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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主义对千禧年有一个很特别的主张 —
 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先把教会提上去，
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先把教会提上去
让他们不必经过七年的大灾难
 之后，基督真正来到世界做王一千年
之后 基督真 来到 界做王 千年
这样的再来是分两次再来，主张教会不用经过大灾难。
现在来看圣经关于大灾难的一些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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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四29-31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 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
人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 差遣使者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
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从四方，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 都招聚了来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所以是缩短了这灾难的日子，
灾
这些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都过去了，
耶稣来了。
这是关于大灾难的事情最重要的一段圣经。

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20 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这里没有说主的选民不用经过那日子，
 主把他减少，减少不是豁免、是缩短
主把他减少 减少不是豁免、是缩短
 要经过的，为了我们的原故他把他缩短

可十三19-27 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

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主的选民 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这两处都很明确的说明 — 是要经过的，但不会太久。
约十四1-3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豫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豫备了地方，
我若去为你们豫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谈到耶稣来接我们，
可是完全没有提到要不要经过这个大灾难。

太廿四36-42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惟独父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40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41 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那一天来到。
这一段也是时代主义很喜欢引用的…
这
段也是时代主义很喜欢引用的…
 时代主义的解释 — 被取去的就真正的是神的选民
 其实这里只是表达神把他的选民提上去，
其实这里只是表达神把他的选民提上去
 并没有说他们不用经过大灾难
 也没有表达过了七年以后，
也没有表达过了七年以后
才要来地上开始一千年的政权

解经原则 — 重要的教义都应该有清楚的、一贯的教导…
林前十五51-53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在讲耶稣再来我们被提分两批这种情况，
也没有丝毫提到选民要在灾前被提。
西三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 同显现在荣耀里。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我们要跟他一起复活得荣耀，
并没有丝毫暗示到灾前被提。

帖前四13-17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

恐怕你们忧伤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 样
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 同带来。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
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这里提到耶稣再来的情况分两批 —
，
已经睡了的人、活着看到耶稣再来的人，
 时代主义把这样的场面当做是灾前被提
 这一段没有提到选民不用经过大灾难，
段 有提到选民不
大灾难，
也没有提到七年被提的事情

为什么时代主义主张「灾前被提」？
 但九24-27 提到「七十个七」，
提到「七十 七
 要扣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就剩下一个七
基督
再来
 最后那个七又分两半「一七之半」
 启十一1-4 也提到「一七之半」—
7＊7 62＊7
1＊7
 外邦人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一七之半
 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传道1260 天、
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半、一七之半
所以他们认为启示录就是在应验但以理。
的确践踏圣城很可能就是大灾难的场面，
即使有「三年半」明确的经文，
但是没有明确到一个地步可以确定
这三年半还有另外 个三年半，
这三年半还有另外一个三年半
加起来七年、是基督徒不必经过的。

白马骑士，也就是基督
启十二5-6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
妇人生了 个男孩子 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妇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
的地方，使他被养活 1260 天。
虽然有这些字眼，可是没有清楚交待、
而且不一贯 —
 太廿四19-31、可十三19-27 为选民的原故
要缩短，不是要豁免、其实要经过的
 主张不经过，跟 马太、马可 耶稣再来的预告是矛盾的，
，
就不能当做明确、绝对的教义，只能当做间接的推论
 太廿四、可十三 是明确、又屡次提到，是可以当做绝对的
多数华人教会接受时代主义，
但根据比较稳当的解经原则，是不应该这样接受。

非千禧年派 — 这个政权并不是属地的，而是属天的，
属 的政权也
属天的政权也可以在地面上有属灵的政权，
在
有属灵的政权
而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地上的国度。
到底有没有千禧年？
非千禧年派说有 —
 不是字面上的千禧年
 是基督做王，
是基督做王
带领着忠于他的百姓一起在打天下，
 让他的天国像 太廿四 传遍天下
 太廿八 传给万民、每一个民族
 徒一8 传到地极，包括最偏僻的地方
传到地极 包括最
的地
耶稣带领着他的精兵、忠于他的门徒，
在扩展他的国度、他在掌权。

千禧年派
 前面两派是「前派」，千禧年之前耶稣再来，
前面两派是「前派」 千禧年之前耶稣 来
耶稣先再来，然后在地上开始有一千年的禧年
 后面两派是「后派」—
千禧年先来，耶稣基督才再来
第三派非千禧年派 — 「无千禧年派」，是不正确的翻译，
 不是主张没有千禧年，而是不照字面解释，
不是主张没有千禧年 而是不照字面解释
不是在地面上有一千年耶稣做王这样一个政权
 没有否定千禧年，是一个属灵的含义
没有否定千禧年 是 个属灵的含义 —
像耶稣讲的「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耶稣有没有国？当然有，他是王
耶稣有没有国？当然有 他是王
 有没有政权？当然有，
赛九6b 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他有政权
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 他有政权

非千禧年派不按字面上来解千禧年，
 启示录前三章 明明白白的描写使徒约翰
在拔摩海岛看见异象，看见异象的经过、
七个教会的情况，都可以照字面来解释
个教会 情
都可以照字 来解释
 第四章以后七号、七碗、七灾、奇特的异象，
都是属灵的含义、象征性的文学，
含
象征
只要去明白这些异象式的语言
背后所要象征的属灵含义就够了
非千禧年派肯定有千禧年，但不是一千年、地上的政权，
非千禧年派肯定有千禧年，但不是
千年、
的政权，
 象征性的解释 — 耶稣现在已经在执政、掌权、做王
 耶稣十字架死了、复活、升天，并不是被关在天上，
他是超越时空的，可以穿越时空、随时随地
带领着忠于他的精兵、众圣徒，扩展他的国度
这就是千禧年。

