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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千禧年國度 

七年大災難之後，主耶穌和之前被提的基督徒一同回到地上（啟19：11-16），地上將進

入千禧年國度（Millennium），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時期，主耶穌將會掌權一千年，並且身

體已經改變的信徒，與在大災難中信主和沒有殉道者帶著肉身進入千禧年，這些人繼續結

婚生子，所以千禧年有兩種人一同生活。 

A. 魔鬼被捆綁一千年（v.1-3） 

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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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牠捆綁一千年， 

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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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那一千年

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牠。 

v.2-7清楚地描述千禧年，從敘述的次序，可以看到千禧年是在主耶穌回來（啟19）之

後，在白色大寶座審判（啟20：11-15）之前。 

「一千年」在這幾節經文出現了兩次，之後在第4-代節再出現四次，不單強調而且直

接說明，不帶任何解釋，故不可能是象徵，應按字面解釋是個1000年的國度，我們不

要用「主看一千年如一日」為理由說一千年只是一個大概或象徵。 

1-2 提到在千禧年開始撒旦將被綑綁1千年，綑綁它的是一位不記名的天使。千禧年是

人類歷史中唯一沒有撒旦作工的時間，但要注意並非千禧年中人不會犯罪，只是因魔

鬼被捆綁而少了引誘。 

v.3 提到：「使他不再迷惑列國，等到一千年完了．．．」，既然那時有列國，即千禧

年國度是實質建立在地球上，不是單在人的心中、或是靈裏的國度。 

為什麼上帝不馬上將撒旦抛落火湖，而要等到千禧年後才將它「扔在硫磺的火湖裡，

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v.10）神有祂自己的時間，撒旦還要將來發動一

場叛亂，可見它是死性不改。 

B.千禧年國度（v.4-6) 

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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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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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20:5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 

20:6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

必作 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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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千禧年中會有審判，由信徒擔任審判官，注意『幾個寶座』原文是複數詞，乃

指『有好些(或許多)的寶座』坐在寶座上的有審判的權柄。是甚麼人能夠坐在寶座

上？約翰接著特別提到三類人，在千禧年國度中有執法（當法官）的權柄： 

1。給耶穌作見證者 

2。為神殉道者 

3。在大災難期中不向敵基督屈膝妥協的人 

v.4 提到：「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基督既作王，亦有復活了

的聖徒與基督一同作王，若不是有實質的地土、國度、國民、復活的人如何在他們

中間與主一同作王？啟11：15已經提到：「．．．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

國．．．．」，可見這是個真正的國度。啟12：5亦提到：「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

，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男孩子明顯是指主耶穌，「將來」不是現今

（當日）的時代，而是指將來主真正在地上轄管萬國。 

v.5 提到：「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這些人是下面12節提

到要受到白色大寶座審判的人，他們在千禧年國度時仍未復活。換句話說，就是所

有得救的人都已經復活，一同與主在千禧年國度。（即在千禧年開始的時候只有得

救者在千禧年國度） 

v.5-6節都提到「頭一次復活」，有別於「其餘的死人」，即未復活的人。「頭一次

復活」是指首先（第一批）復活的人，他們是按著次序的（林前15：23但各人是按

着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

之後，「頭一次復活」的的次序（林前15：23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包括： 

1。耶穌（初熟的果子） 

2。在主裡睡了的信徒（災前復活被提） 

3。舊約信徒和根據羅馬書2章中按良心行善者（大災難後） 

4。大災難中死亡的信徒，其中包括殉道者（大災難後） 

5。千禧年內死去的信徒（千禧年末期）  

所有「頭一次復活」的聖徒都與基督一同進入千禧年，一同掌權。  

千禧年（一千年）只在啟20出現，約翰只用了三節經文描述千禧年的情況，故有人

質疑是否可信。但新約聖經中有別的名詞，亦是指向神在地上將會有一個真正的王

國，是耶穌彌賽亞將來要回來治理的國度 : 

1. 你（天父）的國降臨 Thy Kingdom come（太6：10），馬太福音提及“天

國”三十七次，此外還多次提及與國度有關的經文。 

2. 復興的時候 In the Regeneration（太19：28）”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3. 神的國 Kingdom of God（路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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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萬物復興的時候 (Times of Restitution)（徒3：21）， 

5. 安舒的日子 (Times of Refreshing)（徒3：19）， 

6. 日期滿足的時候 (Fullness of Time)（弗1：10）， 

7. 將來的世界 (The world to come)（來2：5） 

8. 啟5：10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 神．在地上執掌王權。可見

神的國會在地上 

9. 主基督的國 (Kingdom of our Lord and Christ) （啟11：15） 

聖經其他地方對千禧年有更詳細的描述，讓我們確信神的國將是一個實體，必定在

將來降臨在地上，在舊約早已有清楚的預言，從祂與亞伯拉罕立約，到祂與大衛立

約，都清楚看到神的國會在地上 : 

