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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主義對千禧年有一個很特別的主張—
來 時 是先 教會 去耶穌再來的時候是先把教會提上去，

讓他們不必經過七年的大災難

之後，基督真正來到世界做王一千年

這樣的再來是分兩次再來，主張教會不用經過大災難。

現在來看聖經關於大災難的一些教導…

太廿四19 那些日子必有災難，自從神創造萬物那 神

直到如今並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

20 若不是主減少那日子，

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

只是為主的選民，祂將那日子減少了。

這裡沒有說主的選民不用經過那日子，

主把他減少，減少不是豁免、是縮短主把他減少，減少不是豁免 是縮短

要經過的，為了我們的原故祂把他縮短

太廿四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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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的兆頭要 在 上那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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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

將祂的選民，從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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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縮短了這災難的日子，所以是縮短了這災難的日子

這些空前絕後的大災難都過去了，

耶穌來了。耶穌來了

這是關於大災難的事情最重要的一段聖經。

可十三19-27 因為在那些日子必有災難，自從神創造萬物

直到如今並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

若不是主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

只是為主的選民 他將那 子減少了只是為主的選民，他將那日子減少了…

這兩處都很明確的說明— 是要經過的，但不會太久。

約十四1-3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 若是沒有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

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豫備地方去。

我若去為你們豫備了地方，我若去為你們豫備了地方，

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

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

談到耶穌來接我們，

可是完全沒有提到要不要經過這個大災難。



太廿四36-42 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惟獨父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

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把 們全都沖去 子降 也要這樣

40 那時，兩個人在田裡，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41 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

這一段也是時代主義很喜歡引用的…這 段也是時代主義很喜歡引用的…
時代主義的解釋— 被取去的就真正的是神的選民

其實這裡只是表達神把祂的選民提上去，其實這裡只是表達神把祂的選民提上去，

並沒有說他們不用經過大災難

也沒有表達過了七年以後，也沒有表達過了七年以後，

才要來地上開始一千年的政權

帖前四13-17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

恐怕你們憂傷 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 樣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

那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那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與耶穌 同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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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主降臨的 斷不能在那已 睡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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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

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這裡提到耶穌再來的情況分兩批 —
已經睡了的人、活著看到耶穌再來的人，了的 著看到耶穌再來的

時代主義把這樣的場面當做是災前被提

這一段沒有提到選民不用經過大災難，這 段沒有提到選民不用經過大災難

也沒有提到七年被提的事情

解經原則 — 重要的教義都應該有清楚的、一貫的教導…

林前十五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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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 壞 變成 壞我們也要改變。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

