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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國世上的國

啟示錄 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在那之前，世上的國是誰的呢？有兩個國度：主基督的國度、敵基督的國度。

但以理書 2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夢，夢見一個大像，

這像的頭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和腰是銅的，

是鐵的 是半鐵半 的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

你就是那金頭-巴比倫王。

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基督的國，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 國 永不敗壞 基督的國

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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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這夢準是這樣，這講解也是確實的。

但以理書
1

敵基督的四帝國

金頭 - 巴比倫帝國
1

銀胸 - 波斯帝國

銅腰 - 希臘帝國

鐵腿 羅馬帝國鐵腿 - 羅馬帝國

半鐵半泥腳

東羅馬帝國

西羅馬帝國
半鐵半泥腳

- 羅馬的延伸

半鐵半泥的腳指頭

非人手鑿出來
的一塊石頭 -

半鐵半泥的腳指頭
- 敵基督的附庸國

的 塊石頭

基督的國度

啟示錄12:10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

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

但7:13、14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

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常 前 度

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但7:27 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大權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

他的國是永遠的；一切掌權的都必事奉他，順從他。

千禧年，耶穌基督在地上掌權的時候，他的國是永遠的。

主禱文 願你的國降臨主禱文 - 願你的國降臨

耶穌要我們先求神的國，乃是說：要我們為他的名活著，為他的名作美好的見證，

為他的名傳揚福音，拓展神的國度，好叫基督早日來臨，接教會被提。為他的名傳揚福音 拓展神的國度 好叫基督早 來臨 接教會被提

耶穌教導我們禱告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就是說我們禱告

要先求主耶穌在我們心中，在教會裡面來做王，來掌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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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神的旨意行在我們身上，行在教會裡面，如同行在天上一般。



「神的國」言下之意就是「屬於神的國家」。是以神為這個國家的最高權威，

他是這國的國君，他是這國真正的掌權者。他是這國的國君 他是這國真正的掌權者

「神的國」就是以神為王，以神的權柄作為統管萬有的最高權威，

「神的國」就是用神的義作為治理百姓之原則的一個國度。

神的權威所在、神的義運行在他們身上的這些子民，就成為神國度的國民。

這樣，神的權威和神的義，在他的國中間是很重要的事情。

敵基督的國

但以理書7:3-8 有四個大獸從海中上來，形狀各有不同：

頭 個像獅子 又有 獸如熊 就是第二獸 又有 獸如豹 第四獸甚是可怕頭一個像獅子，又有一獸如熊，就是第二獸，又有一獸如豹，第四獸甚是可怕，

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頭有十角。其中又長起一個小角；先前的角中

有三角在這角前，連根被他拔出來。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說誇大的話。有 角在 角前 來 角有 像 有 誇

神給了這個預言，神就解答...
但以理書7:17-18 這四個大獸就是四王將要在世上興起。

然 至高者的聖民 要 享受 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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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高者的聖民，必要得國享受，直到永永遠遠。

這些獸，都是帝國。

但以理書7:23-25 第四獸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國，與一切國大不相同，

必吞吃全地，並且踐踏嚼碎。至於那十角，就是從這國中必興起的十王，必吞吃全地，並且踐踏嚼碎。至於那十角，就是從這國中必興起的十王，

後來又興起一王，與先前的不同；他必制伏三王。

他必向至高者說誇大的話，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必想改變節期和律法。

聖民必交付他手一載、二載、半載 –

就是三年半、或是一千二百六十天。

啟 錄 我 看 個 從海中上來 有十角啟示錄 13:1-8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

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 –

神啟示給他看，那是第四個獸。神啟示給他看 那是第四個獸

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 –

三個獸的總和。那龍 - 魔鬼撒旦，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他。

又有權柄賜給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又任憑他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也把權柄賜給他，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他。

6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他。

最後到達半鐵半泥的時候，但以理用「獸」來形容他。

約翰福音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我們現在是被世界的王統治著我們現在是被世界的王統治著

約翰福音14:30 以後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因為這世界的王將到。

這是主耶穌離開之後

約翰福音16:11 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撒但的國」是以撒但的權柄作為治理的權威，以「罪」作為治理這國度的原則﹔

