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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論 Millennium
在全世界或華人教會，有一些不同的講法跟爭議，

我們來看聖經所提的禧年，再比較不同禧年的論點…

舊約禧年的典故 利廿五三大喜事

1. 奴隸得自由︰以前奴隸終身不得自由的，

聖經對因為家裡貧窮而被賣為奴隸的人，

有一個機會讓他們可以得到自由 —有 個機會讓他們可以得到自由

就是 7＊7 = 49之後第五十年是禧年，

有人壽命比較長，碰到兩次，通常會碰到一次，有人壽命比較長 碰到兩次 通常會碰到 次

所以多數人都有機會可以翻身、得到自由

如果主人很好，也不一定要離開—如果主人很好 也不 定要離開

在門框上、在耳朵上打一個洞做記號，

表示甘願繼續留下來做僕人、服侍主人，表示甘願繼續留下來做僕人 服侍主人

主人不好，他有自由可以離開，當然是一大喜事

2. 土地可以得到休息：第七年土地休息，

那第 年要吃什麼 前面六年就要準備好那第七年要吃什麼？前面六年就要準備好

休耕讓土地恢復肥沃，而七次的安息年後，

第 禧年第五十年就是禧年，等於連休兩年，土地又更肥沃，

我們有充份的食物可以享受

3.可以得回失去的土地：這樣公平嗎？很公平的，

土地買賣的制度—只能賣使用權、不能賣所有權，

七七四十九第一年可以賣 49 年的使用權，價格比較高

到第四十九年要賣，價錢就比較低到第 十 年 賣 價錢 較

第五十年，土地自動歸還原來賣土地的人。

也就是貧窮最多只到第二代，不會再拖下去，也就是貧窮最多只到第 代 不會再拖下去

就不會貧富不均，這是歷史中最好的土地制度

這三大喜事都是生活上的祝福，的確是很大的喜事，這三大喜事都是生活上的祝福，的確是很大的喜事，

這是舊約的禧年很好。

新約的禧年更好…

路四16 耶穌在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照平常的規矩進入會堂，要唸聖經，

教會的執事就把以賽亞書拿給他，

祂翻到 賽六一1-4唸這段聖經：祂翻到 這段聖經

路四18-22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報告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

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於是把書捲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

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他。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眾人都稱讚他，並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眾人都稱讚他 並希奇他 中所出的恩言；

又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嗎？」



耶穌所宣佈禧年的內容是什麼？

1 傳福音給貧窮的人1. 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不只是物質上的貧窮而已，

有時候也受到很多的歧視跟精神上的痛苦，

知道自己的軟弱和缺乏的人，也就是心裡貧窮的人，

耶穌說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就這個意思…

物質上很貧窮、心裡卻沒有渴慕神，這也沒有福氣

知道自己貧窮、知道自己有軟弱、有缺乏，

這是有福的，不管口袋有沒有錢這是有 的 不管 袋有 有錢

有錢人，可是又謙卑、渴慕神的義，

這也是有福的這也是有福的

貧窮廣義的講是心裡貧窮，

有錢人只要謙卑也可以蒙福、有錢人只要謙卑也可以蒙福

可以得到福音、得到拯救。

2. 被擄的得釋放

狹義的講 受 義 審 被 俘擄狹義的講，受到不公義的審判、被敵人俘擄，

他們要得到釋放，這是外在的

更多是在講內在 — 我們原來都是魔鬼所控制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惡者手下，被魔鬼、罪惡俘擄了，

