在千禧年前中後，被捉住被捆綁被釋放的情況；

2.

第二段關於被斬的聖徒，在千禧年前中後，得生命，復活，被賜審判的權
柄，作祭司，並與基督一同作王，後雖被釋放的魔鬼撒旦以及歌革和瑪各
的眾軍所圍，最終卻得神的救贖，亦順帶重述(resumption)魔鬼撒旦(v5)，
與獸和假先知(19:20)，有同樣的下場；

3.

第三段再重返講述(resumption)v5「其餘死人」與及海，死亡，和陰間的
下場。

而緊接著的啟 21-22 章，論到第四個「我又看見」，就是新天新地，聖城新耶
路撒冷從天而降，城是方立體，長寬高 2,400 公里(12,000 肘=12x1,000)，城

1

內有生命水的河(21:6; 於 22:1-2, 17 複述)，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22:2; 於
22:14 複述)，神的帳幕在人間，城內未見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從啟 20-22，可見末後會有一次已死的聖徒的復活，他們不會有第二次的死，
然後他們會與主作王千年，此其間魔鬼撒旦會暫時受捆綁，千年過後，其餘的
死人(不信的人)，會復活，與魔鬼同受審判，受第二次的死，新天新地開始，
新耶路撒冷從天上會降臨。
解釋這段經文最大的困難，就是這段經文表面看來會有兩次相隔千年的復活，
而耶穌的再來，就會跟第一次復活(即聖徒的復活)同時發生；但最後的審判(包
括魔鬼撒旦，死王和陰間)和新天新地卻跟第二次的復活(即不信者的復活)同時
發生。但根據聖經很多其他的經文(當中以太 24-25 章最為清楚)，表面看來，
耶穌的再來，應與這些世界末日要發生的事情，同時間發生。在解經上，最難
的就是分辨 20:1「我又看見」，究竟是時間的片語，即是這片語是否代表時間
的順序。重要的，就是這片語「看見」，在啟示錄出現多處，但不是全都代表
時間順序(5:1, 2, 6, 11; 6:1, 2, 5, 8, 12; 7:2; 8:2, 13; 9:1; 10:1; 13:1, 11; 14:1, 6,
14; 15:1, 2; 16:13; 17:3, 6; 19:11, 17, 19 )
另一解經上的困難，就是究竟耶穌與復活的聖徒「作王」千年，「作王」是指
屬靈(或作屬天)的國度還是地上的國度呢？ 20:4-6 所提及第一次復活(即聖徒的
復活)，跟 20:5 所提及第二次的復活(即不信者的復活)，性質是一樣嗎？指的是
靈的復活還是身體的復活？因聖經中唯一啟 20 章論及千禧年的教導，更加添困
難。亦因這個解經的困難，導致有不同的末世論的看法。
以下就是不同的學派，就以上的問題的看法:
末後要發生的事情，包括 i)主再來; ii)信徒復活; iii)非信徒復活; iv)最後審判; v)新
天新地，是否會同時間發生？
無千: 是會同時間發生。論點: 20:4-6 已死信徒的復活是指靈的復活，意思是他
們在天上(或靈裡)與主同在；但 20:5 卻理解為非信徒的復活是指身體的復活(但
不 是 榮 耀 的 身 體 復 活 ) ， 「 作 王 」 是 指 屬 靈 ( 或 作 屬 天 ) 的 國 度 (heavenly
reign)(參太 28:18)，即現今教會時代(由耶穌升天至再來的時代)，而千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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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時間，即從聖靈在五旬節降臨至耶穌再來，是以靈意解釋千禧年。
Millennium is present, here and now, but still an old earth.
後千: 是會同時間發生。論點與無千一樣。但因為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度，是神治
或福音化，所以還未出現。 Millennium can be present or future, depending
on the state of affairs, but nevertheless still an old earth.
傳統前千: 否認同時間發生。論點:20:4-6 已死信徒的復活與 20:5 非信徒的復活
同是指身體的復活，得著榮耀的身體，「作王」則是指地上的國度。
Millennium is future, but it will be a new earth amidst the old earth.
時代論前千:否認同時間發生。論點與傳統前千一樣。 Millennium is future, it
will be a new earth amidst the old earth. There will b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glorified believers (i.e., the Church) and the non-glorified Israelite
believers in the midst of this new and old earth.
漸進時代論前千: 否認同時間發生。論點與傳統前千一樣。教會成為屬靈的以色
列，舊約對以色列在屬靈上的應許，已於教會應驗，但同時亦要直等到將來才
完全應驗(now-but-not-yet); 同時亦指出舊約對以色列屬地的應許，也都會在
地的千禧猶太國度中應驗。
以下是各看法不同論據的分析：
無千／ 後千