「神的國 是以神的權柄作為治理的最高權威 以「神的義 作為治理這國度的原則「神的國」是以神的權柄作為治理的最高權威，以「神的義」作為治理這國度的原則。

啟示錄19:11-20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

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們的眾軍都聚集，

要與騎白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

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

迷惑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擒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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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惑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擒拿。

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

啟示錄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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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 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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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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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沒有拜過獸與獸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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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20:7-10 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裡被釋放，啟示錄20:7 10 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裡被釋放，

出來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就是歌革和瑪各，叫他們聚集爭戰。

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他們上來遍滿了全地，

圍住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就有火從天降下，燒滅了他們。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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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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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分佈圖
世上的國—啟示錄與但以理書

1. 獸（敵基督的國）是魔鬼勢力的歷史，

獅子、熊、豹，這些帝國都已經過去獅子 熊 豹，這些帝國都已經過去

2. 教會（基督的國）

是上帝子民的歷史

最後—路加福音21

當時，耶穌對他們說：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多半在中東、北非

信伊斯蘭教的教徒，被稱為穆斯林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 饑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跡從天上顯現。

信伊斯蘭教的教徒，被稱為穆斯林

有可 的异象和大神 顯現

這是今天這個世界的寫照。

伊斯蘭在阿拉伯文裡是順從的意思，

是以《古蘭經》和《聖訓》是唯一的教導，他們教導一神論。是以《古蘭經》和《聖訓》是唯 的教導，他們教導 神論

我們是三位一體的一神，他們一個就是一個；

我們叫上帝，阿拉伯話叫上帝叫阿拉。

信徒穆斯林認為伊斯蘭就是人類最終的答案，

在此之後不應當有其他宗教存在。

古蘭經中寫著「如果你遇到異教徒 抓住他們 使他們皈依古蘭經中寫著「如果你遇到異教徒，抓住他們，使他們皈依，

如果不從，就殺死他們。」(古蘭經2:191-193)
建立一個全人類都信仰伊斯蘭教的哈裡發帝國 (Caliphate)建立 個全人類都信仰伊斯蘭教的哈裡發帝國 (Ca p ate)

是伊斯蘭教留給信徒的至高無上的終身目標。

有些國家訂伊斯蘭教為他們的國教，全世界已經有四個國家，

名字就叫伊斯蘭國：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茅利塔尼亞，

在聯合國註冊，都是講伊斯蘭國。

信奉伊斯蘭教的叫穆斯林 2019年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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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伊斯蘭教的叫穆斯林，2019年的統計，

有18億人，佔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啟示錄6:8 (中文和合本)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

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

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聖經新譯本) 他們得了權柄，可以管轄地上的四分之一，

又要用刀劍、饑荒、瘟疫和地上的野獸去殺人。

新譯本翻譯的更像原文，現在如果魔鬼撒但敵基督要利用伊斯蘭教的話，

是 地 來講 界他們不論是從土地上、人口上來講，已經統治了世界，

而且基督徒很多是被他們殺害的，基督徒殉道的相當多。

約翰福音16:2 4 時候將到，凡殺你們的就以為是事奉神。約翰福音16:2-4 時候將到，凡殺你們的就以為是事奉神。

他們這樣行，是因未曾認識父，也未曾認識我。

我將這事告訴你們，是叫你們到了時候可以想起我對你們說過了。

穆斯林認為他們所信的神阿拉是亞伯拉罕的神，亞伯拉罕的兒子以實瑪利

是阿拉伯人的祖先。我們所信的神跟他們所信的神，好像是同一個神，

但是所講的話 所寫的經 完全不同 他們完全不相信聖經 所以他們並不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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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講的話、所寫的經，完全不同，他們完全不相信聖經，所以他們並不認識神。

