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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天国

是教会吗？是“在人的心中”吗？是大英帝国吗？是“你的善心”吗？是“千
禧年之说”吗？这些广教于人的都是错的！本书会将惊世真相公诸于世！

为何教会在何谓福音的问题上抱有分歧？耶稣基督曾来宣讲天国的福音。而
现在天国的福音却少有人宣讲，因为他们已经对此一无所知！

一位知名的传道者曾对广大听众说天国的福音已不适于现今的众人。有的教
派宣称自己的是“恩典的福音”；有的则称他们的是“救赎的福音”；有的叫基督
福音；有的叫社会福音；还有的叫“心智科学”或“宗教科学”。

全都是错的！
有的教会宣称是他们的整个教派或“基督教义”构成了天国。
全都错了！还有比这更让人难以置信的吗？是的，对于受教于这种世界观的

人来说，有件事的确更令人难以置信！就是天国的真正意义，这一真相！
真相不仅出人意料——且惊世骇俗——难以置信！而且它是真正的利好讯息

——是人类意识所能觉察到的极好讯息！

基督的福音
仅有且唯一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世人并不知晓！已有一千八百五十年

未曾对世人宣讲，世人对它陌生若此。翻开圣经，从开篇读起！“耶稣基督的福
音的起头”马克福音 1:1 言道。“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
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 1：14-15）

信福音，可得救！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又如何信它？
耶稣到处宣讲天国的利好讯息。他用天国的寓言教化于人。他差遣七十个人

并命令他们宣讲天国的道（路加福音 10:9）。他派使徒们去宣讲天国的道，神的
教会就是由他们建立起来的（路加福音 9:1-2）。

而世人却遗失了这段记忆，这不令人奇怪吗？
使徒保罗曾宣讲过天国的道（使徒行传 19:8；20:25；28:23,31）。而万能的

神通过保罗之口对那些胆敢宣讲其他福音的人或天使下了双重诅咒！（加拉太书
1:8-9）

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胆敢宣讲这么多其他福音的呢？天国的利好讯息是你
必须了解并坚信的，从而可获得救赎！耶稣基督如是说！你不得不找出它的意义！

但以理知道！
你可曾听过有人称天国为：“通过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们齐心协力为世界带来

和平，宽容和兄弟般的关爱，天国最终将于人的心中建成”。
由于 1900 年前，他们拒绝接受基督的福音，所以就假借他言取而代之。他

们编造了一个伪福音！所以我们常听到的天国就成了人类心中的美好感受——将
其简化成了虚无缥缈的不实之物！其他人则将“教会”误认为是天国。有人还将
其与“千禧年”混为一谈。还有人，在本世纪宣称大英帝国就是天国。世人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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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怎样愚弄呢？
先知但以理生活在基督降世前的 600年，他知道天国是一个真实的国度——

是统治地上臣民的政府。
耶稣基督带来的是先知但以理所不知道的其他讯息。而且但以理知道地上将

会成立真正的天国。
但以理是犹大国被掳的犹太青年，是四大先知之一，聪慧非凡。这四个人立

于迦勒底王国尼布甲尼撒王的宫殿之中，受特训为巴比伦政府服务。先知但以理
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但以理书 1:17）。

尼布甲尼撒王是世上第一位统治者。他攻占了大片帝国，包括犹大国。国王
作了一个梦，并为此困扰——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命令巫师，占星家和术士们
告诉他所作的梦，并为其解梦。但他们都做不到，徒劳无功。后来，但以理被带
到国王的面前。

但以理不认为迦勒底的巫师们能凭人的力量解梦，“但是”他说，“只有一位
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但以理
书 2:28）。

首先，神的目的是向世界的统治者人类的国王解释天国之神的存在——神是
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统治一切王国，政府和国王——神统治着整个宇宙！这位迦
勒底王只知道一些异教的魔神。对真正万能之主的存在一无所知。和今天的人们
以及统治者一样，他不知道神是真实存在的统治者，他不仅仅统治着地上的一切，
而且统治着整个宇宙！

这个梦意在揭示神之统治的存在——神治的事实——天国的真相——仅有
且唯一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其次，意在揭示——即写给现世之人的——“日后”
会发生的事——实际上是之后的二十年间会发生的事——延续了二十世纪的半
个世纪！