論據的弱點

釋經上(Exegetical)以象徵角度解讀經文，基督藉教會在地上展開的國度
20 章上下文:
v4 用「靈魂」一詞，不是用「身 「靈魂(soul)」不一定是指屬天屬靈的
體 」 ， 可 見 是 描 述 屬 天 屬 靈 的 情 情景，更可有「人(people)」的意思。
景。

另外，v1 指天使從天而降，可見其信
息是有關地上將要發生的事情。

v4「復活」原文 e¶zhsan，可作「活
著」，「作王」原文« e˙basi÷leusan
(both aorist)，可解作一件以往發
生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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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可 能 是 用 作 (inceptive 但全本新約聖經「復活 e¶zhsan」 出現
aorist)，即 they came to life, i.e., 的 地 方 ， 都 不 會 解 作 come into
into heavenly existence。 同樣， God’s presence 這個意思。而 v5 的
v5 的「復活」，是指他們 come 「 復 活 aÓna¿stasiß 」 ， 也 只 會 解 作
into God’s presence

「身體的復活」。

另一看法，就是信徒與基督聯合， 但 v4 說明這些信徒復活，不是因為他
所以在靈裡同復活

們與基督聯合，卻是因為他們被斬死。

啟示錄全書上下文:
認為啟示錄是將主第一次來與再來
之間將要發生的事情，用七個不同
角度複述(eg12 章)，而不是跟時間
順序發生，而 20 章與 19 章就是其
中一個例子，20 章與 19 章是描述
同一是段。
其他新約書卷:
v1-2 的情景，與福音書一致:魔鬼被 啟 20 所描述的，應不單只是太 12:28捆住(太 12:28-29)，從天墜落，使 29 或路 10:18 所提及，魔鬼迷惑列國
之不再能再迷惑列國(路 10:18)(在 的能力受限制，而應牽涉更大的困綁和
舊約時代，魔鬼迷惑列國，但五旬 限制。在這千年間，魔鬼對這世界應再
節後，福音可傳遍列國)

無影響力; 但我們可見，魔鬼在現今世
界仍有很大的影響力 (彼前 5:8; 林前
10:20)。再者，魔鬼仍然是當今傳福音
一大障礙(林後 4:4;弗 6:12; 約壹 4:3;
5:19)。另外，從新約，尤其是在啟示
錄中，「迷惑」是指在教會時期，魔鬼
仍迷惑列國(啟 12:9; 18:23)

只教導信徒與不信者同一時間身體 但經文明顯說出有第一次的復活，意味
復活

會有第二次復活。另外，這些經文亦無
直接否定有兩個不同時間復活的可能。

an hour is coming (約 5:28-29);

可理解為各人有各人一次的復活。他們
跟本無直接論及復活的時間是一齊，或
分開

a resurrection (使 24:15);

同上，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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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l

awake,

some

to…some 復活的時間是一齊，或是分開，跟本不

to…(但 12:2)

是這段所關注的。經文只說兩種人都會
復活。

釋經學上(Hermeneutical)
在釋經學上，應以其他較明顯易明 難明與否因人而異，千前的人認為這段
的經文，去幫助解釋這段經文

有關兩次前後時間的復活，復活的信徒
與再來的主同作王千年的教導是甚明顯
的，只不過當無千／後千要從他們對其
他新約有關的章節的理解所得出的神學
觀去理解這經文時，才會覺得有困難。

聖經神學(biblical theologically)
以西結書的開首，就是要帶出耶和華神仍會與在巴比倫的餘民同在，不受聖
殿，聖城，聖地，大衛的國度所限制。聖殿被毀，聖城被破，聖地被奪，大
衛的國度不再，不是因為神毀約或無能，而是因為以色列民違約，並沾污聖
所。要帶出的就是神的同在，不限於某地域，而是一個屬靈的境界，既然如
此，那麼 40-48 所著重的應是一個屬靈的聖地，聖殿，聖城，而神與對祂的
敬拜，不但成為存在的中心，更是生命，公平公義與福氣的源頭，這就與書
的前半部，因神不在他們生命的中心，沾污聖所，行不義，流人血，而神就
審判以色列，離開他們，與之為敵，使之受各樣的災，生命被奪，作很大的
對比，像死與生，地獄與天堂，與神為友和與神為敵的對比。(前千的回應看
下)
系統神學上(systematic theologically)
啟 20 是全聖經唯一教導有關千禧年 聖經只提及一次的真理，仍是真理！另
的 真 理 ， 但 因 其 意 思 難 明 外，有關耶穌會來兩次的真理，第一次
(obscure)，於釋經上有以上多種的 以受苦的僕人，第二次以得勝的王來，
困難，末世論不應只建基於這段經 在舊約都無明顯的說明，卻有很多暗
文

