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第四篇 

所羅門輝煌的國豫表千年國時期基督的國 

讀經：王上十1~24，詩七二1~8、11、17~19，啟十一15，二十4、6 

王上10:1 示巴女王聽見所羅門因耶和華之名所得的名聲，就來要用難解的話試驗所羅門。 

王上10:2 她帶著許多隨從到耶路撒冷來，又有駱駝馱著香料、許多金子和寶石。她來見了所羅門， 

就把心裡所有的對所羅門都說出來。 

王上10:3 所羅門將她所問的都答上了，沒有一樣對王是隱秘不能答的。

王上10:4 示巴女王見所羅門一切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宮室， 

王上10:5 他席上的膳肴，群臣的座次，僕人的侍候，他們的服飾，和司酒的服飾，以及他在耶和華

殿裡所獻的燔祭，就詫異得神不守舍。 

王上10:6 她對王說，我在我本地所聽見的話，論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實在是真的； 

王上10:7 我先前不信那些話，及至我來親眼見了，才知道人所告訴我的還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

的昌盛超過我所聽見的傳聞。 

王上10:8 屬你的人是有福的！你的這些臣僕，常侍立在你面前聽你智慧的話，是有福的！ 

王上10:9 耶和華你的神是當受頌讚的；祂喜悅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國位；因為耶和華永遠愛以色

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施行公理和公義。 

王上10:10 於是，示巴女王將一百二十他連得金子、極多的香料、和寶石送給所羅門王；以後奉來的

香料，再也沒有像示巴女王送給所羅門的這樣多。 

王上10:11 希蘭的船隊從俄敥運了金子來，又從俄敥運了許多檀香木和寶石來。 

王上10:12 王用檀香木為耶和華殿和王宮作欄杆，又為歌唱的人作琴瑟；以後再沒有這樣的檀香木進

來，也沒有人看見過，直到今日。 

王上10:13 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所羅門王都送給她，另外照王的厚意饋送她。於是女王和她的

臣僕回她本地去了。 

王上10:14 所羅門每年所得的金子，重六百六十六他連得； 

王上10:15 另外還有商人、來往作貿易的人、亞拉伯的諸王、與那地的省長所進的金子。

王上10:16 所羅門王用錘出來的金子打成擋牌二百面，每面用金子六百舍客勒； 

王上10:17 又用錘出來的金子，打成盾牌三百面，每面用金子三彌那；王把這些都放在利巴嫩林宮

裡。 

王上10:18 王又造了一個象牙大寶座，用精金包裹。 

王上10:19 寶座有六層臺階，座的後背有圓頂；座位兩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兩隻獅子站立。

王上10:20 六層臺階上有十二隻獅子站立，左邊六隻，右邊六隻；在列國中沒有這樣作的。 

王上10:21 所羅門王一切的飲器都是金的，利巴嫩林宮裡的一切器皿都是純金的，沒有用銀子作的； 

所羅門年間，銀子算不了什麼。 

王上10:22 因為王有他施船隊與希蘭的船隊一同航海；三年一次，他施船隊把金銀、象牙、猿猴、孔

雀運來。 

王上10:23 所羅門王的財寶與智慧，勝過地上的列王。 

王上10:24   全地的王都求見所羅門的面，要聽神賜在他心中智慧的話。詩

72:1 神啊，求你將你的判斷賜給王，將你的公義賜給王的兒子。

詩72:2 祂要按公義審判你的民，按公平審判你的窮苦人。 

詩72:3 大山小山，都要在公義中給民結出平安的果子。 

詩72:4 祂必為民中的窮苦人伸冤，拯救窮乏之輩，壓碎那欺壓人的。

詩72:5 太陽還存，月亮還在，人要敬畏你，直到萬付。 

詩72:6 祂必降臨，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澆灌大地。

詩72:7 在祂的日子義人要發旺，大有平安，直到月亮不存。 

詩72:8 祂要執掌權柄，從這海直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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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72:11 諸王都要叩拜祂；萬國都要事奉祂。 

