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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國福音 
係解決方案! 

你是否意識到耶穌說, 在神的國度作為見證人向世界傳道之前, 

末日不能到來嗎? 

 
"狼都應該與羔羊一起。 佢哋不得傷害或摧毀我所有嘅聖山, 因

為地球應充滿主的知識, 因為水覆蓋着大海。 (以賽亞11:6,9) 

 
由 

鲍勃·蒂尔博士 

神國福音 
係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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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鲍勃·蒂尔博士 

版權所有©2016/2017/2018/2019 由纳扎雷内圖書。 版本 1.4. 為上帝

和繼承人的繼續教會製作的小冊子, 一個公司唯一嘅公司。 1036  大

大道, 格罗夫海灘, 加利福尼亞州, 93433, 美國 isbn: 978-1-940482-09-5. 

點解人類不能解決佢的問題? 

你知道聖經所宣揚嘅第一件事同最後一件事? 

你知道神的國係使徒同於佢哋嘅人先強調嗎? 

神的國係耶穌嘅人呀? 神的國度而家生喺我哋生命嘅? 神的國還未來

真正的王國嗎? 你會相信聖經所教導的嗎? 

乜嘢係王國? 神的國度係乜? 聖經教咩? 早期的基督教教會教咩? 

你是否意識到, 在上帝王國作為見證人向世界傳道之前, 末日係唔可以

到黎咩? 

封面上的照片顯示, 只羔羊躺喺隻狼身上, 由布尔丁印刷和圖形公司組成。 

封底相係鲍勃·蒂尔博士2013年拍攝的耶路撒冷神樓原教堂嘅一分子。  

 

內容 
 

1. 人類有解決辦法嗎?  

2. 耶穌傳乜鬼福音?  

3. 上帝的國度在舊約中係已知嘅咩?   

4. 使徒教導王國福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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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約以外嘅資料來源教導神的國度。  

6. 希臘羅馬教會教導王國好重要, 但...   

7. 點解係神的國度?  

聯系信息  

 

注意: 呢本書係一個由英文版本嘅翻譯嘅人邊個唔係上

帝繼續教會的成員, 因此一些表達可能唔會完全傳達原

來的, 但希望接近。 英文版 www.ccog.org 在線免費 

  

 

1. 人類有解決辦法嗎? 

世界面臨許多問題。 

好多人餓了。 好多人被壓迫。 好多人面臨貧困。 好多國家負債纍纍

。 兒童, 包括未出生的兒童, 面臨虐待。 抵藥疾病同好多醫生有關。 

主要工業城市的空氣污染太嚴重, 無法健康。 各種政客威脅戰爭。  

恐襲不斷發生。 

世界領導人能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嗎? 

好多人咁認為。  

新嘅世界議程 

2015年9月25日, 在梵蒂岡教皇弗朗西斯發表重要演講之後, 聯合國193

个國家投票通過了 "17 項可持續發展目標", 目標有時被稱為 "新世界

議程"。 以下係聯合國嘅17个目標:    

目標 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困  

目標2。 消除飢餓, 實現糧食安全和改善營養, 促進可持續農業  

https://ssl.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ref=TVert&from=&to=yue&a=www.cco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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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3. 確保健康生活, 促進所有年齡段嘅人嘅福祉  

目標 4. 確保包容性和公平的優質教育, 促進所有人嘅終身學習

機會  

目標 5. 實現兩性平等和增強所有婦女和女孩的能力  

目標 6. 確保人人享有水和衛生設施, 並可持續地管理  

目標7。 確保人人獲得負擔得起的、可靠的、可持續嘅同現代

能源  

目標 8. 促進持續、包容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充分和生產性

就業同個個有體面工作  

 目標 9. 建設有復原力的基礎設施, 促進包容性和可持續嘅工

業化, 促進創新  

目標10。 減少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  

目標 11. 使城市同人類住區具有包容性、安全性、復原力同可

持續性  

目標 12. 確保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目標 13. 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 

目標 14. 養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促進可持續發展  

目標15. 保護、恢復和促進陸地生態系統的可持續利用, 可持

續地管理森林, 防治荒漠化, 制止同扭轉土地退化, 制止生物多

樣性喪失  

目標 16. 促進和平和包容的社會促進可持續發展, 為所有人提

供訴諸司法的機會, 並喺各級建立有效、負責同包容嘅機構  

目標 17. 加強執行手段, 振興促進可持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該議程應到2030年全面實施, 也稱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它

旨在通過監管、教育以及國際和宗教間合作, 解決人類面臨的疾病。  

雖然它的許多目標係好的, 它的一些方法同目標係邪惡嘅 (參見創世記 

3:5)。 呢個議程, 也符合教皇弗朗西斯的劳达托西周期。 
 

"新普遍議程" 可以稱為 "新天主教議程", 因為 "天主教" 一詞嘅意思係 

"普遍"。 教皇弗朗西斯呼籲通過  

 

《新世界議程》係 "希望的重要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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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聯合國協議的後續行動, 2015年12月在巴黎舉行了一次會議 (正式

命名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届締約方會議)。 教皇弗朗

西斯仲讚揚埋呢項國際協議, 並建議各國 "謹慎地走前面的路, 並監日

益增強的團結意識"。  

 

幾乎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同意巴黎協定, 其中有具體的環境目標和財政

承諾。 (當時, 美國總統奧巴馬喺2016年簽署了份文件, 承諾美國遵守

承諾, 但喺 2017年, 唐纳德·特朗普表示, 美國唔會接受與巴黎協定達成

嘅協議。 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憤怒, 並有助於將美國與歐洲和世界許多

其他地區隔離開來。 教皇弗朗西斯後來表示, 如果人類唔做出與氣候

相關的改變, 人類 "將會冧"。 
 

雖然冇人肯呼吸被污染的空氣、捱餓、貧困、瀕危等等, 但人類是否

會試圖實現聯合國2030年議程和 (或) 巴黎協定的目標, 解決人類面臨

的問題? 

 

聯合國的履歷 

聯合國於1945年10月24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 目的係防止另一場

衝突, 並努力促進世界和平。 聯合國成立之初, 有51个成員國; 而家有

193个。 

自聯合國成立以來, 世界各地發生数百起衝突, 如果唔系数千次衝突, 

但我哋尚未發生可稱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嘅衝突。 

一些人認為, 聯合國噉主張促進的國際合作, 加上教皇弗朗西斯同好多

其他宗教領袖試圖促進嗰種不同信仰同普世議程, 將帶來和平與繁榮

。 

然而, 聯合國噉做嘅記錄並不好。 除了聯合國成立以來嘅無數武裝衝

突外, 仲有数百万人處於飢餓、難民和 (或) 赤貧狀態。  

十多年前, 聯合國開始執行其千年發展目標。 佢有八個 "發展目標", 

但即使根據聯合國本身嘅講法, 都未成功。  因此, 在 2015年, 通過了

所謂的 "17 項可持續發展目標"。 有 人係樂觀嘅。 有些人認為是一個

烏托邦式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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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烏托邦, 2016年5月6日, 教皇弗朗西斯說, 他夢想一個人道的歐洲

烏托邦, 佢嘅教會可以幫助歐洲大陸實現。 然而, 教皇的夢想將變成

一場噩夢 (參見啟示錄 18)。 

可能有 合作和成功, 但... 

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嘅詞典指出, 烏托邦是 "一個虛構嘅地方, 喺呢個地
方, 政府、法律和社會條件都係完美嘅。  《聖經》教導人類不能獨自
解決問題: 

23主啊, 我知道人的方式不在自己; 走自己的路不是人。 (耶利米書
10:23,nkjv 貫穿始終, 除非另有說明) 

《聖經》教導國際合作就衰: 

16破壞和苦難係佢哋嘅方式; 17和平之路, 佢哋唔知。 18喺佢哋眼前, 

未對上帝的恐懼。 (羅馬書 3:16-18) 

然而, 許多人正在致力於佢哋對於烏托邦社會的看法, 有時甚至試圖涉
及宗教。 但幾乎沒有人願意遵循一個真神的方式。 並不昰說在實現
聯合國或梵蒂岡嘅任何目標方面唔會有進展。 會有 (好多目標係), 以
及一些挫折。  

事實上, 或者在大規模衝突之後, 一種國際和平協議將會得到同意同確
認 (丹尼尔 9:27)。 當它發生時, 好多人會錯誤地相信人類會帶來一個
更加和平和烏托邦的社會。  

好多人會被呢種國際 "烏托邦進步" (參見以西結13:10) 以及各種迹象
和奇蹟 (2 塞萨洛尼亚書 2:9-12) 所接受。 但聖經說, 這種和平唔會持
續 (丹尼尔 9:27;11:31-44), 儘管領導人可能聲稱 (1 塞萨洛尼亚書 5:3; 

以賽亞書 59:8)。  

除咗耶穌之外嘅想法 (見約翰福音 15:5; 馬太福音 24:21-22, 人類可以
帶來烏托邦在呢個 "而家邪惡的時代" 係一個虛假的福音 (加拉太書 

1:3-10)。  

如果僅靠人類完全不能真正帶來烏托邦, 任何類型的烏托邦都系可能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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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神的國將創造呢個星球, 以後, 所有永恒, 都變得更加美好。 

 

2. 耶穌傳乜鬼福音? 

《聖經》教導, 一個烏托邦社會, 稱為神的國度, 將取代人類政府 (丹尼

尔書 2:44; 啟示錄 11:15; 19:1-21). 