他們以為是事奉神，殺基督徒前喊為阿拉而做—為他們的神而做。



越看，我們越接近主耶穌再來，因為神的事都一個一個應驗了。

約翰福音 14:29-30 現在事情還沒有成就，約翰福音 14:29 30 現在事情還沒有成就，

我預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就可以信。

以後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因為這世界的王將到。

約翰福音 9:4-5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

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

黑夜將到指著這世界的王將到。黑夜將到指著這世界的王將到。

約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約14:30 以後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因為這世界的王將到。

他在我裡面是毫無所有。

約16:11 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美軍從阿富汗撤軍，跟美軍有關的人，留下來就要被殺。

局勢變化太快了，這個飛機居然裝了 860 個難民，

超過了這個飛機從來沒有裝過這麼多人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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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了這個飛機從來沒有裝過這麼多人撤退，

一天幾十輛飛機把他們載走。

但以理書 9:27 現在用這張照片就形容出來...
一七之內，但以理書有七十個七，最後一個七，一七之內，但以理書有七十個七，最後 個七，

是在最後的七年來了。

他(敵基督)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中東和談要開始了；

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

那行毀壞可憎的如飛而來，敵基督很快地來到，

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 直到所定的結局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結局。

如飛而來，阿富汗照片的場面，一天之內整個變了。

聖經警告我們，敵基督統治世界是如飛而來，一天之間全變了警 我們 統治 界是如飛而來 間 了

20 年前，在塔利班統治、美軍還沒有進去之前，沒有基督徒，

20 年來，很多人從伊斯蘭信仰轉成了基督教信仰，有 5000 到 8000 人，

在伊斯蘭教轉成基督徒是叛教，是要被殺的，他們生活在阿富汗各地。

許多婦女擔心塔利班的統治，意味著她們將被剝奪受教育的機會。

過去幾年參與教會的婦女也可能處于危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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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參與教會的婦女也可能處于危險之中。

塔利班將消滅阿富汗所有的基督徒。

趁著可以宣教、趕快宣教，因為一夜之間黑夜就來臨，就不能傳福音了。

馬太福音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馬太福音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

末期是我們看不到的，因為那是千禧年，教會在那之前已經被提了。

光是在美國的統計，疫情開放之後，已經有四千多個教會不再存在；

實體的聚會開放之後，也減少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

教會服侍的人越來越少。

末期不是自然而然來的 世人不要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要受攔阻的末期不是自然而然來的。世人不要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受攔阻的。

神今天等待，尋找有誰與祂同心，肯同工的，

要把這世代的末期「神的國度」引進來。誰願意作這樣的大工呢？要把這世代的末期 神的國度」引進來 誰願意作這樣的大工呢？

約翰福音9:4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

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

阿富汗人，白晝就是過去這二十年，有將近八千人願做基督徒。

一夜之間他們就要被殺了，黑夜將到，不但不能傳福音，而且生命也受到影響。

聖經形容「福音廣傳的日子 為「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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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形容「福音廣傳的日子」為「白日」，

「黑夜」來臨 (敵基督掌權)，沒有人能作工了。

馬太福音28:19-20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一個「有主同在」的教會，才是真正的教會，

有生命、有力量的教會才能完成主耶穌所交託的大使命。有生命、有力量的教會才能完成主耶穌所交託的大使命。

主耶穌交託我們大使命，是要做甚麼呢？

是要「傳福音」與「教導」並「遵守」，

這是主耶穌給教會的命令及應許—主說：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使徒行傳 7 司提反殉道後，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

使徒行傳 11 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他們是一個宣教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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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11 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他們是 個宣教的教會。

所以我們每個人所在的教會，必須要遵照主耶穌的教導。



以賽亞書 54：2-5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

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

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

救贖你的、是以色列的聖者，他必稱為全地之神。

造你的 是你的丈夫 是妻 關造你的、是你的丈夫—這是妻子和丈夫的關係。

誰是妻子—教會，神是教會的丈夫

「要」是給教會的命令、丈夫賜給妻子的命令。 要」是給教會的命令 丈夫賜給妻子的命令

擴張帳幕，是從點到面

張大你居所的幔子，從小到大

放長繩子，從短到長

向左向右開展，從內到外

得多國為業，從少到多

17

得多國為業，從少到多

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從荒涼到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