詩72:17 祂的名要存到永遠，要留傳如日之久；人要因祂蒙福；萬國要稱祂有福。

詩72:18 獨行奇事的耶和華神，以色列的神，是當受頌讚的； 

詩72:19 祂榮耀的名也當受頌讚，直到永遠；願祂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阿們。 

啟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

永永遠遠。 

啟20:4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和坐在上面的，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為耶穌的見證、

並為神的話被斬者，以及那些沒有拜過獸與獸像，額上和手上也沒有受過它印記之人的

魂，他們都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啟20: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別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還要作神和

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壹 所羅門輝煌的國，連同他在神豐厚祝福下的興盛，豫表千年國時期基督的國 

—王上四20~五18： 
王上4:20 猶大人和以色列人眾多，如同海邊的沙那樣多，都喫喝快樂。 

王上4:21 所羅門統管諸國，從大河到非利士人之地，直到埃及的邊界；所羅門在世的一切日

子，這些國都進貢服事他。 

王上4:22 所羅門每日所用的食物有細面三十歌珥，粗面六十歌珥， 

王上4:23 肥牛十隻，草場的牛二十只，羊一百隻，還有鹿、羚羊、麅子和肥禽。 

王上4:24 所羅門管理大河西邊，從提弗薩直到迦薩的全地，管理大河西邊的諸王；他的四境

盡都平安。 

王上4:25 所羅門在世的一切日子，從但到別是巴的猶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樹下

和無花果樹下安然居住。 

王上4:26 所羅門有套車的馬四萬廄，還有馬兵一萬二千。 

王上4:27 那十二個官吏各按各月供給所羅門王，並一切前來與所羅門王同席之人的食物，一

無所缺。 

王上4:28 他們也各按各分，將養馬與快馬的大麥和乾草，送到該送的地方。 

王上4:29 神賜給所羅門智慧、極大的聰明、和寬廣的心，如同海邊的沙那樣不可測量。

王上4:30 所羅門的智慧超過一切東方人的智慧，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王上4:31 他比萬人更有智慧，比以斯拉人以探，並瑪曷的兒子希幔、甲各、達大更有智慧。

他的名聲傳揚在四圍的列國。 

王上4:32 他說過箴言三千句，他的詩歌有一千零五首。 

王上4:33 他講論草木，自利巴嫩的香柏樹直到牆上長出的牛膝草，又講論走獸、飛鳥、爬物

和魚。 

王上4:34 從萬民中，從地上一切聽見所羅門智慧的君王那裡，都有人來聽他的智慧話。 

王上5:1 推羅王希蘭，平素愛大衛；他聽見以色列人膏所羅門，接續他父親作王，就差遣臣

僕來見他。 

王上5:2 所羅門也差遣人去見希蘭，說， 

王上5:3 你知道我父親大衛因四圍的爭戰，不能為耶和華他神的名建殿，直等到耶和華使仇

敵都服在他腳下。 

王上5:4 現在耶和華我的神使我四圍得安息，沒有對頭，沒有災禍。 

王上5:5       看哪，我有意為耶和華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華對我父親大衛所說的，說，你的兒

子，就是我所要設立，接續你坐在你位上的，他必為我的名建殿。 

王上5:6       所以求你吩咐人從利巴嫩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僕人必與你的僕人一同作工，我必照

你所說定的，把你僕人的工價給你；因為你知道，在我們中間沒有人像西頓人那樣

善於砍伐樹木。 

王上5:7 希蘭聽見所羅門的話，就甚歡喜，說，今日耶和華當受頌讚；祂賜給大衛一個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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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兒子，治理這眾多的民。 

王上5:8 希蘭打發人去見所羅門，說，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事，我聽見了；關於香柏木和松