當耶穌開始佢嘅公眾事工時, 佢開始說教。 以下係馬克報告嘅內容: 

14而家約翰入獄之後, 耶穌來到加利利, 15岁傳道, 說: "時間已過, 神的

國就在眼前。 悔改, 並相信福音 "(馬克 1:14-15)。 

"福音" 一詞來自希臘語, 被譯成 "福音", 意思係 "好消息" 或 "好消息"

。 係《新約》中, 與神的王國有關嘅英文單詞 "王國" 在 nkjv 中提到大

約 149次, 在《杜艾·雷海姆斯聖經》中提到151次。 它來自希臘語單

詞音譯為, 它象徵着皇室的規則或領域。 

人類嘅王國, 以及神嘅王國, 有一個國王 (啟示錄 17:14), 佢哋覆蓋一個

地理區域 (啟示錄 11:15), 佢哋有規則 (以賽亞書 2:3-4;30:9), 佢哋有臣

民 (路加福音 13:29)。   

是馬太所記載的第一個來自耶穌的公開教導:  

23耶穌喺所有嘅加利利, 在他們的猶太教堂教導, 傳講王國嘅福音 (馬

太福音 4:23)。 

马修仲記錄: 

35耶穌喺所有嘅城市和村莊里, 在他們的猶太教堂入面教導, 傳講王國

嘅福音 (馬太福音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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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顯示耶穌將永遠統治: 

33他將永遠統治雅各的家, 他的王國將永無止境 (路加福音 1:33)。 

路加記載, 耶穌被派去嘅目的係傳講神的國度。 注意耶穌所教導的: 

43佢同佢哋講, "我一定要把神的國度也傳給其他城市, 因為為咗呢個

目的, 我被派去" (路加福音 4:43)。 

你聽過嗰個講嘅咩? 你有沒有意識到耶穌被派去嘅目的就係傳講神的

國度?  

路加記載耶穌真係去埋傳道神的國度: 

10使徒, 當佢哋返嚟嗰陣, 講比佢聽佢哋所做嘅一切。 跟住, 佢將他們

帶到一個廢棄的地方, 屬於城市稱為贝萨达。 11但係, 當眾人知道它, 

佢哋跟住佢; 他接待了他們, 和他們談論了神的國度 (路加福音 9:10-

11)。  

耶穌教導, 神的國應該係那些跟隨他的人的頭等大事: 

33但首先尋求神同佢嘅公義的國度 (馬太福音 6:33)。  

31但尋求神的國度, 所有呢 嘢都會加親你。 32不要害怕, 小羊群, 因為

畀你王國係你老豆好樂 (路加福音 12:31-32)。  

基督徒要先去追求神的國度。 佢哋咁樣做, 透過生活, 因為基督會令

佢哋在生, 並期待着佢嘅回歸和王國, 令佢哋成為他們的首要任務。 

然而, 大多數信奉基督的人, 不僅不首先尋求神的國度, 他們甚至唔知

佢係乜。  好多人都錯誤地認為, 參與世界政治係上帝對基督徒的期望

。 由於唔理解神的國度, 佢地唔  

而家生活, 因為佢哋應該或理解點解人類係如此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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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注意, 王國將給予一小群人 (參見羅馬書 11:5)。 願意成為真正嘅

細羊群一分子需要謙卑。 

神的國度尚未在地球上建立 

耶穌教導, 佢嘅追隨者應該為王國嚟祈禱, 因此佢哋未擁有它: 

9我們的天父, 聖係你個名。 10你的王國嚟啦。 你就完成 (馬太福音 

6:9-10)。 

耶穌派佢嘅門徒出嚟傳道神的國度: 

1然後, 他召集他的十二個門徒, 給予他們權力同權威, 對所有的惡魔, 

並治癒疾病。 2佢派他們去傳道神的國度 (路加福音 9:1-2)。 

耶穌教導, 佢的存在並非王國, 因為王國當時並無在地球上建立, 就係

點解佢做左佢當時冇以佢嘅名飛惡魔的原因: 

28但係, 如果我被神的靈飛惡魔, 神的國度肯定已經降臨到你身上 (馬

福音12:28 得滯)。 

真正嘅王國係喺未來-都唔係而家喺呢度馬克顯示: 

47如果你隻眼導致你下国, 把它挖出來。 你最好用隻眼進入神的國度, 

而唔係對眼, 被掟... (馬克 9:47)。 

23耶穌環顧四周, 对门徒說: "那些擁有財富的人進入神的國度係幾咁

困難啊! 24門徒對佢嘅言語感到驚訝。 但耶穌又答, 對佢哋講: "仔們, 

那些相信財富的人進入神的國度係幾咁困難啊! 25駱駝透過針眼比富

人進入神的國度要容易得多 "(馬克 10:23-25)。 

25放心, 我對你說, 我就唔再飲藤蔓的果實, 直到一天, 當我飲新嘅神的

國度 "(馬可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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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阿里玛提亚嘅約瑟, 一位著名的理事會成員, 他自己在等待神的國度

, 來, 並鼓起勇氣... (馬克 15:43)。  

耶穌教導, 王國而家唔係呢個現世界一分子: 

36耶穌回答說: "我的國唔係呢個世界。 如果我的王國係呢個世界的, 

我的僕人會戰鬥, 咁我就不該被交給猶太人; 但而家我王國唔係喺呢度

嚟嘅 "(約翰福音 18:36)。 

耶穌教導, 王國就喺佢作為國王歸來後到來: 

31 "當人子來到他的榮耀, 同所有神聖嘅天使同佢, 然後佢會坐係佢嘅

榮耀的寶座。 32所有國家將聚集在他面前, 他就將佢哋由另一個分開, 

因為牧羊人將佢嘅羊同山羊分開。 33他會將羊擺喺右手上, 但山羊放

系左邊。 34然後, 國王會對右手上的人說, ' 嚟啦, 你祝福我父, 喺世界

嘅基礎繼承為你準備嘅王國 (馬太福音 25:31-34)。 

由於神的國不在這裏, 我哋直到建立真正嘅烏托邦先睇到真正嘅烏托

邦。 因為大多數人唔理解神的國度, 佢哋唔理解佢所愛嘅政府係點運

作嘅。  

神的國唔會嚟 "直到外邦人的充分性入嚟" (羅馬書 11:25)--而仲未發生

。 

耶穌話王國係乜嘢樣嘅? 

耶穌對神的國度係點嘅解釋: 

26同佢講, "神的國度就好似一個人應該撒喺地下嘅種子, 27岁, 應該夜

晚訓覺, 日頭升起, 種子應該發芽同生長, 他自己唔知點。 28對於地球

本身生產作物: 先是刀片, 然後係個頭, 然後係頭部嘅成粒。 29但係, 

當穀物成熟時, 佢即刻放入刀刺, 因為收穫已經到來 "(馬克 4:26-29)。  

18然後佢話: "神的國系乜嘢? 我應該用咩嚟度呢? 19佢就好似芥辣種

子, 一個人將佢放喺佢嘅花園裡; 佢大個, 成為一棵大樹, 同空氣嘅鳥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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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在其分支。 20佢又講: "我要怎樣把神的國度比作咩? 21就好似離開, 

一個女人採取並藏在三個措施嘅膳食, 直到它全部離開 "(路加福音 

13:18-21). 

這些比喻表明, 起初, 神的國度好細, 但會變大。 

盧克還記錄了: 

29佢哋將來自東方同西部, 由北方和南方, 坐喺神的國度 (路加福音 

13:29)。  

因此, 神的國將有來自世界各地嘅人。 它並不限於那些有以色列血統

或特定族裔群體的人。 來自周圍嘅人會喺呢個王國入面坐下來。  

路加福音17與王國 

路加福音17:20-21 令一些人感到困惑。 但喺達到一 之前, 請注

意, 人們實際上就在神的國度中進食: 

十五 "祝福嘅, 係神的國度入面食麵包嘅人! (路加福音 14:15)。 

既然 人 (將來) 會 (在神的國度) 食野, 而家佢哋心中所被擱置的

不僅僅昰啲嘢, 儘管對路加福音17:21 的誤譯/誤解暗示了相反

。  

路加福音17:20-21 嘅莫夫塔特譯本可以幫助一些人理解: 

20當法利賽人問上帝嘅統治嚟時, 他回答說: "神的統治唔係象

你希望見到嘅咁嚟; 21冇人會講, ' 呢度就係佢 ' 或 ' 佢喺度 ', 因

為神的統治而家喺你既中間。 (路加福音 17:20-21, 莫夫; 另見

同翻譯)  

注意耶穌係對緊未皈依、肉體和虛偽的法利賽人講嘢。 耶穌 

"答咗佢哋"--係法利賽人問了耶穌呢個問題。 佢哋拒絕承認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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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哋喺教堂度呀? 唔係!  

耶穌也沒有談論即將組織起來的教會。 佢都唔係談論緊內心

或內心的情感。  

耶穌話佢緊嘅瑞里! 法利賽人冇問佢關於教堂嘅事。 佢哋對即

將開始嘅新約教會一無所知。 佢哋冇問一種漂亮的情緒。 

如果一個人認為神的國係教會--而神的國度係法利賽人 "內在

"--係法利賽人內部的教會嗎? 顯然不是! 

這樣的結論太荒謬了, 不是嗎? 雖然 新教繙譯將路加福音17:21 

一分子翻譯為 "神的國度喺你哋度" (nkjv/kjv), 但即使係天主教

新耶路撒冷聖經都正確地翻譯為 "神的國度喺你哋之中"。  

耶穌係法利賽人中間嘅一個。 現在, 法利賽人認為佢地期待著

神的國度。 但佢哋誤解咗。 耶穌解釋話, 佢就唔會係一個地

方嘅, 或有限嘅王國只為猶太人, 因為佢哋似乎認為 (都唔係一

個教會, 因為有 人而家信)。 神的國唔只係好多人類同可見的

王國之一, 人們可以指出或看到, 並說, "係佢, 係度"; 或 "係王國

, 那邊"  

耶穌, 他自己, 生來就是個王國嘅國王, 正如他明明地告訴彼拉

多 (約翰福音 18:36-37)。 要知道, 聖經交替使用 "國王" 和 "王

國" 兩個詞 (例如丹尼尔 7:17-18,23)。 未來神國的國王當時同

度, 企喺法利賽人旁邊。 但佢哋唔承認佢係佢哋嘅國王 (約翰

福音 19:21)。 當佢返嚟時, 世界會拒絕佢 (啟示錄 19:19)。 

耶穌喺路加福音17嘅以下經文中, 繼續描述佢第二次來臨, 當

時神國將統治所有地球 (繼續與莫法特一致地在本章中): 