是写给今天的我们的！
这并不是写给 2500 年前的人看的枯燥乏味，毫无生气的文字。而是写给我

们的活生生的，惊世大消息！是预先留给我们的讯息。是在事情发生之前的讯息
——是地球的历史长河中，必定会发生在你有生之年的最大事件——就发生在之
后的几年！

这就是真正的福音！是基督宣讲的福音！是给今天的你我的！是你必须要了
解的！

见圣经的第 28到第 35句。在他的梦中，国王看到了一座大像——比人类所
建的任何塑像都要高大——这像甚高，即便是在梦中也甚是可怕。这像的头是精
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

过了一段时间。尼布甲尼撒王看到从天而降的非人类所造的石头把这像的脚
打碎。于是，整个塑像都变得粉碎，被风吹散——消失无踪！这石头竟突然变成
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这是什么意思？有意义吗？是的，因为这是神促成的。不同于一般的梦境，
这是神向尼布甲尼撒王托梦，从而传达神治的讯息——而且，也因为这是神之道，
传达给今世的我们——从而揭示真正福音的重要意义！

“这就是那梦，”但以理说道（第 36句），“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
接着是神的释义。绝非 Herbert W. Armstrong的释义。人永远都不能解释

圣经。圣经是神的释义！即：



何为天国

“王阿，你是诸王之王”——他是世上第一位真正的帝国统治者！——“……
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神向这位人类的世界独裁者
揭示他才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今天的人们和这位迦勒底王一样，并不认为神是统治者——有着至高无上的
统治权——是政权的首脑。永恒之主借但以理之口向尼布甲尼撒王揭示了神的存
在——也通过圣经向今天的你我揭示——应听从拥有无上统治权的万能之主！

“你”，但以理继续对这位人类帝王说道，“就是那金头。你以后必另兴一国，
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 37-39句）。

何谓王国？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王国。指的是统治地上臣民的王国。是政府！并不是“建

立在人心中的”虚无之感。也不是教会。是统治地上臣民的政权。是明确而具体
的。“王国”，顾名思义，不存在任何误解。

不存在对释义的误解。神通过先知但以理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大金像代表
国家和国际政权——是真正的，原义上的王国。

它代表世界统治政权的延续。开始是金头。代表尼布甲尼撒王和他的王国
——迦勒底王国。在他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第二位和第三位国王
“统治整个大地”——世界帝国！

第 40 句中，铁腿代表第四位世界之王。其强大如铁——其军事力量强于先
辈。由于银的价值不如金，铜的价值不如银，铁的价值不如铜，但是每种金属都
要比前一种更硬，更强，所以政权就在道德和精神不断堕落的情况下延续着。两
条腿意味着第四个帝国将会分裂。

迦勒底帝国之后是更强大的波斯帝国，之后是希腊-马其顿帝国，第四个是
罗马帝国。它分裂为二，首都分别设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

接着是第 44句！就在圣经中。眼见为实。神用平实的语言解释了何谓天国：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这里说的是十个脚趾，半铁半泥。此处与但以

理书第 7章和启示录第 13和 17章中的预言所指的就是新欧洲合众国，是由欧洲
共同市场演变而来的，就在你所处的时代！启示录 17:12详细地指明它是由十个
国王或王国组成（启示录 17:8），必将复兴古罗马帝国。

所以，请注意时间因素！“在这些国王所处的时代”——在十国或联盟国的
时代，就在我们的时代，必将复兴罗马帝国——看看会发生什么：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
到永远”！

是的，就在我们的时代！
现在我们已经描述了四大帝国——仅存的四个帝国！启示录第 17 章表明古

罗马帝国覆灭后，会出现七次复兴，都是受到异教教会的控制——即自称是基督
徒，实际上是神所称的“奥秘大巴比伦”——或者，说白了，就是巴比伦大淫妇
的控制！

六次复兴刹来即去。第七次复兴正在形成——即由欧洲十国形成的最后而短
暂的罗马帝国的复兴。它们就是铁和泥做的十个脚趾。

十国时期——存在的时间很短，可能仅有 2年到 3年半的光景——就是天神
建立天国的时期。

这就是天国！



何为天国

对比启示录第 17 章。此处勾画了一个教会。不是小教会——是大教会。她
控制着“众水”（第 1 句），其在第 15 句中是指有着不同语言的不同国家。她的
姿态如同教会之神——经文（以弗所书 5:23；启示录 19:7；马太福音 25:1-10
等）中说她是基督的未婚“新娘”，于他第二次降世之时，精神上与基督结合。