很多人不能理解 — 这世界这么乱，怎么是千禧年呢？
 非千禧年派所讲的不是这世界
 耶稣说过：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这世界是乱世、是末世
界是
是末
 在乱世、末世当中，有一个永不败坏的国，
地上的政权不断的轮替，这个国永不轮替
耶稣一直坐着为王，就是这一个政权叫千禧年，
是在描写这样一个政权…
大使命 —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这个国度就是基督的门徒，
靠着基督的权柄去宣教，使万民做门徒。

启二十1-4 天使用大链子把魔鬼捆绑一千年，

关在无底坑，等一千年完了，暂时释放他。
关在无底坑
等 千年完了 暂时释放他
使徒约翰又看见有两种人是跟基督一起做王的 —
 殉道者，虽然死了，灵魂在天上跟基督
殉道者 虽然死了 灵魂在天上跟基督一起做王
起做王
 得胜者，不接受兽的印记、不拜兽，不妥协的得胜者
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 起做王 千年。
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起做王一千年。
非千禧年派的解释 —
耶稣死 复活升天以后
耶稣死了复活升天以后，一直到现在、到他再来，
直到现在 到他 来
整个期间基督就是率领这两种忠于基督的人，
在掌权、在打天下、在扩展他的国度。
扩 他
度
 不是没有千禧年，不应该称「无千禧年派」
 非千禧年派非按字面来解释千禧年，
而是照灵意、照精义来解释千禧年
千禧年在前面、然后耶稣才再来，所以叫「后派」。

太十二28-29 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路四 耶稣念完 以赛亚书

关于禧年的预言，他就说：

这经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他宣布神的国来临了。
约十二31-32
约十二31
32 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被举起来 — 耶稣的死、复活、升天
 这世界魔鬼还在掌权，十字架的死跟复活
 已经打破魔鬼的头、打破蛇的头了
已经打破魔鬼的头 打破蛇的头了
 只是还没有完全被收拾、
还没有丢进硫磺火湖 还在做怪
还没有丢进硫磺火湖，还在做怪
已经受伤、离牠的末日不远、快要被丢进火湖了。
这样一个得胜其实就是基督在掌权、基督做王的彰显。

第四派 — 后千禧年派，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在十九世纪末 十世纪初曾经非常的流行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曾经非常的流行，
那时整个世界一直在进步 —
 医疗发达、寿命延长、教育发达、经济、科学进步，
疗
寿命
教育
济 科学进步
人类的情况好像一切都欣欣向荣
 英美或欧美也差出很多的宣教士
英美 欧美
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教会界有一派的基督徒非常乐观，认为 —
 世界不断进步、宣教不断的发展，
到最后世界多数人都信主、都被基督化，
样 个 界、时代 是千禧年
这样一个世界、时代就是千禧年了
 这样一个千禧年的后期，却有堕落跟灾难，
按照圣经，他们 相信是有大灾难的
按照圣经，他们也相信是有大灾难的
大灾难之后耶稣才再来，所以叫「后派」。

这一派实际上不是很重要，为什么？
因为世界的发展不是这个样子 —
 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这种乐观的态度大部份都幻灭了
种
态度 部 都
 后现代为什么产生后现代主义呢？
就是对现代的那种自信、乐观产生很大的怀疑，
后现代是对现代的一种很大的批判
无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主义，
都证明现代并不像 百多年前的学者
都证明现代并不像一百多年前的学者
所预告的那么样的乐观。
既然世界的发展并没有像当初
后千禧年派的神学家所以为然的样子，
所以这一派已经不太重要了。

如果只能选一个，「我」会选择非千禧年派，
 比较合乎启示录第四章以后是象征性的解经
 经文的相关根据比较一贯、比较周全
 比较符合所谓「真以色列人」的含义
罗九6 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8 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

应许的儿女才算是神的后裔。
25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他为子民。

千禧年的最高领导耶稣基督他是王，
他的选民不一定就是现在政治上的这一个以色列国
 我们就是真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就是神的儿女，
真
人，
，
尤其是其中殉道者、得胜者、
死忠 不跟撒旦妥协的，就在打天下
至死忠心不跟撒旦妥协的，就在打天下


虽然我比较主张这一派，但必须承认也有无法解释的地方…

关于四派的千禧年论，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时代主义的千禧年前派
代主义
禧年前派 —
 太拘泥于字句，旧约预言都要照字面来应验，
强调以色列人是这个政权的主角、耶路撒冷是首都等等
 耶稣分两次再来，把教会先提上去
不用经过七年大灾难，是很有问题的一种解释
后千禧年派 — 太乐观、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太不顾现实，
跟二十世纪后来的发展不合，不是太重要
非千禧年派、历史性的千禧年前派 —
 比较之下经文的根据、逻辑上都比较周全
 这两派是
这两派是一个「前」
个「前」、一个「后」
个「后」，
 也不能说什么都对
 是不是这两个有
是不是这两个有一些互补呢？
些互补呢？
有可能，不过已经属于奥秘的范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