22對佢嘅門徒, 他說: "总有一日, 你會長久地徒勞地擁有人子

嘅一日。 23男人會說, ' 話, 佢嚟咗! "看, 佢喺度!" 但唔好出去

或者追趕佢哋, 24 就像閃電一樣, 由天空的一邊閃爍到另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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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個仔都會喺自己嘅日子。 25但佢必須首先忍受巨大的

痛苦, 被當代人拒絕。 (路加福音 17:22-25, 莫夫塔特) 

耶穌提到閃電閃爍, 就馬太福音24:27-31 噉, 描述他第二次來到

全世界。 耶穌唔係話佢嘅人民喺回來時唔可以見到佢。  

人唔會承認佢同佢哋嘅國王 (啟示錄 11:15), 並將與他戰鬥 (啟

示錄 19:19)! 好多人會認為耶穌代表反基督者。 耶穌唔係話神

的國係喺嗰啲法利賽人入面--佢話佢哋喺第二度, 佢哋唔會因

為虛偽而留喺王國 (馬太福音 23:13-14)。 耶穌也沒有說教會

係王國。 

神的國度是人類有一日識埋嘅嘢--就好似喺正義嘅復活中一樣

! 然而, 即使係亚伯拉罕同其他族長都仲未去嗰度 (參見希伯來

書 11:13-40)。 

門徒知道, 神的國不在佢哋人內部, 它不得不以下列形式出現, 

在路加福音17:21 之後, 顯示: 

11而家, 當佢哋聽到呢啲事時, 佢講咗另一個比喻, 因為他在耶

路撒冷附近, 因為佢哋認為神的國會立即出現 (路加福音 19:11)

。 

王國顯然係喺未來 

你點樣判斷王國是否在附近? 作為解決呢個問題嘅一分子, 耶

穌列出咗先知事件 (路加福音 21:8-28), 然後教導: 

29睇無花果樹同所有樹。 30當佢哋已經萌芽時, 你地自己看到

並知道夏天即將來臨。 31所以, 當你見到呢啲事發生時, 你都

知道神的國度是近在咫尺的 (路加福音 21:29-31)。 

耶穌希望佢嘅人民跟隨先知事件, 知道王國幾時嚟。 耶穌喺第

二度講佢嘅人民注意注意同先知嘅事件 (路加福音 21:36;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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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37)。 儘管耶穌的話, 好多人折扣觀看先知相關嘅世界事

件。  

在路加福音22同23中, 耶穌再次表明, 神的國度係將來教導時

所實現的: 

十五 "有熱切的願望, 我希望食呢個逾越節與你之前, 我受苦; 

16因為我同你哋講, 在上帝的國度實現之前, 我就唔再食佢。 

17然後, 他拿起杯, 致謝, 說: "拿這個, 在你們中間分開; 18, 因為

我對你們說, 在神的國度到來之前, 我唔會飲葡萄嘅果實 "(路

加福音 22:15-18)。 

39但係, 與他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惡棍之一褻瀆了他, 他說: 

"如果你是彌賽亞, 拯救你自己, 也拯救我哋。 40佢嘅同伴責備

佢, 對佢講: "你不怕上帝嗎? 因為你都同佢一齊譴責。 41我哋

好均真, 因為我哋係有價值嘅, 因為我哋係按照我哋所做嘅嚟

回報嘅, 但係呢個冇做壞事。 42他對耶华說: "主啊, 當你進入

你的王國時, 記得我。 43但叶华同佢講: "阿門, 我對你哋講, 今

日你地會喺天堂與我同系。 (路加福音 23:39-43, 簡體英文亚

拉姆語) 

神的國並無在耶穌被殺時出現, 因為馬可和路加都向我哋展示: 

43阿里玛提亚嘅約瑟, 一位著名的理事會成員, 他自己在等待

神的國度, 來, 並鼓起勇氣... (馬克 15:43)。 

51他來自猶太人的城市阿里马提亚, 他本人也在等待神的國度 

(路加福音 23:51)。 

在復活之後 (哥林多前書 15:50-55), 基督徒會重生進入神的國

度, 正如約翰所記載的: 

3耶穌回答說: "我肯定咁對你哋講晒, 除非一個人重生, 否則他

看不到神的國度。 4尼科德穆斯對他說: "一個人長大後怎能出

生呢? 佢仲佢第二次進入母親的子宮, 並出生呀? 5耶穌回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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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肯定咁對你哋講晒, 除非一個人係水和聖靈所生, 否則佢唔

可以進入神的國度 (約翰福音 3:3-5)。 

只有上帝嘅人民才能看到上帝的終極之後千禧年王國。  

而家請進一步理解, 耶穌復活後, 他再次教導神的國: 

3佢仲以好多無懈可擊的證據來呈現自己活著, 在四十天裡俾

佢哋見到, 並談論與神的國事有關嘅嘢 (行為 1:3)。 

耶穌所講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佈道是關於神的國度!  耶穌作為使者

來教導個王國。 

耶穌都有使徒約翰寫關於神的千年王國, 將在地球上。 注意佢叫約翰

寫嘅嘢: 

4我看到那些被斬頭的人的靈魂, 佢哋見證了耶穌與神的話語, 佢哋並

冇崇拜野獸或佢嘅形象, 亦冇喺額頭或手上得到他的印記。 佢哋與基

督一起生活和統治了一千年 (啟示錄 20:4)。 

早期的基督徒教導, 神的千禧年王國將在地球上, 取代世界各國政府, 

如聖經教導 (參看啟示錄 5:10,11:15)。 

點解, 如果神的國還如此之重要, 冇聽到好多關於佢? 

部分係因為耶穌稱它為謎: 

11他對他們說: "給你, 它被賦予了知神國之謎; 但對於那些在外面的

人來說, 所有嘢都係寓言 (馬克 4:11)。 

即使在今天, 真正的上帝王國對大多數人來說也是一個謎 (都見我哋

嘅免費書, 在線 www.ccog.org 題為: 上帝嘅計劃的奧秘點解上帝創造

任何嘢? 點解上帝俾你? 

又諗吓, 耶穌說, 在王國嘅福音喺世上傳道之後, (呢個時代) 將 (好快) 

到來: 

14王國嘅福音會作為所有國家的見證系全世傳道, 然後結束 (馬太福

音 24:14)。 

宣布 * 好重要, 並且要喺呢啲結束的時間完成。 係一個 "好信息", 因

為它為人類嘅弊病帶來了真正的希望, 儘管政治領導人可以教下。 

如果你諗定耶穌的話, 應該好清楚, 真正的基督教教會而家應該宣布

王國的福音。 應該係教會嘅首要任務。 為了正確做到一 應該使用多

https://ssl.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ref=TVert&from=&to=yue&a=www.cco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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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語言。 就係 ____________ 之最。 就係點解呢本小冊子被翻譯成

幾十種語言嘅原因。 

耶穌教導最唔會接受佢的方式: 

13 "從窄門進入; 闊係大門, 闊係導致毀滅的方式, 而且有好多人透過

它進入。 14因為窄係大門, 困難係通向生命的方式, 而且好少有人搵

到佢。 (馬福音7:13-14 得滯) 

"引領生命! 

可能有興趣的是, 雖然大多數信奉基督教嘅人似乎忘記了基督強調說

教的觀念, 但世俗神學家與歷史學家往往明白, 係聖經實際教導的。 

然而, 耶穌, 他自己, 期望佢嘅門徒教導 [(路加福音 9:2,60)。 因為未

來嘅王國將建立喺上帝嘅律法的基礎上, 將佢帶嚟和平同繁榮--喺呢

個時代遵守呢啲法律會導致真正的和平 (詩篇 119:165; 以弗人 2:15)

。 

王國嘅好消息在舊約經文中廣為人知。 

3. 王國在舊約中為人所知嘅? 

耶穌概第一次同最後一次有記載的佈道涉及宣布 [[(馬克 1: 14-15; 行

動 1:3)。 

神的國度係耶穌時代猶太人應該知嘅, 正如他們在經文中所提到的, 我

們現在稱之為《旧约》。 

丹尼尔教關於王國 

先知丹尼尔寫道: 

40第四國應像鐵一樣強大, 因為鐵會碎裂, 粉碎一切; 就好似鐵壓碎一

樣, 嗰個王國會碎成碎片, 粉碎所有其他的。 41你睇到隻腳同腳趾, 部

分係陶器的粘土, 一部分係鐵嘅, 王國將被分割; 但鐵嘅強度應該喺佢, 

就好似你見到鐵同陶瓷粘土混合。 42由於腳趾部分由鐵和部分粘土

組成, 因此王國應部分堅固, 部分脆弱。 43當你看到鐵同陶瓷粘土混

合, 佢哋將與人的種子混合; 但佢哋唔會互相堅持, 就鐵唔同粘土混合

噉。 44喺呢啲國王的日子裏, 天上的神將建立一個永遠不會被毀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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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 王國不應畀其他人; 它會碎成碎片, 消耗所有呢啲王國, 它會永遠

站立 (丹尼尔 2:40-44)。  

18但最高之高嘅聖徒將接受王國, 並永遠擁有王國, 甚至永遠同永遠。 

(丹尼尔 7:18)。  

21 "我係度睇; 同樣嘅號角係同聖徒發動戰爭, 並盛行於佢哋, 22日直到

古人到來, 並作出益最高聖徒的判決, 同時間到聖徒擁有王國。 (丹尼

尔 7:21-22) 

喺丹尼尔嗰度, 我哋了解到, 上帝的國度會毀滅這個世界的王國, 並將

永遠存在嘅時候會到來。 我們都了解到, 聖徒們會接受呢個王國時演

緊自己嘅一分子。  

丹尼尔預言的許多部分係21世纪我哋時代。  

注意《新約》中一些段落: 

12 "你看到的十個角係十個國王邊個未收到王國, 但佢哋接受權威一

个小时作為國王與野獸。 13呢啲係同一個思想, 佢哋就將佢哋嘅權力

同權威交給野獸。 14呢啲就和羔羊開戰, 羔羊會戰勝佢哋, 因為佢係

領主咊之王之王; 和那些與他被稱為, 選擇, 和忠實。 (啟示錄 17:12-
14)  