示，同樣地，雖然新舊約其他地方無明
示地上千禧國度的教導，卻有暗示。再
者，啟示錄無論在寫作日期，內容，在
正典的排序，都指出它詳細論及末世的
事情，是最適合不過，亦應以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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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後榮耀的身子(new earth)，與 在神一切都有可能的。耶穌復活後祂榮
罪人(old earth)，於千禧地上國度 耀 的 身子 也能 與其 他人 一 同生 活 40
共存，難以想像

日。那時後，甚至連一些舊約的人物也
會以榮耀的身子出現(太 27:52-53)。

如耶穌在地上作王，還怎可能有人 耶穌第一次來的時候，也是如此。
仍活在罪中？
主既已再來，還有地上千禧的國度 現今教會時代可見神在信徒個人得救後
的需要嗎？其存在又有何目的？

的美善安排，在千禧年時，可從社會及
家庭的架構見神美善的安排。同時亦可
見到神是公義的，證明不信者的不信，
不能怪責魔鬼撒旦，而是他們自己。再
者從神救贖的歷史，可見是有進程的。

後千
基於其他新約書卷:
大使命令我們對將來有一個基督化的 這不代表耶穌會用祂的權能，使大部
地 上 國 度 有 正 面 的 期 望 ( 太 28:18- 分的人信主。後千所說的，只是假
20)。耶穌既已掌權，亦應許當他們 設，卻不是神的應許。
遵守這誡命，祂必與我們同在。
耶穌天國的比喻，指出有一天，天國 比喻只指出天國會從小變大，卻無提
會成為大，極具影響力(太 13:31-33)

及其廣泛性。參太 7:13-14; 路 18:8;
帖後 2:3-4; 提後 3:1-5, 12-13, 4:34。太 24:21-31 所描述的圖畫不是基
督化的國度，而是大災難，是後千最
難解的經文。因為這段明顯指出主再
來在大災難後。

以 symbolism 來解太 24 大災難的預 太 24:30 地上萬邦要看見，實難用
言 ， 認 為 是 發 生 在 天 上 ， 或 已 在 symbolism 解釋。降臨解作回到父神
AD70 耶路撒冷被毀時發生。

去，在聖經其他地方無如此解法。

藉著宣教，這世界會越來越基督化。

與事實不乎！西方基督教國家未見有
千禧年所形容的太平

傳統前千(災後前千)／時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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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經上(Exegetical)以時序和字面的角度來理解經文，認為主會親自展開千年
統治
20 章上下文:
v2-3 我們見到現今教會時代，魔鬼仍
有很大的影響力，而不單只是迷惑列
國的能力被受限制，所以這處所指的
應是一個將來才會發生的事情。
v4「復活」原文 e¶zhsan，跟 2:8 耶穌
的死和復活，是用同一個字，同一個
文法(aorist)，意思亦應一樣。
v4 信徒與主「同所王」，但在新約沒
有其他的經文，指出信徒與主在教會
時代作王: 6:9-10 反指聖徒在等候這
日子的來臨。(路 19:17; 林前 6:3; 啟
2:26-27; 3:21)
v4 提到復活的信徒無敬拜獸，無受印
記，明顯是指他們無屈服於 13:1-18
獸的逼害。如果獸的逼害還未臨到，
是將來發生的事，那麼信徒復活也應
是將來的事。
啟示錄全書上下文:
認為啟示錄是將主第一次來與再來之
間將要發生的事情，以時間發生的次
序描述，而不是用不同角度複述同一
時段發生的事情。20 章與 19 章就是
其中一個例子，20 章與 19 章是順序
發生，描述不同時間，亦代表人類的
歷史流程，會隨之而發生，而千禧年
就是最後一幕。
其他新約書卷:
林 前 15:23-25 then (epita) then 前千卻譯作「同時間」。
(eita)，譯作「之後」。既然主的復
活 ， 與主的再來，相隔成兩千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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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那麼主再來，跟新天新地也相隔 但最重要的，是耶穌指明他來的日子
千年，是合理的。