木，凡你所願的我都必成全。 

王上5:9 我的僕人必將木料從利巴嫩運下海裡；我把這些木料紮成筏子，浮海運到你所指定

我的地方，在那裡拆開，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所願的，將食物給我的家。 

王上5:10 於是希蘭照著所羅門所願的一切，給他香柏木和松木。 

王上5:11 所羅門給希蘭麥子二萬歌珥，最上等的油二十歌珥，作他家的食物；所羅門每年都

是這樣給希蘭。 

王上5:12 耶和華照著所應許的賜智慧給所羅門；希蘭與所羅門和好，二人彼此立約。

王上5:13 所羅門王從全以色列人中徵召服苦役的，共有三萬人， 

王上5:14 派他們輪流，每月一萬人到利巴嫩去；一個月在利巴嫩，兩個月在家裡。亞多尼蘭

掌管這些服苦役的人。 

王上5:15 所羅門有七萬扛抬重物的，八萬在山上鑿石頭的； 

王上5:16 此外，所羅門有三千三百督工的官長，監管作工的百姓。 

王上5:17 王下仙，人就開採出又大又寶貴的石頭來，用鑿成的石頭立殿的根基。 

王上5:18 所羅門的匠人和希蘭的匠人，並迦巴勒人，將石頭鑿好，豫備木料和石頭建殿。 

一 王上九至十章描繪所羅門在列國中榮耀的巔峰。 
王上9~10 從略。 

二 所羅門在以色列國中，因他這國的輝煌而得榮；這是在千年國裡基督的豫表—十 

1~24。 
王上10:1~24 從略。 

貳 基督第二次來時，要據有那已賜給祂作產業的地，並要在全地建立神的國， 

因而恢復神對地的權利—詩二四1： 
詩24:1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 

一 詩篇二十四篇七至十節揭示得勝的基督在神永遠的國裡作要來的王。 

詩24:7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啊，你們要被舉起；榮耀的王將要進

來。 

詩24:8 那榮耀的王是誰呢？就是剛強大能的耶和華，在爭戰中有大能的耶和華！ 

詩24:9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啊，你們要把頭抬起；榮耀的王將要

進來。 

詩24:10 那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祂是榮耀的王！細拉 

二 耶和華就是耶穌，耶穌就是成為肉體、釘十字架並復活的三一神，祂是剛強爭戰且

得勝的一位—啟五5。 
啟5: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祂已得

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它的七印。 

三 祂要在復活裡同祂的得勝者回來據有全地作祂的國—但二34~35，七13~14，珥三 

11，啟十一15，十九13~14。 

但2:34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碎。

但2:35 於是鐵、泥、銅、銀、金，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 

散，無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全地。 

但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祂來到亙古常在

者那裡，被領近祂面前。 

但7:14 權柄、榮耀、國度都給了祂，使各族、各國、各方言的人都事奉祂。祂的權柄

是永遠的權柄，不能廢去，祂的國必不毀壞。 

珥3:11 四圍的列國啊，你們要速速地來，一同聚集。耶和華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在

那裡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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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