因此, 我們在《旧约》同《新約》中都看到這樣一個概念: 將有一個十

個部分的塵世王國, 上帝會摧毀它, 建立佢嘅王國。 

以賽亞教導關於王國 

神啟發以賽亞寫神國的第一部分, 千年統治被稱為千年, 咁: 

1系杰西嘅莖入面拎出條棒, 一個分支由佢嘅根度長出嚟。 2主的靈應

寄托于他, 智慧與理解之靈, 忠告和力之靈, 知識之靈同對主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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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層嘅喜悅係喺對主的恐懼中, 佢唔應以佢嘅眼為判斷, 也不能由聽佢

隻耳決定; 4但正義, 佢應該判斷窮人, 並決定同公平  

為大地的溫順; 佢要用口嘅棒敲打大地, 用嘴唇呼吸, 殺死惡人。 5正

義應係佢腰部的腰帶, 而忠信距嘅腰帶。  

6 "狼都要和羔羊一起生活, 豹子要同幼山羊、牛仔、小獅子同幼獅一

起躺着; 一個小孩要帶領佢哋。 7牛與熊應放牧; 佢地後生嘅人應該攤

一齊; 獅子應該像牛一樣食稻草。 8哺乳期兒童應在眼鏡蛇的孔邊玩

耍, 奶童應將手放喺毒蛇的巢穴中。 9佢哋不得傷害或摧毀我所有嘅

聖山, 因為地球應充滿主的知識, 因為水覆蓋着大海。  

10 "係呢一日, 應該有一個杰西的根, 邊個應該企喺人民嘅旗幟; 因為外

邦人要尋求他, 他的安息地會係光榮嘅。 (以賽亞書 11:1-10) 

我之所以將啲稱為神國的第一部分或第一階段, 係因為係一個物理時

代 (在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而降, 啟示錄 21) 之前, 它將持續一千年。 

以賽亞證實咗呢個階段嘅物理方面, 當佢繼續:  

神啟發以賽亞寫神國的第一部分, 千年統治被稱為千年, 咁: 

1系杰西嘅莖入面拎出條棒, 一個分支由佢嘅根度長出嚟。 2主的靈應

寄托于他, 智慧與理解之靈, 忠告和力之靈, 知識之靈同對主的恐懼。  

3層嘅喜悅係喺對主的恐懼中, 佢唔應以佢嘅眼為判斷, 也不能由聽佢

隻耳決定; 4但正義, 佢應該判斷窮人, 並決定同公平  

為大地的溫順; 佢要用口嘅棒敲打大地, 用嘴唇呼吸, 殺死惡人。 5正

義應係佢腰部的腰帶, 而忠信距嘅腰帶。  

6 "狼都要和羔羊一起生活, 豹子要同幼山羊、牛仔、小獅子同幼獅一

起躺着; 一個小孩要帶領佢哋。 7牛與熊應放牧; 佢地後生嘅人應該攤

一齊; 獅子應該像牛一樣食稻草。 8哺乳期兒童應在眼鏡蛇的孔邊玩

耍, 奶童應將手放喺毒蛇的巢穴中。 9佢哋不得傷害或摧毀我所有嘅

聖山, 因為地球應充滿主的知識, 因為水覆蓋着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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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係呢一日, 應該有一個杰西的根, 邊個應該企喺人民嘅旗幟; 因為外

邦人要尋求他, 他的安息地會係光榮嘅。 (以賽亞書 11:1-10) 

我之所以將啲稱為神國的第一部分或第一階段, 係因為係一個物理時

代 (在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而降, 啟示錄 21) 之前, 它將持續一千年。 

以賽亞證實咗呢個階段嘅物理方面, 當佢繼續: 

 ... 

詩篇及更多 

唔單止係丹尼尔同以賽亞, 上帝啟發寫關於即將到來的神國。 

以西結受到啟發寫道, 在大三合一時期分散的以色列部落 (不僅僅昰猶

太人) 就聚集喺千禧年王國中: 

17因此說, ' 因此, 主神說: "我要將你地由人民中聚集起來, 把你由你地

分散的國家聚集起來, 我將給予你哋以色列的土地。 18佢哋會去嗰度, 

佢哋就喺嗰度拿走所有可惡嘅嘢同所有可惡嘅嘢。 19然後, 我就畀佢

哋一顆心, 我就在他們體內放一粒新精神, 喺佢哋嘅肉體中攞出石質之

心, 畀佢哋粒肉心, 20, 佢哋可以喺我嘅律法中行走, 遵守我的判斷, 並

去做; 佢地會係我既人民, 我將是他們的上帝。 21但係, 對於那些心繫

佢哋可憎嘢嘅欲望同可憎的人, 我會用自己嘅心水嚟補償佢哋的行為, 

"主神說。 (埃泽基尔 11:17-21) 

以色列部落嘅後代就唔再分散, 而是會遵守神的律法, 停止食可惡嘅嘢 

(利维提斯 11; 申命诺米 14)。 

請注意《詩篇》中關於上帝王國的好消息: 

27世界的所有目的都要記住並轉向主, 所有國家的家庭都要喺你面前

敬拜。  28因為王國係主嘅, 佢統治着國家。 (詩篇 22:27-28) 

你6嘅寶座, 上帝啊, 係永遠嘅; 正義嘅律子係你哋王國嘅受杖。 (詩篇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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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哦, 唱首新歌畀主! 向主唱, 唱過地球。 2唱過主, 祝福佢嘅名; 宣告他

每日得救嘅好消息。 3宣佈他在民族中嘅輝煌, 佢喺各國人民中嘅奇

蹟。 (詩篇 96:1-3; 都參掛1紀事 16:23-24) 

10你所有的作品都要讚美你, 主啊, 你聖徒會保佑你。 11佢哋會談論

你哋王國嘅榮耀, 談論你的力量, 12 為咗向子孫們介紹佢強大嘅行為, 

以及他的王國嘅光榮威嚴。  13你的王國是一個永恒的王國, 你統治貫

穿所有世代。  (詩篇 145:10-13) 

《旧约》中嘅各種作家都寫過王國嘅方方靣靣 (例如, 以西基尔書 

20:33; 奥巴迪亚 21; 米迦 4:7)。 

所以, 當耶穌開始教導時, 佢直頭聽眾對基本概念有些熟悉。 

 

 

4. 使徒教導王國嘅福音呀? 

雖然好多人嘅行為就好似福音只係關於耶穌嘅人嘅好消息, 但現實是

耶穌的追隨者教導了 *。 係耶穌帶來的信息。 

保羅教導神的國度 

使徒保羅寫埋神同耶穌嘅國度: 

8層走進猶太教堂, 大膽地講了三個月, 對神的國度 (第19: 8条) 

進行了推理同說服。 

25其實, 而家我知道你哋大家, 其中我傳道神的國度 (行為 

20:25)。 

23因此, 當佢哋任命佢一日時, 好多人黎到他的住處, 他向他解

釋並莊嚴地見證了神的國度, 由朝到晚, 由摩西律法同先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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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服佢哋有關耶穌的事。 ... 31宣講神的國度, 並教導與主耶穌

基督有關嘅事, 冇一個人禁止佢 (行為 28:23,31)。 

注意, 神的國並不只是關於耶穌 (儘管佢係其中嘅主要部分), 因

為保羅也教導耶穌, 以及他教導的神國。  

保羅也稱它為神的福音, 但仍然係 * 

9... 我哋向你傳講神的福音... 12, 你會走配神邊個叫你去佢自

己嘅王國和榮耀。 (1 塞萨洛尼亚書 2:9,12)  

保羅也稱它為基督嘅福音 (羅馬書 1:16)。 耶穌的 "好信息", 他

教導的信息。  

想想看, 不僅僅昰人一個關於耶穌基督嘅福音, 或者僅僅是關

於人救恩。 保羅說基督嘅福音包括服從耶穌、佢嘅回歸和神

的審判: 

6... 神以磨難嚟報答嗰啲人唔該你, 7, 當主耶穌與威武嘅天使

從天而降時, 賜予你, 在烈日下, 對唔認識神的人, 以及不服從

福音的人, 給予我們安息。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9呢啲會受到

懲罰, 由主嘅存在同來自他權力的榮耀, 10时, 佢嚟到, 喺嗰日, 

喺佢嘅聖徒榮耀, 並喺所有信嘅人欽佩, 因為我哋係你哋之間

嘅見證係唔信嘅 (2 赫萨洛尼亚書 1:6-10)。  

新約表明, 王國係我哋會接受嘅嘢, 而唔係我哋而家完全擁有

它: 

28我哋接受緊一個無法動搖的王國 (希伯來書 12:28)。 

我哋而家可以抓住並期待成為神的國度, 但未完全進入。 

保羅特別證實, 一個人冇完全進入神的國度, 作為一個凡人, 因

為它發生在復活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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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而家我要講, 弟兄們, 血肉不能繼承神的國度; 腐敗都唔會繼

承腐敗。 51看哪, 我告訴你一個謎: 我哋唔會全部瞓覺, 但我哋

都將改變--在瞬間, 在眨眼, 在最後一個喇叭。 因為喇叭會響起

, 死人就唔腐, 我哋將改變 (1 哥林多前書 15:50-52)。 

1因此, 我向上帝和主耶穌基督提出指控, 耶穌將審判生者及死

者, 以及他的王國 (2 提摩太書 4:1)。  

保羅不僅教導, 而且耶穌將王國交比父神: 

20但係而家基督從死裏復活, 成為嗰啲已經入睡嘅人嘅第一個果實。 

21因為因為人嚟咗死亡, 人都嚟咗死復活。 22因為在亞當裏, 所有人

都死了, 即使在基督裏, 所有人都要活活起來。 23但個個按自己嘅順

序排列: 基督係第一個菓子, 之後係基督在嚟嘅人。 24然後, 當他把王

國交比天父, 結束所有統治同所有權威和權力時, 末日就到了。 25因

為佢一定要統治, 直到他把所有的敵人都置於他的腳下。 (1 哥林多前

書 15:20-25)。 

保羅都教導講, 唔义嘅 (誡命者) 唔會繼承神的國度:  