無人能知，但當他來的時候，卻所有
人都能看見(太 24:30)；dan

釋經學上(Hermeneutical)
舊約很多經文指向一個比現今世界美
好，但卻未達至新天新地的境界
詩 72:8-14
賽 11:2-9
賽 65:20
撒 dan14:5-21
林前 15:24
啟 2:27
啟 12:5-6
啟 19:15
聖經神學(biblical theologically)
以西結書的開首，無疑是要帶出耶和華神仍會與在巴比倫的餘民同在，不受
聖殿，聖城，聖地，大衛的國度所限制。以上有關前千就聖經神學的理解，
前千都會認同。但還看約本身的條款，是實實在在包括有形有體且實際存在
的聖殿，聖城，聖地，和大衛的國度。神約內的應許，是有實體的應驗；神
約內的懲罰，也是藉著這實體的失去而帶出，同樣地神約內的復興，也應指
向將來實體的復興，否則神約對舊約特別是在被擄中的餘民便失去意思。當
然，以西結書重要的信息就是指出神約內實體的應許，成就，被奪去，都是
因為被後的屬靈境況；實體的應許其背後的根基是屬靈的關係。但若果被擄
要帶出的就是從此以後，神與以色列民的關係，他們的復興，就只在屬靈的
層面，而不再在實體的層面，那麼舊約聖經也無需要有回歸重建聖城聖殿的
記載。明顯地回歸是神應驗祂復興應許的憑據，但回歸後重建的聖城聖殿的
不足，卻指向將來更完全的應驗，但在這之前，人屬靈的問題，必先處理，
耶穌的來臨與在十架的救贖工作，既已解決了屬靈的問題，實體的應許，應
會在歷史的將來應驗。(無千／後千的回應看上)
系統神學上(systematic theologically)
參上
時代論(災前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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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經上(Exegetical)
帖前 4:16-17
太 24 指的是末世以色列人所要受的 但經文無明顯指出經歷大災難的只是
大災難。

末世的猶太人，而不是教會。耶穌是
對著祂的門徒說，而他們就是教會的
基石(弗 2:20)

其他新約書卷:
啟 3:10 主承諾必保守，免去試煉

像出埃及一樣，神是有能力在大災難
中仍保他們。所以啟 3:10 不一定指神
必要把教會提離大災難。另外，信徒
會像耶穌一樣受苦，似是新約內一貫
的信息，參彼前 2:21; 4:14; 羅 8:17; 來
2:10; 啟 2:10

林前 15:51-52 與太 24:31 的號角不 林前 15:51-52，帖前 4:16 與太 24:31
是同一枝號角

是一樣的號角。

系統神學上(systematic theologically)
大災難既為神忿怒的傾倒，神的子民 大災難不是全因神的忿怒，也是因罪
應不在其中

人的報應(太 24:12)，同時間，魔鬼亦
增加他的抵抗。

若耶穌在大災後才回來，並勝過一切 勝過不等於會完全滅絕！當中可能有
仇敵，那麼千禧國度中不信的人從何 投降的。
而來？但時代論卻相信很多猶太人會
成為聖徒，並以未得榮耀的身子進入
千禧國度。
同時解答到為何有些經文預言耶穌再 聖經所指末日前的先兆，可能已經發
來會很突然，但有些卻預言祂再來之 生了，另外，或許當這些先兆與耶穌
前會有先兆。時代論認為祂第一次再 再來，會在很短時間先後發生，讓人
來是秘密的，只到半空，所以很突 亦覺非常突然。
然，第二次來是在大災難後，所以會
有先兆。
無千禧年派(Amillenn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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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支持這思想的，近年都以「圓滿成就前」(Pre-consummationist)來稱呼
自己，以取代「無千禧年」的稱號，因為他們不是否認千禧年的存在，而是將
末世的焦點放在啟示錄 21-22 章所描述「圓滿成就」的情況。此派的支持者包
括 Meredith Kline，AA Hoekema，VS Poythress，R Fowler White，GK
Beale，孫寶玲。無千禧年派認為這段經文較難解釋，所以對末世論的看法，
尤其是有關千禧年的意思，應以聖經其他較明顯，易理解的經文為根據，而當
中最決定性的，就是有關主再來的經文。就啟 20:1-15 而言，他們認為作王千
年，只是指屬靈(或作屬天)的國度(heavenly reign)(參太 28:18)。就主再來的經
文，他們認為這些經文清楚指出耶穌再來不單是一次過並且是明顯(參使 1:911)(這與時代論有別)，並且祂的再來亦意味著人類歷史的終局，已死的，無論
是信或不信會的，會復活(resurrection of both believed and unbelieved)，受
最 後 的 審 判 (final judgment) ， 永 恆 國 度 (eternal state) ， 新 天 新 地 (new
heaven and earth)的開始。這一切末日的預言會同時應驗。這說法與前千派，
特別是時代論有最大的分歧，因時代論認為主再來有兩個解段。