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啟19:13 祂穿著蘸過血的衣服，祂的名稱為神的話。 

啟19:14 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著祂。 

三 詩篇七十二篇論到作王的基督，由作王的所羅門所豫表： 
詩72:1 （所羅門的詩。）神啊，求你將你的判斷賜給王，將你的公義賜給王的兒子。

詩72:2 祂要按公義審判你的民，按公平審判你的窮苦人。 

詩72:3 大山小山，都要在公義中給民結出平安的果子。 

詩72:4 祂必為民中的窮苦人伸冤，拯救窮乏之輩，壓碎那欺壓人的。

詩72:5 太陽還存，月亮還在，人要敬畏你，直到萬付。 

詩72:6 祂必降臨，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澆灌大地。

詩72:7 在祂的日子義人要發旺，大有平安，直到月亮不存。 

詩72:8 祂要執掌權柄，從這海直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 

詩72:9 住在荒野的，必在祂面前下拜，祂的仇敵必要舔土。 

詩72:10 他施和海島並沿海一帶的王要進貢；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獻禮物。

詩72:11 諸王都要叩拜祂；萬國都要事奉祂。 

詩72:12 因為窮乏人呼求的時候，祂要搭救，沒有人幫助的窮苦人，祂也要搭救。

詩72:13 祂要憐惜貧寒和窮乏的人，拯救窮乏人的性命。 

詩72:14 祂要救贖他們的性命脫離欺壓和強暴，他們的血在祂眼中看為寶貴。 

詩72:15 祂要長久活著，示巴的金子要奉給祂；人要常常為祂禱告，終日頌讚祂。 

詩72:16 在地上，甚至在山頂上，五穀必然茂盛。所結的穀實，要搖曳如利巴嫩的樹林；城

裡的人要發旺如地上的草。 

詩72:17 祂的名要存到永遠，要留傳如日之久；人要因祂蒙福；萬國要稱祂有福。

詩72:18 獨行奇事的耶和華神，以色列的神，是當受頌讚的； 

詩72:19 祂榮耀的名也當受頌讚，直到永遠；願祂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阿們。

詩72:20 耶西的兒子大衛的禱告完畢。 

一 七十二篇實際上是論到所羅門王的詩篇；他豫表基督是作王的一位—太十二42： 
詩72 從略。 

太12:42 在審判的時候，南方的女王要同這世付起來，並要定這世付的罪，因為她從地

極來，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看哪，在這裡有比所羅門更大的。 

1 基督作為大衛的子孫（兒子），繼承大衛的王位與國度—一1，撒下七12~13， 

路一32~33。 
太1:1 耶穌基督，大衛的子孫，亞伯拉罕子孫的家譜： 

撒下7:12 你在世的日子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興起你腹中所出的後裔

接續你，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撒下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孫；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路1:32 祂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祂祖大衛的寶座給祂， 

路1:33 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祂的國也沒有窮盡。 

2 基督在地上經過由大衛的苦難所豫表受苦的生活之後，就升到諸天之上，如今

在那裡作王掌權，由所羅門所豫表—林前十五25，啟十七14。 
林前15:25 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直到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祂的腳下。 

啟17:14 他們要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

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忠信的人，也必得勝。 

二 在詩篇七十二篇，作王的基督由作王的所羅門（太一1，二二42）在亨通昌盛時所豫

表（王上九~十），如這詩篇的標題和第一節經文所指明的： 
詩72 從略。 



41  

太1:1 耶穌基督，大衛的子孫，亞伯拉罕子孫的家譜： 

太22:42 論到基督，你們怎麼看？祂是誰的子孫？他們說，是大衛的。

王上9~10 從略。 

詩72:1 （所羅門的詩。）神啊，求你將你的判斷賜給王，將你的公義賜給王的兒子。 

1 七十二篇啟示基督作全地的王，諸王都要叩拜祂，萬國都要事奉祂—1~8、11 

節。 
詩72 從略。 

詩72:1 （所羅門的詩。）神啊，求你將你的判斷賜給王，將你的公義賜給王的兒

子。 

詩72:2 祂要按公義審判你的民，按公平審判你的窮苦人。

詩72:3 大山小山，都要在公義中給民結出平安的果子。 

詩72:4 祂必為民中的窮苦人伸冤，拯救窮乏之輩，壓碎那欺壓人的。

詩72:5 太陽還存，月亮還在，人要敬畏你，直到萬付。 

詩72:6 祂必降臨，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澆灌大地。

詩72:7 在祂的日子義人要發旺，大有平安，直到月亮不存。 

詩72:8 祂要執掌權柄，從這海直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 

詩72:9 住在荒野的，必在祂面前下拜，祂的仇敵必要舔土。 

詩72:10 他施和海島並沿海一帶的王要進貢；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獻禮物。

詩72:11 諸王都要叩拜祂；萬國都要事奉祂。 

2 七十二篇是一幅榮耀的圖畫，說出主恢復、據有並治理全地的情形—17~19 

節。 
詩72 從略。 

詩72:17 祂的名要存到永遠，要留傳如日之久；人要因祂蒙福；萬國要稱祂有福。

詩72:18 獨行奇事的耶和華神，以色列的神，是當受頌讚的； 

詩72:19 祂榮耀的名也當受頌讚，直到永遠；願祂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阿們。 