9你唔知唔义者唔會繼承神的國度嗎? 唔好被欺騙。 無論係通姦者, 仲

要係異教徒, 都唔係通姦者, 都唔係同性戀者, 都唔係雞姦, 也不是盜賊

, 都唔係貪婪的, 都唔係醉酒者, 都唔係惡棍, 也不是勒索者, 都唔會繼

承神的國度 (哥林多前人 6:9-10)。  

19而家肉體的作品是顯而易見的, 它們是: 通姦、通姦、不潔、非禮、

20个偶像崇拜、巫術、仇恨、嘈、嫉妒、憤怒的爆發、自私的野心、

分歧、異道體、21个嫉妒、謀殺、醉酒、狂歡等; 我事先告訴你, 正如

我過去都告訴你, 那些實踐呢樣野嘅人唔會繼承神的國度 (加拉太斯 

5:19-21)。  

5為此, 你知, 冇通姦, 不潔的人, 都唔  

貪婪的人, 邊個係一個愛特多人, 在基督和神的國度裡擁有任何繼承權 

(以弗西書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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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有標準, 要求由神中悔改, 才能進入佢的國度。 使徒保羅警告說, 有

些人唔會教導耶穌嘅福音係答案, 但另一個係:  

3你恩典, 由父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4 誰給予自己的我們的罪, 他可以

交我哋喺呢個而家邪惡的時代, 根據我們的神和父的旨意, 5 係榮耀永

遠同永遠。 阿門。 6我驚嘆你咁快就由基督的恩典中召喚你, 轉向另

一個福音, 7, 唔係另一個福音; 但亦都有 人唔該你, 想歪曲基督嘅福音

。 8但係, 即使我哋, 或來自天堂的天使, 同你傳講任何其他福音, 比我

哋所傳說嘅, 畀佢被詛咒。 9正如我之前講過的, 所以而家我先講遍, 

如果有人向你宣講比你哋所接受嘅福音任何其他福音, 就讓他被詛咒

啦。  (加拉日 1:3-9) 

3但我怕, 以免不知何故, 因為蛇畀佢嘅精呃了夏娃, 所以你既心水可能

因為基督里的簡單而腐化。 4因為, 如果邊個嚟傳道另一個耶穌, 我哋

冇講道, 或者如果你收到唔同嘅精神, 你冇收到, 或不同的福音, 你未接

受-你忍受佢都似! (2 哥林多前書 11:3-4)  

咩係 "其他" 和 "唔同", 實際上係虛假嘅, 福音?  

虛假嘅福音有不同部分。 

一般來說, 虛假的福音係相信你不必服從神, 真正努力地以他的方式生

活, 同時聲稱認識神 (參看馬太福音 7:21-23)。 佢傾向於自私。 

蛇在將近6000年前被呃咗, 為咗一個虛假的福音 (創世紀 3)--人類相信

佢哋比上帝更了解, 應該自己決定善惡。 是的, 耶穌嚟之後, 佢嘅名字

經常被附在各種虛假嘅福音書上--一直延續落去, 並將持續到最後嘅反

基督時代。 

現在回到使徒保羅時代, 虛假的福音本質上係真理和錯誤的無神/神秘

混合。 诺西特基本上相信人, 特殊知識係獲得靈性洞察力, 包括救贖

所需要嘅。 诺西提人傾向於相信肉體所做嘅事冇特別嘅後果, 佢哋反

對喺好似第七天安息日呢味野上服從神。 西蒙·马格斯就係一個咁既

錯誤領袖, 他受到使徒彼得的警告 (行為 8: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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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不容易 

新約顯示, 菲利普教導神國: 

5然後, 菲利普落到撒瑪利亞市, 向佢哋宣講基督。 ... 12佢哋相信菲利

普, 因為他宣揚有關神的國事... (第8:5,12 號法案)。 

但耶穌、保羅和門徒教導, 進入神的國度係唔容易嘅: 

24耶穌見他變得非常悲傷時, 他說: "那些擁有財富的人進入神的國度

係幾咁困難啊!  25因為駱駝比有錢人進入神的國度更容易穿過針眼。  

26班人聽到佢講, "咁邊個可以得救呢?  

27但係佢話, "人不可能嘅事同神係有可能嘅。  (路加福音 18:24-27) 

22 "我哋必須通過許多磨難進入神的國度" (行為 14:22)。 

3我一定會永遠感謝上帝, 弟兄們, 因為它是恰當的, 因為你的信仰增長

得極其可怕, 你哋個個嘅愛都比比皆是, 4 咁, 我哋自誇你在神的教會

中, 你哋嘅心機同信仰,  迫害和磨難, 你忍受, 5 係上帝的正義審判的明

顯證據, 你可能被算作配得上神的國度, 你也為此受苦; 6因為當主耶穌

同強大嘅天使從天而降時, 用磨難嚟報答嗰啲人唔該你, 7, 並賜予你那

些煩惱嘅安息者, 係上帝嘅义事, (2 塞萨洛尼亚書 1:3-7)。 

由于困難, 而家只有一些被召喚和選擇喺呢個時代成為一分子佢 (馬太

福音 22:1-14; 約翰福音 6:44; 希伯來書 6:4-6)。 其他人會被稱為以後, 

因為聖經表明, "啲鬼喺精神上犯了錯誤將來理解, 那些抱怨會學習教

義" (以賽亞書 29:24)。 

彼得教王國 

使徒彼得教導說, 王國是永恒的, 神的福音必須勤勉地服從, 否

則會有判斷: 



 

25 
 

10因此, 弟兄們, 要更加勤奮, 使你的召喚和選舉肯定, 因為如

果你做呢啲事, 你永遠唔會絆倒; 11因此, 個入口會提供畀你充

分進入我地嘅主咊救主耶穌基督的永恒王國 (2 彼得 1:10-11)

。 

17審判的時間到了, 審判開始於神的家; 如果佢首先由我哋開

始, 那些唔服從神福音的人會係咩結局呢? (1 彼得 4:17)。 

聖經同王國嘅最後一本書 

《聖經》教導 "神係愛" (約翰福音 4:8,16), 耶穌係神 (約翰福音 

1:1,14)--神的國就有一個國王, 他是愛, 佢嘅律法支持愛, 而唔

係恨 (參看啟示錄 22:14-15)。 

《聖經》的最後一本書專門討論了神的國度。 

十五然後第七位天使響起: 天上有響亮的聲音, 說: "呢個世界

嘅王國已成為我哋主咊佢嘅基督的王國, 他將永遠統治! (啟示

錄 11:15)。  

耶穌就統治王國! 聖經揭示佢兩個頭銜: 

16佢喺佢嘅長袍上同大腿上有一個名, 上面寫着: 國王之王同

洛多德王 (啟示錄 19:16)。 

但係耶穌係唯一一個會統治嘅人呀? 請注意此段落: 

4我看見了王位, 佢哋坐喺佢哋身上, 審判係同佢哋承諾嘅。 然

後, 我看到那些被斬頭的人的靈魂, 佢哋見證了耶穌與神的話

語, 佢哋並冇崇拜野獸或佢嘅形象, 亦冇喺額頭或手上得到他

的印記。 佢哋與基督一起生活和統治了一千年...... 6祝福同聖

潔嘅係參與第一次翻生嘅佢。 在這樣的第二次死亡冇權力, 但

佢哋會係神和基督的祭司, 並應同佢統治一千年 (啟示錄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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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嘅基督徒會復活, 與基督一起統治一千年! 因為王國將永

存 (啟示錄 11:15), 但提到嘅統治只有一千年。 就係點解我在

前面提到呢個王國的第一階段--物理的, 千禧年嘅, 階段, 而唔

係最後嘅, 重靈性嘅階段。   

《啟示錄》中列出了一些發生喺神國千禧年同最後階段之間

的事件: 

7而家, 當千年過去了, 萨坦將被釋放佢嘅監倉 8, 就走出去呃國

家, 在地球的四個角落, 戈格同马戈格, 聚集他們一起戰鬥, 其

數量係海的沙。 ... 11然後, 我看見一個偉大嘅白色寶座同佢坐

埋佢, 系边个嘅面, 地球同天堂逃離。 搵唔到佢哋嘅地方。 12

我见到死者, 小而偉大, 站在神面前, 書被打開。 又一本書被打

開, 就係生命之書。 死者係根據佢哋嘅作品, 根據書上寫嘅嘢

嚟判斷的。 13大海放棄了其中的死者, 死亡和哈迪斯將死者送

上去。 他們根據佢嘅作品嚟判斷佢哋。 14然後死亡和哈迪斯

被扔入火湖。 這是第二次死亡 十五人《生命之書》中未發現

被扔入火湖 (啟示錄 20:7-8,11-15)。 

啟示錄顯示, 在一千年統治之後同第二次死亡之後, 將會有一

個較晚的階段: 

1而家我看到了一個新的天堂和一個新的地球, 因為第一個天

堂同第一個地球已經逝去。 也沒有更多的海。 2然後, 約翰, 

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上下來, 準備作為新娘裝飾她的丈夫

。 3我聽到天上傳來一個響亮的聲音, 說: "看哪, 神的殿堂與人

同系, 佢會陪佢哋同喺, 佢哋就係佢嘅人民。 上帝自己會陪佢

哋一齊, 成為他們的神。 4上帝會抆去佢哋眼中嘅每滴眼淚; 不

再有死亡, 沒有悲傷, 也沒有哭泣。 唔係應該有更多的痛苦, 因

為以前嘅事已經去世。 (啟示錄 21:1-4) 

1他向我展示了一條純淨的生命之河, 清澈如水晶, 由上帝和羔

羊嘅寶座出發。 2在街道的中央和河的兩邊, 係生命之樹, 它結

出十二個果實, 每棵樹個個月都結出果實。 樹的葉子係為國醫

嘅療傷。 3不再有詛咒, 但神和羔羊嘅寶座應在其中, 他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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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服侍佢。 4他們應看到他的臉, 佢嘅名字應在他們的額頭上

。 5度冇夜晚: 佢哋唔需要太陽嘅燈, 都唔需要太陽的光, 因為

主神畀佢哋光。 佢哋將永遠統治。 (啟示錄 22:1-5) 

請注意, 呢個統治, 係在一千年後, 包括神的僕人, 並持續永遠。 在天

堂帶的聖城, 將離開天堂, 來到地球。 係神國最後階段嘅開始。  一個

沒有更多痛苦或痛苦嘅時間!  