但她却犯了通奸罪。就在此刻？她和这世上的人类政权直接达成政治联盟！
她“骑在”象征罗马帝国复兴——称作“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头兽上。她统
治着人类王国——就好像事实上但未婚的“妻子”控制着她的情人“丈夫”——
这是一种违背常理且渎神的关系。

她因此“骑在”最后一个“兽头”上——罗马帝国的最后复兴。教会和国家
必会联盟。这种情况会持续极短的时间。在基督第二次降世时，与之对抗。而后
便是末日！

如今，这种势头正在上涨。所以我们离耶稣降世近了！此时，我们已十分接
近世界末日！

基督降临之时，将作为万王之王，统治整个世界（启示录 19:11-16）；他的
国——天国——但以理曾说，会吞并世上的一切王国。

启示录 11:15 对此是这样描述的：“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他要
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这就是天国。是现有政府的终结——统治着俄罗斯，中国，日本，意大利，
德国的政府——是的，甚至还有美国和英国的。这些国家会变成王国——成为主
耶稣基督的政权，此后，万王之王一统整个世界。

显然，天国的原义就是政府。正如迦勒底帝国是王国——罗马帝国是王国一
样——天国也是个政府。取代世界上的国家政权。

耶稣基督生而为王——是一位统治者！
当他站在彼拉多面前接受审判之时，“彼拉多就对他说，你是王么？耶稣回答

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耶稣还对彼拉多说：“我的国
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 18：37；36）。他的国属于明日世界！

你未曾读到过在耶稣出生之前，天使对他的母亲玛利亚说过的话吗？耶稣告
诉彼拉多他生而为王。神之天使曾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
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
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路加福音 1:31-33）。

这些经文就是要明确地告诉你神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经文用最平实的语言
告诉你耶稣生而为王——他将统治地上的一切国——他的王国会永远统治下去。

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天国之奇幻而又惊天真相的一部分罢了。
天国将会统治地上的一切臣民和国家。而这些血肉之臣民和国家都不成其为

天国，更不会进入天国。他们只能被天国统治！
我们还要明白天国是什么，或由谁构成。你作为一个人能成为天国的一部分

吗？

可以进入！
在耶稣所处的时代，宗教领袖们知道他是神派来作师傅的，带着神的真理。

他们称他为伪先知，异教徒和煽动者。而他们知道他的话就是神的话！
他们中有一位叫做尼科迪默斯，是法利赛人，犹太人的统治者，他曾夤夜秘

访耶稣。
“拉比”，这位法利赛人说道，“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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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3:2）。是的，他说我们法利赛人知道这件事！他并没说“我知道这件事”。
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法利赛人！他们知道他所说的就是真理——而他们不
只拒绝承认这一真理，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但耶稣却直入主题！他告诉尼科迪默斯有关天国的事情。他告诉他你要明白
的事情！

请注意！“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约翰福音 3:3）。是的，请注意！只有那些“重生”之人才能看见天国。是其
他人不能见的！请参看我们的免费手册《何谓重生？》（第 31页上有我们的邮寄
地址）。

教会又如何呢？未曾“重生”的凡人能看到教会吗？当然！但他们却不能看
到天国！耶稣如是说！那么，如果你信耶稣，教会就不是天国！

另需注意的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第 5句）。天国是可以进入的地方——但是，只有那些“从水
和圣灵生的”才能进入天国！

还需注意！在圣经的复活篇中，我们读到：“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
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歌林多前书 15:50）。
天国是血肉之体所不能进入或承受的！

那么作为血肉之体的人们能进入教会吗？如果能，那么天国就不可能是教会
——因为天国是血肉之体无法进入的！

你认为什么是“教会”？是那座建筑物吗？作为血肉之体的人们能够进入的
建筑物和教堂称为“教会”。是改变信仰了的人吗？作为血肉之体的人们能够加
入任何组织成为其成员，可称其为教会。但是血肉之体却不能进入天国——所以
教会不是天国！

在人的心中？
而今，一些人认为天国是某种虚无之感或建立在人心中的不实之物。如果是

这样，那么天国就能进入凡体肉身。但是，这些经文说的很明白，只有当人不再
是血肉之躯——复活成为由圣灵构成的神时——才能进入天国。天国没有进入人
身。而是人于荣光中复活之后——当他们不再是“血肉之体”时——可进入天国。

是“神与你同在”吗？不是的，天国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或进入人身的
——而是人在“复活”之后所能进入的地方。