1.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

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罷、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 

神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

、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

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

也不再學習戰事。雅各家阿、來罷、我們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以賽亞

書2：2-5) 

2.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

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

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

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賽9：6-7) 

3.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牽引他們。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吃草與牛一

樣，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

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智慧要充滿遍

地，好像水充滿海洋一般。(以賽亞書11：6-9) 

4. 看哪、必有一王憑公義行政．必有首領藉公平掌權。(賽32：1) 

5. 你要看錫安我們守聖節的城．你的眼必見耶路撒冷為安靜的居所、為不挪

移的帳幕、橛子永不拔出、繩索一根也不折斷。在那裏耶和華必顯威嚴與我

們同在、當作江河寬闊之地．其中必沒有盪槳搖櫓的船來往、也沒有威武的

船經過。(賽3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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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樂．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

哀號的聲音。其中必沒有數日夭亡的嬰孩、也沒有壽數不滿的老者．因為百

歲死的仍算孩童、有百歲死的罪人算被咒詛。(賽65：19-20) 

7.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們、牧養他們、就是我的僕人大衛．他必牧養他們、

作他們的牧人。我耶和華必作他們的 神、我的僕人大衛必在他們中間作王

．這是耶和華說的。我必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使惡獸從境內斷絕、他們就必

安居在曠野、躺臥在林中。我必使他們與我山的四圍成為福源．我也必叫時

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以西結書34：23-26) 

8. 當那日我必為我的民、與田野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地上的昆蟲立約

．又必在國中折斷弓刀、止息爭戰、使他們安然躺臥。(何西阿書2：18) 

9.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權、行

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在他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也

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耶利米書23：5-6) 

10.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壞的建立

起來、重新修造、像古時一樣．使以色列人得以東所餘剩的和所有稱為我名

下的國．此乃行這事的耶和華說的。(阿摩司書9：11) 

11. 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擄的歸回、他們必重修荒廢的城邑居住、栽種葡萄

園、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園、喫其中的果子。我要將他們栽於本地、

他們不再從我所賜給他們的地上拔出來．這是耶和華你的 神說的。(阿摩

司書9：14-15) 

12.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

要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罷、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 

神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

、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國的民中施行審判、為遠方強

盛的國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

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無人

驚嚇．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親口說的。(彌迦書4：1-4) 

13. 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

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

將地極賜你為田產。(詩篇2：6-8) 

聖經不單在舊約多次提到神的國度在地上，新約也是有許多有關國度的經文： 

• 四福音書中充滿有關神國和有關耶穌是彌賽亞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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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路加1：31-33 天使對馬利亞的宣佈中提到國度：你要懷孕生子、

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 神要

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

沒有窮盡。 

 

o 可1：14-15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 神的福音、說、日期滿了、 

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o 路加22：29-30我將國賜給你們、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叫你們在

我國裏、坐在我的席上喫喝．並且坐在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

個支派。 

 

o 約翰4：25-26 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

來．他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

就是他。 

 

• 林前15：24-26 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

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交與父 神。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 神把一

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這裡提到，基督作王之後，將地上國度交

給父，到時千禧國度將進入永恆國度 Eternal State, 所以千禧年亦稱為

Intermediate State。） 

 

• 啟2：26-27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他

必用鐵杖轄管他們、〔轄管原文作牧〕將他們如同窰戶的瓦器打得粉碎

．像我從我父領受的權柄一樣． 

 

其他聖經經文描述千禧年國度的特點： 

1. 基督掌權--撒迦利亞書6：12-13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看哪、那名稱為

大衛苗裔的、他要在本處長起來．並要建造耶和華的殿。他要建造耶和

華的殿、並擔負尊榮、坐在位上、掌王權．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兩職

之間籌定和平。 

2. 以色列人被祝福-- 神將祝福以色列，並透過以色列祝福萬國，賽61：6-7

： 你們倒要稱為耶和華的祭司．人必稱你們為我們 神的僕役．你們必

喫用列國的財物、因得他們的榮耀自誇。你們必得加倍的好處、代替所

受的羞辱．分中所得的喜樂、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內必得加倍的產

業．永遠之樂必歸與你們．西番雅書3：20 那時、我必領你們進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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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你們．我使你們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就必使你們在地上的萬民中有

名聲、得稱讚。這是耶和華說的。 

3. 耶路撒冷成為世界中心— 

賽60：14 素來苦待你的、他的子孫都必屈身來就你．藐視你的、都

要在你腳下跪拜．他們要稱你為耶和華的城、為以色列聖者的錫安。 

賽60：18 你地上不再聽見強暴的事、境內不再聽見荒涼毀滅的事．

你必稱你的牆為拯救、稱你的門為讚美。 

賽62：6-7 耶路撒冷阿、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

．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

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4。聖殿被重建--以西結書40至48章詳細地記載將來的聖殿 