溫順者將繼承地球 (馬太福音 5:5) 同所有嘢 (啟示錄 21:7)。 地球, 包

括將上的聖城, 將會更加好, 因為上帝的方式將被實施。 意識到: 

7嘅政府同佢和平嘅加強唔會收檔 (以賽亞書 9:7)。 

顯然, 在上帝王國嘅最後階段開始後, 將會有增長, 因為所有人都會服

從神嘅政府。  

這將是一個最輝煌的時刻: 

9但係, 正如佢所寫: "眼冇睇到, 都冇耳仔聽到, 又冇埋人嘅心臟, 上帝

為愛佢嘅人準備嘅嘢。 10但神透過佢嘅靈 (1 哥林多前書 2:9-10) 向我

哋揭示它們。 

係一個愛, 喜悅和永恒的舒適時代。 將係一個夢幻般嘅時刻! 神的國

度會創造一個夢幻般的更好嘅永恒。 你唔想參與嗎? 

5. 新約外嘅消息來源教導了神的國度 

基督的早期教授認為佢哋應該傳讀一個味嘅神義國? 

係. 

幾年前, 在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巴特·埃尔曼教授的一次演講中, 他反覆

強調, 與當今大多數信奉基督教的人不同, 耶穌和他的早期追隨者宣布

神的國度。 雖然埃尔曼博士對基督教的整體理解與《基督教》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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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大相徑庭, 但我哋同意, 王國的福音就是耶穌自己所宣稱的, 他的追

隨者都相信。 我都會同意, 今日好多聲稱基督徒唔明啲。  

最古老保存嘅新約後寫作同圣训 

神的國度係所謂嘅 "現存最古老的完整嘅基督教佈道" (霍姆斯·古代基

督教講道) 的重要組成部分。 使徒老竇: 希臘文本和英文翻譯, 第二版, 

貝克書, 大急流城, 2004年, 第102頁)。 呢個古代基督教訓道包含關於

它的這些陳述: 

5:5 此外, 弟兄們, 我哋留喺肉體世界係微不足道嘅, 係短暫嘅, 但基督

嘅承諾係偉大同奇妙嘅: 安息在即將到來的王國和生命永恆。  

上述聲明表明, 王國唔係而家, 而是會嚟, 係永恆嘅。 此外, 這個古老

的講道指出:  

6:9 而家, 就算呢啲正義嘅人唔可以用自己的正義行為來拯救他們的孩

子, 如果我們不能保持我哋嘅洗禮純潔同唔可敬, 我哋又有咩保證進入

神的國度呢? 或者, 如果我哋未被發現有聖潔和正義嘅作品, 誰就成為

我哋嘅倡導者?  9:6 因此, 讓我們彼此相愛, 我們一律可以進入神的國

度。 11:7 因此, 如果我哋知道上帝眼中乜嘢係啱嘅, 我哋將進入他的

王國, 接受 "耳仔冇聽到, 又冇眼, 也沒有人想象的心臟" 嘅承諾。 

12:1 讓我們等待, 因此, 在愛與正義嘅神的國度, 因為我哋唔知上帝出

現嘅日子。  12:6 佢講, 我父的國會嚟。  

上述陳述表明, 需要透過適當的生活嚟鍾意, 我哋都未進入神的國度, 

它發生在神出現嘅日子之後--係喺耶穌再次回來之後。 係父的國度, 

王國唔只係耶穌。  

有趣嘅係, 上帝允許存活嘅最古老嘅顯然基督教的佈道教導了新約所

教導的神嘅王國同而家所教導的 "上帝王國" (又可能係嚟自真正嘅神

教會, 但我知識有限 希臘限制我嘅能力, 使一個堅定的聲明)。  

二世纪教會領袖與王國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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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指出的是, 在2世纪初, 帕皮亚斯, 約翰的聽者, 波利卡普的

朋友, 被羅馬天主教徒視為聖人, 教千禧年王國。 尤塞比乌斯

記錄了帕皮亚斯教導: 

... 從死裏復活後, 將會有一千年, 基督的人統治就喺呢個地球

上建立。 (帕皮亚斯嘅片段, 第六。 另見尤塞比乌斯, 教會歷史

, 第3册, 第三十九册, 第12册) 

帕皮亚斯教導說, 將係一個富足時期: 

以同樣嘅方式, [佢話], 粒小麥會產生10  

千耳, 每隻耳仔都會有一萬粒, 每粒就會产十斤清澈、純淨、

細膩嘅麵粉; 蘋果、種子和草會產生類似的比例; 所有動物, 餵

食, 然後只喺地球上嘅生產, 將變得和平和諧, 並喺完美的服從

人類。 [在《波提亚》的第四本書中, 帕皮亚斯係約翰的聽者, 

也是波利卡普的朋友, 他撰寫了五本書...... (帕皮亚斯嘅片段, 

四) 

新約後致科林蔕安斯的信中說: 

42:1-3 使徒跟主耶穌基督嗰度收到我哋嘅福音; 耶穌基督是從

神那裏發出的。 所以基督來自神, 使徒來自基督。 因此, 兩者

都係喺指定嘅命令中來自神的旨意。 因此, 他們接受了指控, 

並透過主耶穌基督的復活得到充分保証, 並在神的話語中證實

聖靈的充分保証, 佢哋带住上帝的國應該到來嘅喜訊而走咗出

嚟。  

斯米尔纳嘅波利卡普係一位早期的基督教領袖, 他是約翰的門

徒, 係原始使徒中最後死去的門徒。 多卡克120-135  教: 

祝福嘅係窮人, 那些為了正義而受迫害的人, 因為佢哋係神的

國度。 (聚寶。 致菲律賓人嘅信, 第二章。 摘自《安特-尼斯爸

爸》, 第1卷, 由亚历山大·罗伯茨和詹姆斯·唐纳森主編。 美國

版, 18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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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那麼, "上帝不是被嘲笑的," 我們應該走值得他的誡命和

榮耀... 因為應該切斷佢哋喺世上的欲望, 因為 "每一個欲望戰

爭反對精神" 和 "既唔係通姦者, 都不是愛人, 都唔係虐待自己

與人類, 將繼承上帝的國度", 或那些鬼做野 不一緻同不一緻。 

(同上, 第五章) 

等我哋喺恐懼中, 以一切崇敬的神華服侍佢, 即使佢親自命令

我們, 並作為傳福音給我們的使徒, 以及事先宣佈主來臨的先

知。 (同上, 第六章) 

與《新約》中嘅其他人一樣, 波利卡普教導正義者, 而唔係誡

命破壞者, 應繼承神的國度。  

波利卡普仲聲稱教咗以下課程: 

在接下來的安息日, 佢話; "聽我勸告, 敬愛的神的孩子。 當主

教在場時, 我勸你, 而家我再次告誡你哋, 要以主的方式, 以得

意而有價值咁行走...... 睇住你地, 再準備好, 不要讓你的心被壓

垮, 關於愛一對另的新誡命, 佢嘅到來突然顯現為快速閃電, 火

嘅偉大判斷, 永生, 他不朽的王國。 你哋所教導的神所教導的

一切事物, 知道, 當你搜索受啟發的聖經, 在你心中刻上聖靈嘅

筆時, 誡命可能永無磨滅。 (《多卡卡普的生活》, 第24章。光

腳, 使徒老竇, 第3.2 卷, 1889年, 第488-506 頁) 

萨迪斯嘅梅利托係神教會嘅領袖, 約 170年, 教導: 

因為福音中所頒佈的法律--新中嘅舊, 都係從錫安和耶路

撒冷一起湧現出來的; 同誡命發出恩典, 在成品嘅類型, 

羊係個仔, 羊係一個人, 和人喺上帝... 

但福音成為法律的解釋和它的 

當教會成為真理的倉庫時... 

就係將我哋由奴隷製變成自由, 從黑暗走向光明, 由死亡

到生命, 由暴政到永恒的王國。 (梅利托。 逾越節的交道

上緊。 詩7,40,68。克鲁克斯翻譯: 在線神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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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kerux.com/documents/KeruxV4N1A1.asp

) 

因此, 上帝的國度是永恒的, 而不僅僅昰而家嘅基督教或

天主教會, 包括神的律法。 

另一篇二世纪中後期的著作告誡人們要仰望王國: 

因此, 唔好畀你哋中鬼唔再裝假狗, 都唔向後望, 而是心

甘情願地接近 "*"。 (罗马·克莱门特。 識別, 第十卷, 第

章。 摘自安特-尼斯老竇, 第8卷。 由亚历山大·罗伯茨同

詹姆斯·唐纳森編輯。 美國版, 1886 年 

此外, 雖然它顯然不是由一個人真正的教會寫緊, 喺罗伯

茨嘅翻譯中, 第二世紀中葉題為《赫马的牧羊人》的寫

作使用了 "上帝的王國" 十四次。 

真正的基督徒, 甚至好多只信奉基督的人, 在第二个世紀

對神的國度有所了解。 

就連天主教和東正教聖徒伊雷内乌斯都明白, 復活之後, 

基督徒會進入神的國度。 留意他寫的, 約 180年: 

因為那些相信過嘅人嘅狀態, 因為佢哋係咁守聖靈, 聖靈

是他在洗禮中賜予的, 如果佢走埋真理、聖潔、正義和

耐心的耐力中, 佢就係被接受者保留嘅。 因為呢個靈魂

喺佢哋身上有一個翻生, 相信, 身體再次接受靈魂, 並隨

之被聖靈的力量所提升, 進入神的國度。 (里昂主教伊雷

纳乌斯。 由阿米蒂奇·罗宾逊翻譯自亞美尼亞語。 使徒

傳道嘅示範, 第42章。 威爾斯, 萨默塞特, 1879年10月。 

如《促進基督教知識協會》一書。 紐約: 麦克米伦公司, 

1920年)。 

安提奥克的戀童癖教導: 