那么大英帝国呢？我曾去过不列颠群岛，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很多次——我在
那里看到的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血肉之躯。他们能够进入大英帝国——但他们以其
现有的血肉之躯，不能进入天国。因此，大英帝国不可能是天国。

但那些对经文有所误解的人可能会问，“耶稣自己不是说过天国‘与你同在’
吗？”詹姆斯王译本的路加福音第 17章第 21句是一处误译，是它让人认为天国
是人的某种想法、感觉或情绪。

在法利赛人心中？
我们来着重研究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白的是，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么它是

与我在本文中所引的所有经文相悖的。如果圣经本身是自相矛盾的，那么你也不
要去信它了——因为它不能证明任何事情。

首先，耶稣是在和谁说话？请阅读下文！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他对他们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

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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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17:20-21）。
他是在和那些未皈依的血肉之躯，那些伪善而虚伪的法利赛人说话。请注意，

“他对他们回答说——”是法利赛人问他这个问题的。他们是教众吗？不，绝不
可能！如果有人认为天国就是教会——而天国是在法利赛人“心中”——那么教
会是在法利赛人心中吗？这种假设是多么地可笑，不是吗？

还要注意耶稣所说的话。记住，那时还没有建立教会。耶稣没有说“天国会
在你们心中”。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他都没有说过。他对法利赛人说的是“天
国是”——是现在时！无论他所说的天国是何物，他用的是现在时，而不是将来
时。

路加用希腊语记录了这段原文。这段希腊语被翻译成了“在你心中”。但是，
如果你的圣经带有边注的话，你会注意到，这句话被译成了“在你们之中”或“在
你们之间”。从上下文可见，这样翻译这句话更好些。如果你的圣经是莫法特译
本，那么你会看到在这个译本中，耶稣所讲的是他对最高政府的统治或控制。

这是莫法特译本对这句话的翻译：“他回答他们。‘神治的来到是你们想见所
不能见的；没人能说，“它在这儿”或“它在那儿”，因为神治已在你们之间。’”

修订标准版译本将这句话改为“天国在你们之间”。所有译本都将这句话译
作现在时。

耶稣并没有说教会即将建成。他也没有提及意识或内心的感觉。他所说的是
他作为弥赛亚的统治！法利赛人并没有问他教会的问题。他们对新约教会即将建
成一无所知。他们从先知但以理，以赛亚，耶利米和其他人处得知他们的弥赛亚
就要到来。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作为“神之羔羊”第一次降世的预言，后来他因人
类的罪恶而被杀害——他降生为婴孩，长大成人，被他们排斥、鄙视，以赛亚书
第 53章有所记载。他们看重的只是他作为征服一切，统治一切的王而第二次降
世的预言。但是他们将这些预言曲解了。他们认为他会以纯犹太弥赛亚的身份到
来，将他们从罗马人手中解救出来，扭转乾坤，从此犹太人能够成为罗马人的主
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有限的犹太王国，偏安一隅，由弥赛亚统治，并让犹太人
成为罗马人的主人。

这就是法利赛人心中预期的天国。他们对天国的理解有误——但至少他们知
道天国是一种统治——是一个政府。

一统世界的政府
耶稣纠正了他们的想法。他解释道天国并不是一个当地的或有限的犹太王国。

它不是某个人，也不是人们所能看见的王国，能说“它在这儿”；或“它在那儿”。
但是，他自己是生而为天国之王的，如他对彼拉多所说（约翰福音 18:36-37）。
圣经中，“国王”和“王国”两个词是通用的（见但以理书 7:17-18，23）。未来
天国的国王就站在他们中间。而且他对他们所说的话就是他的原话——就是边注
和其他译本所表述的。

之后，耶稣又描述了他的第二次到来，那时天国将统治地上的世界。路加福
音 17:24将他比作闪电，马太福音 24:27中描述了他于第二次到来，一统整个世
界的情况。第 26 句——就在诺亚时期，基督以世界的统治者身份，凭其能力和
荣耀降世。第 30句——那时，他必显现。

显然，耶稣并没有说天国与那些反基督而又虚伪的法利赛人同在。他也没说
过教会就是天国。

再读一些其他经文，这一点就会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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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明确说过那些法利赛人不会进入天国。他对他们说：“你们（法利赛人）
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
（路加福音 13:28-29）。