現在耶穌來了，我們信耶穌就得到釋放了…

3. 瞎眼的得看見

耶穌曾經叫瞎眼的得看見，這是講外在的耶穌行神蹟

更多是在講內在的—原來看不見真理、看不見上帝，更多是在講內在的 原來看不見真理 看不見上帝

耶穌來了，我們看見了真理、明白了真理，

心裡的瞎眼被打開、開竅了 裡的瞎眼被打開 開竅了

接受真理、接受耶穌基督的救贖，

我們看見神了、與神和好我們看見神了 與神和好

以馬內利、好得無比，這是瞎眼進一步的含意

4. 受壓制的得自由

跟前面有 個共通的地方跟前面有一個共通的地方—
屬靈的、內在的壓制，這方面的成份比較高，

畢竟很少人是真正被繩子捆綁，

這裡講的是屬靈上的釋放

最重要

19 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答案是

21 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

報告人悅納人的禧年已經來到了。

耶穌宣佈已經應驗了—現在禧年已經來到了，

也就是耶穌的來臨已經把禧年帶到人間，是耶穌的來 把禧年帶到 間

這是新約的禧年。

Ｑ.耶穌所講的禧年，提到這幾個喜事，

跟 比較 有 字句 樣跟 賽六一1-4比較，有一些字句不一樣的…

1. 舊約用希伯來文，路加福音用希臘文，

翻譯的過程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2. 耶穌雖然唸舊約先知書，是用當地的方言，2. 耶穌雖然唸舊約先知書 是用當地的方言

很可能是亞蘭語來講道、讀經，

字句就會變得不太一樣字句就會變得不太 樣

3.最重要的原因— 新約是更美之約，

是更明白、更清楚、更完整的

唸舊約的預言，用新約更權威的角度來詮釋

有一些舊約的字句在講的時候，

就用新約的精神來做進一步的解釋，

所以有些字句不一樣



路加福音四16-22 以賽亞書 六一1-4加福音 以賽亞書

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福音就是好信息福音就是好信息

知道自己的貧窮就是謙卑，這種人會得到福音

被擄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

被擄的得釋放

悲哀的人

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

很可能耶穌講的是這一點很可能耶穌講的是這一點，

人在傷心、悲哀中，眼睛都是眼淚，

就像瞎眼 樣看不見前面的路 以為已經走到絕境就像瞎眼一樣看不見前面的路，以為已經走到絕境

主耶穌要讓傷心的、悲哀的人，看見希望、看見出路

路加福音四16-22 以賽亞書 六一1-4加福音 以賽亞書

受壓制的得自由 被擄的得釋放
五八6 被欺壓的得自由五八6 被欺壓的得自由

耶穌不受章節的限制，

提到相關的經節就拉 精義提到相關的經節就拉過來裡面的精義，

而不是只是照字句來朗讀、背誦。

新約的禧年跟舊約的禧年比較起來，

最重要的一個信息是—最重要的 個信息是

路四21 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你們聽到了、明白了、接受了、信服了，

你們就得到禧年了，你們 得到禧年了

所以耶穌宣佈禧年已經來了。

啟示錄的「千」禧年 啟廿1-6

「舊約、新約的禧年，沒有提到「千」這個字

 啟廿1-6 很多的爭議，就是在這個字上面打轉…

1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

手裡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鍊子。

2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牠捆綁一千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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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完了 以後必須暫時釋放牠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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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

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

沒有拜過獸與獸像，
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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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勝者