我卻提到他的善良; 如果我稱佢為王國, 我卻提到佢嘅榮

耀... 因為如果佢係一開始就令佢不朽, 佢就会令佢成為

https://ssl.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ref=TVert&from=&to=yue&a=http://www.kerux.com/documents/KeruxV4N1A1.asp)
https://ssl.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ref=TVert&from=&to=yue&a=http://www.kerux.com/documents/KeruxV4N1A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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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那麼, 既唔不朽, 都仲未凡人, 他沒有令他, 不過, 

正如我上面所講, 可以兩者兼而有之; 因此, 如果佢要傾

向於不朽嘅嘢, 保持神的誡命, 佢應該由佢永生得到作為

獎勵, 應該成為神。 (嗜血桿菌, 到自動, 1:3,2:27) 

天主教聖徒希波里图斯, 在第三世紀初寫道: 

你將接受天國, 你, 當你喺世逗留, 識天王。 你地會係神

嘅伴侶, 是基督的共咀, 唔再俾慾望或激情所奴役, 不再

被疾病所浪費。 因為你有變成神: 無論你在做人時所遭

受的甚麼痛苦, 佢畀咗你, 因為你係凡人糢子, 但無論佢

同神所傳授的一致, 呢啲神都應承賜予你, 因為你已經被

神化, 並變得不朽。 (希波里图斯。 反駁所有異應, 第十

卷, 第30章) 

人類嘅目標係喺即將到來嘅神國中神化。 

第二和第三世紀的問題 

儘管它被廣泛接受, 但喺第二个世紀, 一位名叫马西翁的反法律叛國領

袖站了起來。 马西翁教導反對神律、安息日及天地王國。 雖然他受

到和其他人的譴責, 但他與羅馬教會接觸已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 並喺

嗰度好似有影響。  

系第二和第三世紀, 寓言家喺亞歷山大 (埃及) 建立起來。 好多寓言家

反對未來王國的教義。 注意關於一些寓言家報告: 

迪奥尼西乌斯出生于亚历山大一個高尚而富有的異教徒家庭, 並接受

了哲學教育。  他離開異教學校, 成為奥里根的學生, 他成功地負責亞

歷山大嘅分類學校... 

克莱门特、奥里根和诺西克派用佢哋幻想緊同寓言的解釋嚟腐蝕聖神

的教義... 佢哋為自己獲得了 "阿莱戈里主義者" 的名字。 内波斯公開

與阿莱戈尔主義者作戰, 並堅持認為地球上會有基督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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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奥尼西乌斯與内波斯的追隨者爭論, 他的敘述... "呢種事嘅狀態, 而

家存在於神的國度。 系第一次提到存在於教會現狀中嘅神嘅王國... 

内波斯斥責佢哋嘅錯誤, 表明天國唔係寓言, 而係我哋主喺復活到永生

的字面嚟國... 

因此, 王國嘅概念係喺埃及的阿勒戈尔主義者嘅诺士提派學校構思和

提出的, 在帝國的主教們被視為王位的佔有者之前整整一個世紀... 

克莱门特把神的國度視為上帝真正精神知識嘅狀態。  奥里根把它作

為一種精神意義, 藏喺聖經嘅簡明字母中。 (沃德, 亨利·达纳。 王國嘅

福音: 一個唔系呢個世界嘅王國; 唔係喺呢個世界度, 但來到天堂國, 從

死神復活和歸還一切事物。 由格勒斯顿出版, 伦森–哈夫费尔芬格, 

1870 年, 第124-125 頁) 

因此, 當内波斯主教教導--時, 寓言家試圖提出一個錯誤嘅、唔咁直白

嘅、理解它。 希拉波利斯主教的阿波利纳里斯主教都試圖喺同一時

間同寓言家的錯誤作鬥爭。 那些真正在神的教會中人代表上帝嘅字

面王國嘅真理在整個歷史。 

赫伯特·阿姆斯特朗教授王國嘅福音, 加上 

在 20世纪, 已故的赫伯特·阿姆斯特朗寫道: 

因為佢哋拒絕基督的福音..., 世界不得不取代其他嘢代替佢。 

佢哋一定要發明一個假貨! 因此, 我哋聽到上帝的國度所講嘅

只係一種相當陳詞濫調--人類心中嘅一種美好情感--將佢還原

為空霛的、虛幻的! 其他人歪曲说, "教堂" 係王國...... 先知丹尼

尔, 边个住喺基督之前 600年, 知道神的國係一個真正嘅王國-

一個政府統治  

字面上嘅人喺地球上...  

呢度... 係上帝對上帝的解釋: "在這些國王的時代..."-呢度講嘅

係十個腳趾, 鐵一分子同脆粘土一分子。 呢, 通過連接預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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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 7, 同啟示錄13同 17, 指嘅係新嘅歐洲, 形成緊...... 在你

眼前! 啟示錄17:12 明確了細節, 佢應該係一個聯盟, 十國王或

王国斯 (修訂 17:8) 應復活舊嘅罗曼·雷西尼亚斯..... 

當基督嚟嘅時候, 佢作為國王的國王嚟統治整個地球 (第19: 11-

16 版); 丹尼尔說, 係去消耗所有呢啲世界王國。 啟示錄11:15 

用呢啲話說: "呢個世界嘅王國成為耶和華的天國: 他將永遠統

治和永遠"! 係上帝嘅天。 係現任政府的終結--是的, 甚至係美

國同英國。 然後, 他們將成為主嘅王國--政府--主耶穌既, 然後

係成個地球上嘅之王之王。 得完全嘅證明, 上帝之神係一個字

面上嘅政府。 即使迦勒底帝國是一個王國--即使儸馬帝囯係

一個王國帝國--所以上帝之國係一個政府。 佢接管了世界各

國的政府。 耶穌基督是天生的國王-一個鲁勒! . . . 

1900多年前, 同樣行聖地的丘陵同山谷和耶路撒冷嘅街道的耶

穌基督又嚟了。 佢話佢仲会再离嘅。 在他被釘在十字架上之

後, 上帝喺三日三夜之後把他從死裡復活 (馬特 12:40; 第2: 32

号法案; I 科 15:3-4)。 他登上了神的寶座。 宇宙政府總部 (第

1:9-11 號法案; 赫伯: 1:3; 8:1; 10:12; 修訂版 3:21)。  

佢係寓言的 "貴族", 邊個去了王座  

上帝--"遙遠的國家"--被加冕為所有國家的國王, 然後回到地球 

(路加福音 19:12-27)。  

再次, 佢喺天堂, 直到 "歸還所有嘢嘅時間" (行為 3:19-21)。 恢

復意味住恢復到以前的狀態或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 恢復上帝

嘅政府喺地球上嘅, 從而恢復世界和平, 和烏托邦的條件。  

目前嘅世界動盪、不斷升級的戰爭和爭論會喺世界大鑊中達

到高潮, 除非上帝介入, 否則人肉就活活得救 (馬特 24:22)。 在

它的高潮, 當延遲將導致爆破所有生命喺呢個星球上, 耶穌基

督會返回。 一次, 他以神的身份嚟。 他來自宇宙統治的造物

主的所有力量和榮耀。 (24:30; 25:31.) 佢以 "之王之王"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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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版) 嘅身份而嚟, 建立世界超級政府, 並 "用铁棒" 統治所

有國家 (第 19:15;12:5)...... 

基督唔受歡迎? 

但是, 人類會懽嘑雀躍, 在狂熱的狂喜和熱情中歡迎佢--甚至傳統基督

教嘅教會都會歡迎佢呀?  

佢哋唔識嘅! 佢哋會相信, 因為萨坦嘅假大臣 (第二科, 11:13-15) 呃咗

佢地, 佢係反基督者。 教會同各國都會為佢的到來而嬲 (第 

11:15,11:18), 軍隊實際上會試圖與他戰鬥, 摧毀佢 (第17:14 稿)!  

呢啲國家將參與即將到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嘅高潮之戰, 在耶路撒冷

嘅前線 (撒迦利亚14:1-2), 然後基督會返回。 在超自然的力量, 佢會 "

打擊那些國家", 反對佢 (第3節)。 佢會完全打低佢哋 (第17:14 稿)! "佢

隻腳應該企喺橄榄山那天," 離耶路撒冷以東好遠 (撒迦利亚14:4)。 (岩

士唐。 時代的奧秘, 1984年 

聖經宣稱耶穌會返來, 佢會贏, 但好多人會和他戰鬥 (啟示錄 19:19)。 

好多人會聲稱 (基於對聖經預言的誤解, 但部分係因為虛假的先知和神

秘), 返回嘅耶穌係最後嘅反基督者! 

赫伯特·阿姆斯特朗也提供以下消息: 

真正嘅宗教--上帝的真理被賦予了聖靈所賜予的上帝的愛... 認識上帝

和耶穌基督--了解真理--以及神的神聖愛的溫暖!... 

神的真教會嘅教導只係《聖經》中 "按一個字生活" 的教義... 