人只有在复活后才能进入天国！但那时，亚伯拉罕还未在天国（见希伯来书
11:13，39-40）。

尚未显现
但有人可能会问，耶稣基督不是说过天国“已近”吗？是的，这本册子的开

篇就引用了马可福音 1:15 里的这句话。这着实让一些人对于他所说的话以及话
中的意义产生了误解，误以为天国是耶稣的牧师建立起来的。所以一些人认为天
国就是教会。

但耶稣并没有说过天国已经建成。现在是在宣讲天国的道（路加福音 16:16）。
他并没有说过天国已经出现。耶稣本人曾纠正过这一误解。你会从圣经中读到吗？
你会因此而相信耶稣基督——或称他为骗子并相信那些所谓的“基督”的传统人
士吗？你会相信圣经吗？

请注意——圣经中可读到：耶稣“另设一个比喻……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
要显出来”（路加福音 19:11）。耶稣为何设了这个比喻？因为一些人误以为天国
会即刻显现——因为一些人认为它会是教会！

接着道：“他因此说道，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第 12句）。基
督就是那位“贵胄”。他是在说他将升天，继承他的父神于天堂之统治。请注意，
他去那里即可获得天国的统治权——得到天国。另请注意，他在得到天国之后还
会回来！他尚未归来！其他经文对此作出了解释。后面再做阐释。

接着道：“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你们去作生意，直
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作我们的
王”。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的 12个部落分裂成了两个国家。以色列国反对所罗
门的儿子罗波安，并立耶罗波安为王。以撒玛利亚为其都城。而犹大部落脱离了
以色列，拥护罗波安为王，另立耶路撒冷为其都城。后来，本杰明部落和一些利
未人与他们合并一处。随后北部王国即被称为十部落。

耶稣基督生于犹大部落。而“王位”——或皇族部落，即弥赛亚出生的部落
——即被授予犹大人。结果正如基督所讲“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却不接待
他”，说的是他来到犹大国，见到居住在圣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时十部落被
亚述人侵占，向西北流亡，横跨欧洲。他们彼此分离，失掉了部落身份，说着不
同的语言。他们的流亡与北部王国（撒玛利亚）的终结历时 700年。

非教会语言
因此，那些拒绝接受这位贵胄的国人们就是住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犹太

人。请注意，耶稣在此所谈论的王国是原来意义上的政府。他的国人不接受他成
为他们的王——他们拒绝接受他的统治。他用的并不是教会语言——而是非宗教
的政府语言！

由此可知，在这个比喻中，耶稣给了十锭银子的十个仆人显然指的就是十部
落，即失落的十部落。犹太人反对基督，后来，他就派了他的使徒们去“以色列
家迷失的羊”那里——在以色列分裂后，常用“以色列家”指代十部落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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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犹大国——或常将其称为犹大家。
由于一些人认为天国会在第一世纪立即显现，耶稣接着比喻道：“他既得国

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作生意赚了多少”（第 15 句）。
当基督回来时，我们就会被召集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交代自己！

现在请注意第 17 句，那赚了十锭银子的即可统治城池——“有权柄管理十
座城”！那赚了五锭银子的，他说，“你也可管五座城”。

这里所说的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世——他在下放统治权给那些于基督时代—
—即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显现于地上之间的时期——皈依的圣民。

这一比喻随即让我们明白天国的原义是政府，将于基督的第二次降世时建成
——并非在此之前！所以教会不可能是天国。而真正的神之教会会经受改变，从
凡人经由复活瞬间变为不朽，进入天国。当教会的全部成员都得到永生，那么教
会即是天国。但现在还不成其为天国！

由圣民统治
下面来看看圣经中对基督得到天国统治权的描述。他就是那位贵胄，升入天

堂获得王权并回到地上。
我们已经读过先知但以理所记录的天国的建成——于基督的降世——吞并

地上现有的一切国家政权，并成立一统世界的天国。第二章对此有所记录。请注
意第 7章的内容：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
常在者面前”（第 13 句）。耶稣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将
他自己当做“人子”。基督驾着天云（使徒行传 1:9）。他升入天堂，来到神的宝
座前（马可福音 16:19）。接着道：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
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 7:14）。

很明显！基督升入天堂，坐在神的宝座上。神统治着整个宇宙。这一异象表
现出万能之神，复活的基督的父亲，授予基督以权柄的情形。权柄意味着至高无
上的统治权。神还给予他“国度”。那个国度会在哪里？经文中说“使各方，各
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地上。神给予他的是统治
一切国家——整个世界的权利！