兩種人跟基督一起做王一千年

靈魂就到主那裡去了 —有兩個解釋：
死後靈魂 去 起死後靈魂 到主那裡去了，跟主一起做王

殉道者、得勝者，他們的心是已經、現在

就跟基督一起在掌權、在做王

這兩個解釋，產生千禧年論的兩個基本的派別。

他們都復活了 —也有兩個解釋：
指將來的復活，耶穌再來，殉道者、得勝者復活了，

照字面解釋，等耶穌再來，開始進入千禧年

叫「千禧年前派」，是地上的政權

講現在，信主的時候靈魂已經像死而復活一樣，

我們的心已經跟基督一起在掌權、一起在打天下

復活講的是現在式，是「非千禧年派」

千禧年的複雜就在這裡— 同樣的字句、不同的解釋，千禧年的複雜就在這裡 同樣的字句 不同的解釋

但至少確定殉道者、得勝者，是跟基督一起掌權的。



5 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基督再來的時候，

我 身體會 復活 得到榮耀 變我們的身體會從死裡復活，而且得到榮耀的變化。

（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

千禧年 第 次的復活千禧年之後，還有第二次的復活。

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

基督徒才有這兩次的復活 —
第一次是重生得救，信主的時刻

耶穌再來的時候，還有第二次的復活

能夠重生得救就是有福的，能夠重生得救就是有福的

我們聖潔的、已經被耶穌寶血洗乾淨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 沒有權柄

耶穌再來的時候所有的人都要復活、受審判

基督徒是工作的審判— 論功行賞，基督徒是工作的審判 論功行賞

而不是審判不通過就丟進火湖裡面

因為神是公義的，按基督徒的表現要論功行賞，

並不是關乎生死 因為已經得救 已經得到永生並不是關乎生死，因為已經得救、已經得到永生。

還沒有信主的人，基督再來的時候復活、受審判，

因為沒有得救、要丟進火湖，這是第二次的死

我們是有福的，不必經過這第二次的死

6b 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

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祭司常常要代表百姓向上帝代求、

並要與基督 同作王 千年

為百姓祝福，是神跟人之間中間人

這不是指全職服事的人才算祭司，

每個基督徒都應該是祭司，

都為百姓來代求、代禱、求情、祝福

都是要跟基督一起做王一千年的人

「千禧年論」聖經就講這六節，

卻掀起極大的一些爭論、很不一樣的一些講法。

主要有四大派，先講在華人當中最流行的前面兩派—
歷史的千禧年前派、時代主義的千禧年前派。

都是千禧年前派，都是千禧年前派，

耶穌要在千禧年之前再來

然後帶領兩批

主再來

然後帶領兩批 —
殉道者、得勝者，

一起在地上有一千年的政權

千禧年

前派都是講耶穌再來的時候，

一起在地上有一千年的政權

前派都是講耶穌再來的時候，

才開始在地上的一個真正的政權，

同樣是前派，這兩個不太 樣同樣是前派，這兩個不太一樣…

歷史的千禧年前派 —相信地上真正的政權，

為 麼會這樣 張為什麼會這樣主張？

認為啟示錄這一段這意思是很明白的，

字就照字面上來接受就夠了。

這一派通常也主張次序：

先有大災難，基督再來，千禧年才來。

一跟二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前派主張基督再來、千禧年才開始，

基督來的時候，帶領已經去世的聖徒，基督來的時候 帶領已經去世的聖徒

他們靈魂已經在天上了

還沒去世的聖徒，只要是忠於基督的—還沒去世的聖徒 只要是忠於基督的

不妥協、不拜獸、得勝的基督徒，

也是跟基督一起做王的也是跟基督 起做王的

這一千年就是人類歷史上最美好的一千年。



時代主義的千禧年前派基本論點一樣，兩方面不太一樣：

1.比歷史的千禧年前派更加按字面來解釋千禧年，

包括舊約對以色列復興很多細節的描寫—
耶穌再來這個政權是在以色列、首都在耶路撒冷

基督的寶座就在耶路撒冷

以色列人成為很重要的文武百官

2.有一個奇特的主張 — 基督再來的時候，

先來到空中，把教會提上去，

是真教會、無形的教會，不是講來到教堂的人

沒有真心信主，也不會被上帝承認是教會的一份子

教會先被提，不用經過最後七年的大災難，

大災難之後，基督才真正來到地上，

是一個審判者、君王，在地上開始一千年的政權

耶穌上一次來是大約兩千年前生在伯利恆的馬槽，

耶穌再來是第 次耶穌再來是第二次，

時代主義又把第二次分為兩次 —
大災難之前，教會先被提，

不用經過七年的大災難

大災難之後祂才來地面上，執政一千年

這個講法有沒有問題？這個講法有沒有問題？

華人教會都接受「災前被提」的理論

新約幾乎沒有 節經文直接支持的新約幾乎沒有一節經文直接支持的，

啟示錄有 1260 三年半這種講法，

沒有直接說就是教會在災前被提沒有直接說就是教會在災前被提

有舊約間接的推論

現在先了解一下「時代主義」的主張是怎麼一回事…

時代主義的創始者達秘 Darby，是十九世紀的神學家，

他把救恩的歷史分成七個時代，

最後一期就是國度的時代、也就是千禧年。

被發揚光大主要是司可福的影響—
【司可福串珠聖經】也把時代主義放進去

二十世紀很有名時代主義的大本營、

美國二十世紀最大的神學院達拉斯神學院，

現在已經沒有那麼堅持時代主義的一些細節了

下一講還會來談「災前被提」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