無千對啟 20:1-15 有以下的理解:
v1-3 就是太 12:28-29 所指耶穌在世時已靠神的靈將魔鬼撒旦捆住，又如路
10:18 所指撒旦已從天墜落像閃電一樣，目的是使魔鬼不能再迷惑列國，而亦
因為這原因，福音可以傳遍列國(太 24:14)。
v4:所指的是所有已死的信徒，「復活了」是指他們的靈魂升上天上。所以耶穌
是在天上或在信徒的心中作王，有屬靈的含意，指的就是現今教會時代，而千
年代表完美的時間，即從聖靈在五旬節降臨至耶穌再來，是以靈意解釋千禧年。
v5: 頭 一 次 的 復 活 (came to life) 是 指 已 死 的 信 徒 的 靈 魂 的 復 活 (spiritual
resurrection)，而不是身體的復活(bodily resurrection)。其餘的死人是指不
信的人;一千年後，即耶穌再來的時候，這些已死而不信的人，身體和靈魂都會
復活(spiritual and bodily resurrection)。
v6: 這些已死而不信的人，身體和靈魂復活，會被耶穌審判，受永死之刑，就是
這裡所指的第二次死(Judgment of the Unbelieved)。而這第二次的死，在信
徒，即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是沒有權柄，他們不會在有第二次的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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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7-10 歌革和瑪各的末日大戰(Gog and Magog)，將會在主再來的時後發生。
v11-15 是耶穌再來時對所有死去的人，包括信徒與非信徒最後的審判(Final
Judgment)。

千禧年國度
1.

六次提到：啟 20:2, 3, 4, 5, 6, 7

2.

時代前千派相信要按字面解釋；

3.

無千派及後千派都相信這是象徵性的，指一段不太肯定但卻是頗長的時
間；

4.

時代前千派質疑為甚麼這段的其他事件無千派及後千派卻以字面解釋；

5.

以色列的疆界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創 15:18);

6.

已經復活並得榮耀身體的聖徒將會在這時候被委任當尊貴的統治職位；

7.

三組百姓：
a. 那些(提後 2:12)，他們與基督一同降臨，成為祂的教會，又有那
些既與基督一同作王，又已有榮耀的身體，故不受屬物質世界的
諸如多限制(約 20:19, 26; 徒 1:9);
b. 那些在七年大災難期間接納基督為彌賽亞的以色列人，為君王的
猶太人所組成(啟 20:4)；及那些在災難結束時經驗到基督拯救在
肯相信祂的人；
c. 世上的外邦人，他們在基督審判外邦人時已被特准成為千禧年國
度中的子民。

8.

上述第二及三組百姓乃是普通的人類，他們尚未經過死亡及未得榮耀身
體者(賽 65:20)。

9.

大多數在千禧年期間出生的兒童都會相信基督，因為主在當日的影響力
龐大無比；

10.

但有些人仍然反叛，須要基督的杖來施以管教(詩 2:9; 賽 11:4);

11.

因為有這些人，撒旦在千禧年國度的末期，可以再召集人以再奪取世界
控制權(啟 20:7-9);

12.

千禧年期間，以色列會成為世界最強而有力的領導者(申 28:1-14);

13.

神應許亞伯拉罕和他子孫的彊界，從埃及及河直到拍拉大河之地，必會
應驗(創 15:18)，因前千派相信這應許既還未成就，就必然會在千禧年的
時候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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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神也應許亞伯拉罕地上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3); 時代前千派都承認從
屬靈的角度來看，它是已成就了，因為基督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但以肉
體說，這話還未應驗；

15.

時代前千派認為建國的時間，就是四十五天，這是但 12:11-12 一千三
百三十五天(審判之日)跟一千二百九十天(建國之日)的分別！

16.

耶 23:5, 30:19; 賽 11:3-6, 14:1-2, 16:5, 19:21, 25:8-9, 30:29, 32:13-15,
33:24, 35:1, 5-7, 40:11, 49:22-23, 60:14-15, 18, 61:5-10, 65:20-22; 結
34:25-26, 36:4-11, 27; 珥 2:21-24, 28-29, 31; 詩 45:6-7, 72:4; 亞 8:3,
22-23, 12:3; 番 3:13; 彌 4:3-4; 何 2:18；

17.

時代前千相信這地上的國度要與神永遠的國度在一千年後合而為一，基
督會將國度交與父神(林前 15:24-28; 撒下 7:16; 詩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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