3 由所羅門所豫表的基督，將在復興時代的千年國裡作王—啟二十4、6，太十九 

28。 

啟20:4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和坐在上面的，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

些為耶穌的見證、並為神的話被斬者，以及那些沒有拜過獸與獸像，額

上和手上也沒有受過它印記之人的魂，他們都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

千年。 

啟20: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別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

柄；他們還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太19:28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些跟從過我的人，在復興的時

候，當人子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

色列十二個支派。 

肆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十一 

15： 
一 基督的國是千年國，也是神的國—二十4、6，太十六28，十三41、43。 

啟20:4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和坐在上面的，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為耶

穌的見證、並為神的話被斬者，以及那些沒有拜過獸與獸像，額上和手上也沒

有受過它印記之人的魂，他們都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啟20: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別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

還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太16:28        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有人還沒有嘗到死味，必看見人子在祂的國裡來

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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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3:41 人子要差遣祂的使者，從祂的國裡薅集一切絆跌人的事，和行不法的人， 

太13:43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裡，要發光如同太陽。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二 這國是基督的國，也是神的國，就著這一面說，基督與神一同掌權；也可以說，基

督作為神掌權—啟十一15。 
啟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

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三 基督回來執行對列國的審判之後， 世上的國就成了基督的國—但七13~14，二  

44~45。 

但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祂來到亙古常在

者那裡，被領近祂面前。 

但7:14 權柄、榮耀、國度都給了祂，使各族、各國、各方言的人都事奉祂。祂的權柄

是永遠的權柄，不能廢去，祂的國必不毀壞。 

但2:44 當那列王在位的日子，天上的神必興起一國，永不敗滅，國權也不留歸別民， 

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但2:45 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鐵、銅、泥、銀、金，那就

是至大的神把後來必發生的事給王指明。這夢准是這樣，這講解也是可信的。 

四 在啟示錄十一章十五節，主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指主要在千年國和新天新地作

王，直到永遠—二二5。 
啟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

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啟22:5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需要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

到永永遠遠。 

五 所有的得勝者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有得救的人將要在永世裡作王，直到永

永遠遠—二十4、6，二二5。 
啟20:4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和坐在上面的，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為耶

穌的見證、並為神的話被斬者，以及那些沒有拜過獸與獸像，額上和手上也沒

有受過它印記之人的魂，他們都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啟20: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別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

還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啟22:5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需要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

到永永遠遠。 

伍 主耶穌對付信徒、猶太人和列國（萬民）以後，將要帶進千年國—基督和神

的國，在地上一千年—二十4、6： 
啟20:4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和坐在上面的，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為耶穌的

見證、並為神的話被斬者，以及那些沒有拜過獸與獸像，額上和手上也沒有受過它

印記之人的魂，他們都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啟20: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別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還要

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一 千年國指基督再來作王治理世界之後，新天新地之前的時間。

二 在千年國期間，列國都要歸向基督—亞十四16。 
亞14:16        所有前來攻擊耶路撒冷的列國中餘剩的人，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

華，並守住棚節。 

三 舊約裡有許多關於千年國的經文—詩二6、8~9，賽二2~5，十一1~10，六五20~25， 

亞八20~23，十四16~21。 
詩2:6 說，我已經立我的王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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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2: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產業。 

詩2:9 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器摔碎。 

賽2:2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於諸山之頂，高舉過於眾岡陵；萬國的民都

要湧向這山； 

賽2:3 多族的民要前來，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上雅各神的殿；祂必將祂的

道路教導我們，使我們行祂的路徑。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

於耶路撒冷； 

賽2:4 祂必在列國之間施行審判，為多族的民斷定是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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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2:5 雅各家啊，來吧，我們在耶和華的光中行走。 