“直到”是个重要的词
你读过圣经中使徒行传的第 3 章第 21 句吗？天必留他直到——不是永远，

是直到某个时间。直到何时？直到万物复位之时。复位的意思是恢复到原来的状
态或情形。说的是神之法则，神之政权的复原——恢复到幸福与世界和平状态。

但以理书的第 7 章中，先知作了一个梦，看到了异象。他看到了四个野兽。
注意，从第 17句开始对第 16句进行了解释。这是神启的解释——不是我的解释：
“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
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 7:17-18）。

注意这句话！统治并享受这王国的不只是基督——还有圣民——即，皈依的
真正基督徒——那些生而为神之子的人们！他们在基督的统治下，与基督一起统
治世界！新约记载了皈依的圣民们是基督的共同继承人！

第 7 章中，但以理还解释了另一种力量。他梦中的第四兽——第四大帝国
——罗马帝国，其头有十角——此处和启示录第 13章以及第 17章都将此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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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于公元 476年覆灭后的十次复兴。而在公元 476年之后，在他们中间又
长出一个小角——宗教王国，实际上统治着最后的七“角”或复兴的罗马王国（第
20句）。

接着是第 21句，关于“小角”的——宗教王国：“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争
战，胜了他们，直到[注意，另一个“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
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圣民——不再是血肉之躯，而是不死之体——将要在基督第二次到来时得到
天国！

耶稣基督明白地解释了这个情况。基督在启示录 3:21和 2:26-27中道：“得
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
一般”。父神于天堂的宝座——而今是耶稣基督的宝座；而圣民与基督同坐的宝
座是耶路撒冷大卫的宝座。（路加福音 1:32）。

进而又道：“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他必
用铁杖辖管他们”。

日期尚不可知
耶稣在复活之后，就在去往天堂的橄榄山上，对他的门徒们解释了圣灵降临

节将近之时，他们将会获得圣灵之神力。
他的门徒们想知道天国是否就在那时显现！教会就是在圣灵降临节之日建立

的。那时的教会会是天国的显现吗？
“主啊”，他们问道，“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再次明示，教会并非天国。
“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

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
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使徒形传 1:7-9）。

他给教会的使命是向全世界宣讲他的福音。他们将获得圣灵的能力，成为圣
民——成为基督徒——进入神之教会。这将使他们充满了力量，以完成教会的使
命。但这并不是天国的显现。因为他们不会知道时间。

“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他将其解释
为另一个时期。马太福音 24:36有所记录：他说的是世界末日，是他的第二次降
世：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
他说的是他的第二次降世，建立王国，时间没人知道，惟独父知道。

尽管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日子或时间，但我们从神的预言中可知，那一天距今
已很近了！请注意，路加福音 21:25-32：他预言的是世界的事，现在已然开始
发生，并会导致世界性的灾难和战争，使得“地上的邦国受苦”，“混乱不堪”—
—“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从未经历过的世界性
的灾难。“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命运的两大抉择
世界性的灾难是从 1914 年开始的，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起到来。1918 年到

1939 年之间，世界相对稳定。我们正处于第二个平稳时期——尽管我们正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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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但如今，我们终于拥有了核能。氢弹所积蓄的核能几倍于足以毁灭
这个星球上一切人类生命的能量。如今还存在另外两种破坏性武器，每一种都足
以使地上的人类绝迹。

而今，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们称只有成立超级世界政府才能制止世界屠杀。可
是人们却不能也不会聚集在一起，成立这样一个统治世界的政府。

到了我们面对艰难，严峻而又真实的现状了：人类有两个选择：要么由万能
的神来建立天国，以其超自然，超国家的能力一统万国，带来世界和平——或者
人类生命就此消失（马太福音 24:22）。

那些被愚弄的宗教者们认为教会即是天国，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就不会出
现任何超自然的，万能的世界政府，即天国，那么人类就不会有任何希望。一切
人类生命都将濒临灭绝，危在旦夕。

但请注意耶稣基督曾说的话！
你能相信耶稣基督吗？
你要信的是——神的话，还是那些被错误地冠之以“基督教”的名号，实为

异教，空泛且具有愚弄性的教条——源自“基督传统”——称教会为天国的；或
者，称天国只是毫无意义，空泛而虚无的“心中”所感的？是时候让你知道谁才
是伪先知，谁的话才是真正的神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