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門照入殿中。靈將我舉起、帶入內院．不料

、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我聽見有一位從殿中對我說話．有一人站

在我旁邊。他對我說、人子阿、這是我寶座之地、是我腳掌所踏之地

．我要在這裏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遠．以色列家和他們的君王

、必不再玷污我的聖名、就是行邪淫、在錫安的高處、葬埋他們君王

的屍首．(以西結書43：4-7) 

注意：將來千禧年的聖殿中有獻祭：以西結書43：18 他對我說、人子阿、

主耶和華如此說、建造祭壇、為要在其上獻燔祭灑血、造成的時候典章如下

。-- 為何到時還要獻祭？ 

5。地上人和動物的生活有重大的改變／改善 

1. 地上充滿了和平(何西阿書2：18 當那日我必為我的民、與田野的走獸

、和空中的飛鳥、並地上的昆蟲立約‧又必在國中折斷弓刀、止息爭

戰、使他們安然躺臥。)與公義(賽40：10-11 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

到、他的膀臂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在他那裏、他的報應在他面前。

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

乳養小羊的。賽2：4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

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

不再學習戰事。) 

 

2. 人的壽命大幅度延長（地上無疾病--賽33：24城內居民必不說、我病

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但根據以賽亞書65：20。在

千禧年仍然有肉身進入的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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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必沒有數日夭亡的嬰孩，也沒有壽數不滿的老者；因為百

歲死的仍算孩童，有百歲死的罪人算被咒詛。 

 

3. 語言的阻隔似乎會被消除（西番雅書3：9那時、我必使萬民用清

潔的言語、好求告我耶和華的名、同心合意地事奉我。） 

 

4. 土地會大豐收（約珥書2：21-24 地土阿、不要懼怕、要歡喜快樂

．因為耶和華行了大事。田野的走獸阿、不要懼怕．因為曠野的

草發生、樹木結果、無花果樹、葡萄樹也都效力。錫安的民哪、

你們要快樂、為耶和華你們的 神歡喜．因他賜給你們合宜的秋

雨、為你們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樣。禾場必滿

了麥子．酒醡與油醡必有新酒和油盈溢。） 

 

5. 動物和諧共處（賽11：6-83.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

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他們。牛必

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吃奶的孩

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

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 

C.千禧年完結（v.7-10） 

20:7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裡被釋放， 

20:8出來要迷惑地上四方（原文是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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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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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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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8 這裡的歌革和瑪各與以西結書38與39章中的「瑪各地的歌革」戰爭不同。 

既然千禧年國度只有信徒，為何仍到最後有叛變的事件？必定是在千禧年出生的人

，他們並非生來就是基督徒，他們也要相信耶穌才能得救。他們被復出的撒旦迷惑

，發動人類最後一場戰爭，乃是「圍住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應該是指耶路撒冷

）。 

v.10撒旦從此永遠被囚禁，新天新地不會再有罪惡。 

D. 白色大寶座審判（v.11-15） 

20:11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

之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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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

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20:13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

的受審判。 

20:14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20:15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裡。 

千禧年完結時，全部不信者會復活，然後在白色大寶座前「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 

聖經預言將來有三個審判： 

1.信徒在天上基督臺前（Judgment Seat of Christ）受工作的審判： 

彼前4：17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 神的家起首． 

林後5：10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

的、或善或惡受報。 

帖前2：19 我們的盼望和喜樂、並所誇的冠冕、是甚麼呢．豈不是我們主耶

穌來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麼。 

羅馬書14：10 你這個人、為甚麼論斷弟兄呢．又為甚麼輕看弟兄呢．因我

們都要站在 神的臺前。 

2.大災難後千禧年前萬國(Judgment of the Nations)在地上受審 

太25：31-32當人子在他榮耀裏、同着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

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

羊山羊一般 

3.不信者在白色大寶座(The Great White Throne of Judgment)前的審判(啟20：11-15)。 

「審判」這個詞在聖經中出現四百多次，可見其重要性，但教會甚少教導，

許多人以為神是愛，卻忘記祂亦是聖潔、公義和嚴厲的神（希伯來書10：31 

落在永生 神的手裏、真是可怕的。 希12：29 我們的神乃是烈火。） 

詩篇9：7惟耶和華坐着為王、直到永遠．他已經為審判設擺他的寶座． 

但以理書7：9-10 我觀看、見有寶座設立、上頭坐着亙古常在者、他的衣服

潔白如雪、頭髮如純淨的羊毛、寶座乃火焰、其輪乃烈火．從他面前有火像

河發出、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萬萬．他坐着要行審判、案卷

都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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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2：5你竟任着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為自己積蓄忿怒、以致 神震怒、

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 

希9：27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神將審判的權柄給予基督： 

約5：22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徒17：31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

從死裏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羅2：16 就在 神藉耶穌基督審判人隱秘事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