賽11:1 從耶西的𣎴必發嫩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賽11:2 耶和華的靈必安歇在祂身上，就是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認識和

敬畏耶和華的靈。 

賽11:3 祂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審判不憑眼見，判斷也不憑耳聞； 

賽11:4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公正判斷地上的困苦人；以口中的杖擊打這地；以

嘴裡的氣殺戮惡人。 

賽11:5 公義必當祂的腰帶，信實必當祂脅下的帶子。 

賽11:6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必與山羊羔同臥；牛犢、少壯獅子並肥畜同群；小

孩子要牽引它們。 

賽11:7 牛必與熊同食；它們的崽子必一同躺臥；獅子必喫草與牛一樣。 

賽11:8 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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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11:9 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些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對耶和華的認識充滿遍地，好

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賽11: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眾民的旌旗；外邦人必尋求祂；祂安息之所必有榮耀。

賽65:20 其中必不再有數日夭亡的嬰孩，也不再有壽數不滿的老者；因為百歲死的算是 

孩童，百歲死的罪人算是被咒詛的。 

賽65:21 他們要建造房屋，居住其中；栽種葡萄園，喫其中的果子。 

賽65:22 他們必不建造而由別人居住；必不栽種而由別人喫；因為我民的日子必像樹木

的日子，我選民必充分享用親手勞碌得來的； 

賽65:23 他們必不徒然勞碌，生孩子也不遭災害；因為都是蒙耶和華賜福之人的後裔， 

他們的子孫也與他們一樣。 

賽65:24 他們尚未呼求，我就應允；正說話的時候，我就垂聽。 

賽65:25 豺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子必喫草與牛一樣，塵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聖山的遍

處，這些都不傷人，不害物，這是耶和華說的。 

亞8:20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將來必再有各族的人，和多城的居民來到； 

亞8:21 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說，我們要快去懇求耶和華的恩，尋求萬軍之耶和華； 

那城的居民必說，我們也要去。 

亞8:22 必有多族的人和強國的民來到耶路撒冷，尋求萬軍之耶和華，懇求耶和華的

恩。 

亞8:23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在那些日子，必有十個人，從列國說各種方言的人中出

來，拉住一個猶大人的衣襟，說，我們要與你們同去，因為我們聽見神與你們

同在了。 

亞14:16        所有前來攻擊耶路撒冷的列國中餘剩的人，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

華，並守住棚節。 

亞14:17         地上萬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的，必無雨降給他們。亞

14:18 埃及族若不上來進入耶路撒冷，必無雨降給他們；凡不上來守住棚節的列國 

人，耶和華也必用這災殃擊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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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14:19 這就是埃及的罪，和所有不上來守住棚節之列國的罪。 

亞14:20 當那日，馬的鈴鐺上必有歸耶和華為聖這句話；耶和華殿內的鍋必如祭壇前的

盆一樣。 

亞14:21 凡在耶路撒冷和猶大的鍋，都必歸萬軍之耶和華為聖；凡獻祭的，都必來取這

些鍋，在鍋內煮肉；當那日，在萬軍之耶和華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 

四 在行傳三章二十一節，“萬物復興的時候”指千年國： 

徒3:21 天必留祂，直到萬物復興的時候，就是神自古以來，藉著祂聖申言者的口所說

的。 

1 這復興不僅要影響人，也要影響整個宇宙—諸天、地、動物甚至樹木。 

2 一切因著人墮落而遭受咒詛的事物都要得著恢復—賽十一6，三十26。 

賽11:6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必與山羊羔同臥；牛犢、少壯獅子並肥畜同

群；小孩子要牽引它們。 

賽30:26 當耶和華纏裹祂百姓的傷口、醫治祂民受祂擊打之傷的日子，月光必像

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樣。 

五 千年國時代仍要被神用來作豫備的時代： 

1 在這時代，神要成全那些在召會時代未得成全的聖徒，使他們能有資格進入新

耶路撒冷，作神永遠的國。 

2 在千年國時，神也要煉淨復興的列國，在新地上作百姓。 

六 在神的兒子基督裡的信徒已經重生進入神的國，今天是在召會生活中，活在神的國裡；

但並不是所有的信徒，乃是只有得勝者，將有分於千年國—約三5、15~16，羅十四

17，啟十二10~11，二26~27，三21。 
約3:5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