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

在講耶穌再來我們被提分兩批這種情況，

也沒有絲毫提到選民要在災前被提。

西三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

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我們要跟祂一起復活得榮耀，

並沒有絲毫暗示到災前被提。

為什麼時代主義主張「災前被提」？

「 但九24-27提到「七十個七」，

要扣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就剩下一個七
基督

最後那個七又分兩半「一七之半」

 啟十一1-4也提到「一七之半」—
7＊7 62＊7 1＊7

再來

外邦人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

兩個見證人身穿毛衣，傳道 1260天、

7＊7 62＊7 1＊7

一七之半

四十二個月，也就是三年半、一七之半

所以他們認為 啟示錄就是在應驗 但以理。

的確踐踏聖城很可能就是大災難的場面，

即使有「三年半」明確的經文，即使有 三年半」明確的經文

但是沒有明確到一個地步可以確定

這三年半還有另外一個三年半，這三年半還有另外 個三年半，

加起來七年、是基督徒不必經過的。



來 用鐵杖轄管萬國

白馬騎士，也就是基督

啟十二5-6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裏去了。

婦人就逃到曠野 在那裏有神給他預備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裏有神給他預備

的地方，使他被養活 1260 天。

雖然有這些字眼，可是沒有清楚交待、

而且不一貫 —
 太廿四19-31、可十三19-27 為選民的原故

要縮短，不是要豁免、其實要經過的

主張不經過，跟 馬太、馬可耶穌再來的預告是矛盾的，

就不能當做明確、絕對的教義，只能當做間接的推論不能當 確 對的教義 能當 間接的推

 太廿四、可十三是明確、又屢次提到，是可以當做絕對的

多數華人教會接受時代主義，多數華人教會接受時代主義

但根據比較穩當的解經原則，是不應該這樣接受。

千禧年派

「 再前面兩派是「前派」，千禧年之前耶穌再來，

耶穌先再來，然後在地上開始有一千年的禧年

後面兩派是「後派」—
千禧年先來，耶穌基督才再來

第三派非千禧年派 —「無千禧年派」，是不正確的翻譯，

不是主張沒有千禧年 而是不照字面解釋不是主張沒有千禧年，而是不照字面解釋，

不是在地面上有一千年耶穌做王這樣一個政權

沒有否定千禧年 是 個屬靈的含義沒有否定千禧年，是一個屬靈的含義 —
像耶穌講的「我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

耶穌有 有國？當然有 祂是王耶穌有沒有國？當然有，祂是王

有沒有政權？當然有，

祂有政權賽九6b 政權要擔在祂的肩頭，祂有政權

非千禧年派 —這個政權並不是屬地的，而是屬天的，

屬天的政權也可以在地面上有屬靈的政權，

而不是像我們所看到的地上的國度。

到底有沒有千禧年？

非千禧年派說有非千禧年派說有 —
不是字面上的千禧年

是基督做王是基督做王，

帶領著忠於祂的百姓一起在打天下，

讓祂的天國像 傳遍天下讓祂的天國像 太廿四傳遍天下

 太廿八傳給萬民、每一個民族

傳到地極 徒一8 傳到地極，包括最偏僻的地方

耶穌帶領著祂的精兵、忠於祂的門徒，

在擴展祂的國度、祂在掌權。

非千禧年派不按字面上來解千禧年，

明明白白的描寫使徒約翰 啟示錄前三章明明白白的描寫使徒約翰

在拔摩海島看見異象，看見異象的經過、

七個教會的情況，都可以照字面來解釋

 第四章以後七號、七碗、七災、奇特的異象，

都是屬靈的含義、象徵性的文學，

只要去明白這些異象式的語言

背後所要象徵的屬靈含義就夠了

非千禧年派肯定有千禧年，但不是一千年、地上的政權，非千禧年派肯定有千禧年 但不是 千年 地上的政權

象徵性的解釋 — 耶穌現在已經在執政、掌權、做王

耶穌十字架死了、復活、升天，並不是被關在天上，耶穌十字架死了 復活 升天 並不是被關在天上

祂是超越時空的，可以穿越時空、隨時隨地

帶領著忠於祂的精兵、眾聖徒，擴展祂的國度帶領著忠於祂的精兵 眾聖徒 擴展祂的國度

這就是千禧年。



很多人不能理解— 這世界這麼亂，怎麼是千禧年呢？

非千禧年派所講的不是這世界非千禧年派所講的不是這世界

耶穌說過：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

這世界是亂世、是末世

在亂世、末世當中，有一個永不敗壞的國，

地上的政權不斷的輪替，這個國永不輪替

耶穌一直坐著為王，就是這一個政權叫千禧年，

是在描寫這樣一個政權…

大使命 —
耶穌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這個國度就是基督的門徒，

靠著基督的權柄去宣教，使萬民做門徒。

太十二28-29 耶穌說：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

這就 神的國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路四耶穌唸完 以賽亞書關於禧年的預言，祂就說：

這經已經應驗在你們耳中，祂宣布神的國來臨了。

約十二31-32 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約十二31 32 這世界受審判 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耶穌說：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被舉起來 — 耶穌的死、復活、升天被舉起來 耶穌的死 復活 升天