國。 

約3: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 

約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遠的生命。 

羅14:17 因為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啟12:10        我聽見天上有大聲音說，我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

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們的控告者，已經被摔下去了。 

啟12:11        弟兄們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證的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自

己的魂生命。 

啟2:26 得勝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 

啟2:27 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將他們如同窯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從我父領受的權

柄一樣； 

啟3: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祂

同坐一樣。 

陸 馬太十六章二十八節至十七章五節所描述的，乃是在千年國裡諸天之國實現

的小影： 
太16:28 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有人還沒有嘗到死味，必看見人子在祂的國裡來臨。

太17:1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地領他們上了高山，  太

17:2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發光如日頭，衣服變白如光。 

太17:3 看哪，有摩西和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談話。 

太17:4 彼得對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裡搭三座帳棚，一座

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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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7:5 他還說話的時候，看哪，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看哪，又有聲音從雲彩裡出

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 

一 這小影的中心乃是得榮的耶穌，同祂在一起的有摩西和以利亞，代表舊約的得勝

者，還有彼得、雅各和約翰，代表新約的得勝者—1~3節。 
太17:1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地領他們上了高

山， 

太17:2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發光如日頭，衣服變白如光。

太17:3 看哪，有摩西和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談話。 

二 彼得、雅各、約翰在山上與主耶穌一同豫嘗要來國度的實現—十六28~十七3。 

太16:28 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有人還沒有嘗到死味，必看見人子在祂的國裡來

臨。 

太17:1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地領他們上了高

山， 

太17:2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發光如日頭，衣服變白如光。

太17:3 看哪，有摩西和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談話。 

三 主耶穌變化形像，意思就是祂的人性被祂的神性所浸透、飽和；這個變化形像就是

祂的得榮耀—2節： 
太17:2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發光如日頭，衣服變白如光。 

1 主耶穌的變化形像，照耀，就是祂在祂的國裡來臨；祂的變化形像在哪裡，國

度的來臨也在哪裡—可九1~4，路九27~31。 
可9:1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有人還沒有嘗到死

味，必看見神的國帶著能力來臨。 

可9:2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約翰，暗暗地領開他們上了高山，就

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 

可9:3 衣服放光，白到極點，地上漂布的，沒有一個能漂得那樣白。

可9:4 有以利亞同著摩西向他們顯現，並且同耶穌談話。 

路9:27 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有人還沒有嘗到死味，必看見神的國。

路9:28 說了這話以後，約有八天，耶穌帶著彼得、約翰和雅各，上山去禱告。

路9:29 正禱告的時候，祂的面貌就不同了，衣服閃耀白色。 

路9:30 看哪，有兩個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亞，同耶穌談話。 

路9:31 他們在榮耀裡顯現，談論耶穌去世的事，就是祂在耶路撒冷將要成就

的。 

2 主耶穌的變化形像乃是祂所是的實化。 

3 國度乃是主耶穌之實際的照耀；在祂的照耀之下就是在國度裡—啟二二4~5。 
啟22:4 也要見祂的面；祂的名字必在他們的額上。 

啟22:5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需要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

王，直到永永遠遠。 

4 在千年國裡，得勝的信徒要與基督一同在國度光明的榮耀裡：“那時，義人在

他們父的國裡，要發光如同太陽”—太十三43上與注1，注2。 

太13:43上 那時，1義人在他們2父的國裡，要發光如同太陽。…… 

注1 即國度之子（38），他們是得勝者。 

注2 父的國是千年國的屬天部分，乃是諸天之國的實現，作為得勝者的賞

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