這世界魔鬼還在掌權，十字架的死跟復活

已經打破魔鬼的頭、打破蛇的頭了已經打破魔鬼的頭 打破蛇的頭了

只是還沒有完全被收拾、

還沒有丟進硫磺火湖，還在做怪還沒有丟進硫磺火湖，還在做怪

已經受傷、離牠的末日不遠、快要被丟進火湖了。

這樣一個得勝其實就是基督在掌權、基督做王的彰顯。

啟二十1-4 天使用大鍊子把魔鬼捆綁一千年，

關在無底坑 等 千年完了 暫時釋放他關在無底坑，等一千年完了，暫時釋放他。

使徒約翰又看見有兩種人是跟基督一起做王的 —

殉道者，雖然死了，靈魂在天上跟基督一起做王殉道者，雖然死了，靈魂在天上跟基督一起做王

得勝者，不接受獸的印記、不拜獸，不妥協的得勝者

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起做王一千年。他們都復活了 與基督 起做王 千年

非千禧年派的解釋—
耶穌死了復活升天以後，一直到現在、到祂再來，

整個期間基督就是率領這兩種忠於基督的人，

在掌權、在打天下、在擴展祂的國度。

不是沒有千禧年，不應該稱「無千禧年派」

非千禧年派非按字面來解釋千禧年，

而是照靈意、照精義來解釋千禧年

千禧年在前面、然後耶穌才再來，所以叫「後派」。

第四派— 後千禧年派，已經不是很重要了，

在 末 曾 非常 流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曾經非常的流行，

那時整個世界一直在進步 —
醫療發達、壽命延長、教育發達、經濟、科學進步，

人類的情況好像一切都欣欣向榮

英美或歐美也差出很多的宣教士

到世界各地去傳福音、建立教會

教會界有一派的基督徒非常樂觀，認為—
世界不斷進步、宣教不斷的發展，世界不斷進步 教不斷的發展

到最後世界多數人都信主、都被基督化，

這樣一個世界、時代就是千禧年了這樣 個 界 時代就是千禧年了

這樣一個千禧年的後期，卻有墮落跟災難，

按照聖經，他們也相信是有大災難的按照聖經 他們也相信是有大災難的

大災難之後耶穌才再來，所以叫「後派」。



這一派實際上不是很重要，為什麼？

因為世界的發展不是這個樣子因為世界的發展不是這個樣子 —
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後這種樂觀的態度大部份都幻滅了

後現代為什麼產生後現代主義呢？

就是對現代的那種自信、樂觀產生很大的懷疑，

後現代是對現代的一種很大的批判

無論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現代主義，

都證明現代並不像一百多年前的學者都證明現代並不像 百多年前的學者

所預告的那麼樣的樂觀。

既然世界的發展並沒有像當初

後千禧年派的神學家所以為然的樣子，

所以這一派已經不太重要了。

關於四派的千禧年論，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時代主義的千禧年前派 —

太拘泥於字句，舊約預言都要照字面來應驗，

強調以色列人是這個政權的主角、耶路撒冷是首都等等

耶穌分兩次再來，把教會先提上去

不用經過七年大災難，是很有問題的一種解釋

後千禧年派 — 太樂觀、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太不顧現實，

跟二十世紀後來的發展不合，不是太重要

非千禧年派、歷史性的千禧年前派 —非千禧年派 歷史性的千禧年前派

比較之下經文的根據、邏輯上都比較周全

這兩派是一個「前」、一個「後」，這兩派是 個 前」、 個 後」，

也不能說什麼都對

是不是這兩個有一些互補呢？是不是這兩個有 些互補呢？

有可能，不過已經屬於奧秘的範圍了

如果只能選一個，「我」會選擇非千禧年派，

比較合乎 是象徵性的解經比較合乎 啟示錄第四章以後是象徵性的解經

經文的相關根據比較一貫、比較周全

「比較符合所謂「真以色列人」的含義

羅九6 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8 肉身所生的兒女不是神的兒女，

應許的兒女才算是神的後裔。

25 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稱他為子民。

千禧年的最高領導耶穌基督祂是王，

祂的選民不一定就是現在政治上的這一個以色列國

我們就是真以色列人，神的選民就是神的兒女，我們 是真以色列人 神 選民 是神

尤其是其中殉道者、得勝者、

至死忠心不跟撒旦妥協的，就在打天下至死忠心不跟撒旦妥協的 就在打天下

雖然我比較主張這一派，但必須承認也有無法解釋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