人應該喺 "得到" 的方式轉向 "給予" 的方式--上帝的愛嘅方式。  

一個新嘅文明而家就抓住地球!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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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文明是神的國度。 宣稱新文明即將到來, 並基於愛, 係耶穌和他

的追隨者所教導的王國真正福音嘅主要部分。 係我哋喺 "講道" 中所

講嘅。 

赫伯特·阿姆斯特朗意識到, 耶穌在教導人類社會, 即使佢認為自己想

服從, 也拒絕生命的 "讓路", 即愛嘅方式。 好似冇人正確理解耶穌所

教導的意義。 

透過耶穌的救贖是福音一分子 

現在, 一些讀過這些書嘅人可能想知道耶穌的死和在救恩中嘅作用。 

係呀, 係《新約》同赫伯特·阿姆斯特朗所寫的福音嘅一分子。  

新約顯示福音包括透過耶穌救恩: 

16因為我唔為基督嘅福音感到羞愧, 因為上帝的力量是拯救所有信嘅

人, 先為猶太人, 也為希臘人 (羅馬書 1:16)。 

4因此, 那些分散的人到處傳道  

呢個詞。 5然後, 菲利普落到撒瑪利亞市, 向佢哋宣講基督。 ... 12但, 

當佢哋相信菲利普在宣講有關神的國度和耶穌基督的名時, 男人同女

人都受洗了。 ... 25因此, 當佢哋作供同傳講主的話語時, 他們回到耶

路撒冷, 在撒瑪利亞人的許多村莊傳福音。 26而家, 主的天使同菲利

普講... 40菲利普被發現喺阿佐图斯。 路過, 佢喺所有嘅城市傳道, 直

到他來到凱撒利亞。 (第8:4,5,12,25,26,40 號) 

18, 佢同佢哋宣講耶穌和復活。 (第17: 18条) 

30然後保羅喺自己租來的房子里住了整整兩年, 並接待了所有來到佢

嗰度嘅人, 31 間宣講神的國度, 並教導與主耶穌基督有關嘅嘢, 冇一個

人禁止佢。 (第28-30-31号法案) 

請注意, 講道包括耶穌和王國。 可悲嘅係, 喺希臘羅馬教會的教義中

往往缺少對 "*" 嘅正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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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 為了幫助我哋成為嗰個王國嘅一分子, 上帝好愛人類, 以至於

他派耶穌為我們而死 (約翰福音 3:16-17), 用他的恩典拯救我哋 (以弗

西人 2:8)。 係好消息一分子 (第20:24 幕)。 

王國嘅福音係世界所需要的, 但... 

為和平而工作 (馬太福音 5:9) 同做好事係值得的目標 (參見加拉太斯 

6:10)。 然而, 許多世界領導人, 包括宗教領導人, 相信會帶嚟和平同繁

榮嘅會係國際人類合作, 而唔係上帝王國。 雖然佢哋會有啲暫時的成

功, 他們不僅不會成功, 他們的一些人類努力最終會令地球達到這樣一

個程度, 即如果耶穌唔返建立佢嘅王國, 它會令生命變得不可持續。 

人類喺冇神嘅情況下固定地球係一個徒勞和虛假的福音 (詩篇 127:1)

。 

世上好多人正試圖制定個半宗教嘅巴比倫國際計劃, 在21世纪建立一

個新的世界秩序。 係 [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從萨坦誘使夏娃在近6000年前 (創

世紀 3) 上鍾意佢嘅福音版本以來, 許多人相信, 佢哋比上帝更清楚乜

嘢可以令佢哋同世界變得更加好。  

根據聖經它將使歐洲軍事領袖 (稱為北方之王, 也稱為啟示的野獸 

13:1-10) 與宗教領袖 (稱為假先知, 都稱為最後嘅反基督啟示的兩角同

野獸 13:11-17) 由七山城市 (啟示錄 17:9,18) 的組合, 帶來一個 ' 巴比倫

人 ' (啟示錄 17-18) 的世界秩序。 雖然人類需要基督嘅回歸同佢嘅王

國的建立, 但世上好多人喺21世纪唔會關注呢個信息--佢哋會繼續相信

不同版本嘅萨坦嘅虛假福音。 但係世界將會得到一個證人。 

回想耶穌教導: 

14王國嘅福音會作為所有國家的見證, 在全世界都傳講, 然後末日會到

來。 (馬太福音 24:14) 

請注意, 王國嘅福音會作為見證人到達世界, 然後末日會到來。 

有幾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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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係神希望世界系大三分節之前聽到真正的福音 (顯示在馬太福音

24:21 開始)。 因此, 福音信息係見證同警告 (參見以西結3; 阿莫斯 3:7)

。 耶穌喺回歸之前, 它會導致更多的外邦皈依 (羅馬書 11:25), 在耶穌

返回之前, 有足夠嘅非外邦皈依 (羅馬書 9:27)。 

另一種觀點是, 信息的要點將與正在崛起的野獸、北方力量之王以及

假先知、最後嘅反基督者的觀點背道而馳。 佢哋基本上會透過人類

的努力來承諾和平, 但它會導致結束 (馬太福音 24:14) 和破壞 (見1号塞

萨洛尼亚書 5:3)。 

由於同佢相關嘅迹象和謊言奇蹟 (2 塞萨洛尼亚書 2:9), 世上大多數人

會選擇相信謊言 (2 塞萨洛尼亚書 2:9-12), 而唔係福音信息。 由於羅馬

天主教徒、東正教、路德教和其他人對千禧年神國的不當譴責, 好多

人會錯誤地聲稱, 神國千禧年福音的信息係同反基督有關嘅虛假福音

。  

忠實的費城基督徒 (啟示錄 3:7-13) 將宣告王國嘅千年福音, 並告訴世

界某些世界領袖 (包括野獸同假先知) 就做什麼。  

他們會支持講世界, 野獸, 北方權力的國王, 合假先知, 至的反基督者, 

最終將摧毀 (合他們的一些盟友) 美國和英國、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

的英美國家 (丹尼尔 11:39), 不久之後, 他們將摧毀個阿拉伯/伊斯蘭邦

聯 (丹尼尔 11:40-43), 作為惡魔的工具 (啟示錄 16:13-14), 並最終將基

督在佢回來時戰鬥 (丹尼尔 11:39)。 16:14; 19:19-20。忠實的費城人 (

啟示錄 3:7-13) 將宣佈千禧年王國即將到來。 好可能會引起好多媒體

的報道, 並有助於實現馬福音24:14 過頭。 我哋準備緊文獻 (多種語言

), 加入網站, 並採取其他步驟準備 ' 短工作 ' (參看羅馬書 9:28), 將導致

上帝嘅決心, 馬太福音24:14 已充分提供作為證人嘅末日。 

宣揚世界領導人嘅 "虛假福音" (可能係歐洲某 "新" 類型嘅最高領導人, 

以及一位聲稱係天主教形式的妥協教皇) 唔會中意--佢唔希望世界了

解佢哋真正會做咩 (一開始可能甚至唔會相信佢自己, 參看以賽亞書 

10:5-7)。 佢哋同/或他們的支持者也可能錯誤地教導, 忠實嘅費城人會

宣揚一個即將到來的反基督的極端主義教義 (千禧年主義)。 無論佢哋

同/或其追隨者對費城人的忠實信徒同 "*" 的譴責, 都將引發迫害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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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 11:29-35; 啟示錄 12:13-15)。 都將導致完場--大三元大的開始 (馬

太福音 24:21; 丹尼尔 11:39 馬太福音 24:14-15; 丹尼尔 11:31), 以及一

個時刻保護忠實嘅費城基督徒 (啟示錄 3:10;12:14-16)。 

野獸同假先知會嘗試武力、經濟勒索、標誌、講大話奇蹟、謀殺和其

他壓力 (啟示錄 13:10-17;16:14; 丹尼尔 7:25; 2塞萨洛尼亚書 2:9-10) 有

控制。 基督徒會問: 

10 "多久, 主啊, 聖潔和真實, 直到你審判和報復我們的血, 那些鬼住系

地球上? (啟示錄 6:10) 

古往今來, 神嘅人民一直想知道, "要多久才能耶穌回來?  

雖然我哋唔知一日或一小时, 但我哋期望耶穌喺21世纪根據好多經文 (

例如馬太福音 24:4-34) 返回 (同建立神的千年王國); 詩篇 90:4; 霍西 

6:2; 路加福音 21:7-36; 希伯來書 1: 1-2; 4:4,11; 2彼得 3: 3-8; 1塞萨洛尼

亚書 5:4), 其中某些部分我哋而家睇緊實現。   

如果耶穌唔干預, 世界就毀滅所有生命: 

21因為那時將會有巨大的磨難, 例如自世界開始以來一直沒有到呢個

時間, 未, 都永遠唔會。 22除非呢排被縮短, 否則就冇肉被拯救; 但為

咗選舉, 嗰陣會縮短。 (馬太福音 24:21-22) 

29喺嗰陣嘅磨難之後, 太陽會變黑, 月亮唔會發出光; 星星會從天上落

下, 天堂的力量將被動搖。 30然後, 人子的標誌就出現喺天堂, 然後地

球上所有的部落都會哀悼, 佢哋就睇到人子監力量同偉大嘅榮耀來到

天上嘅雲上。 31佢就用喇叭聲將佢嘅天使送上大號, 佢哋將由四風中

聚集到佢嘅選擇, 由天堂嘅一耑到另一耑。 (馬太福音 24:29-31)  

神的國度係世界所需要嘅。 

王國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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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係王國入面扮演乜嘢角色? 

今時今日, 如果你係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你就成為

它的大使。 注意使徒保羅寫嘅: 

20而家, 我哋係基督嘅使者, 彷彿神懇求緊我哋: 我

哋懇求你代表基督, 與神和解。 (2 哥林多前書 

5:20) 

14因此, 用真理撐你腰部, 戴上正義嘅胸膛, 十五, 

用準備和平福音嚟拖腳; 16最重要嘅係, 採取信仰

的盾牌, 你就可以淬火所有火熱嘅飛鏢的邪惡。 

17拿救恩的頭盔, 監聖靈的劍, 係神嘅話語; 18祈

禱成日同所有祈禱和祈求聖靈緊中, 以所有毅力同

懇求所有聖徒嘅毅力同懇求, 以全心全意守望此, 

19 為我, 話語可以畀我, 我可以大膽地張開嘴, 俾

知福音的奧秘 , 20, 我係一個大使鏈; 係佢, 我可以

大膽地發言, 我應該講。 (以弗斯書 6:14-20) 

乜嘢係大使? 梅里亚姆-伟斯特有以下定義: 

1: 官方特使; 特別係: 派駐外國政府或主權國家的

最高級別外交人員, 作為其本囯政府或者君主嘅駐

地代表, 或被委任為特別同成日係臨時外交職務 

2 : 授權代表或信使 

如果你係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你係一個官方嘅使者, 

為基督! 注意使徒彼得寫嘅: 

9但係你哋係被選中的一代, 一個皇家聖職, 一個神

聖的國家, 他自己的特殊人民, 你可以宣佈佢嘅讚

美, 佢將你從黑暗中召喚到佢奇妙的光中; 10人以

前唔係一個人民, 但而家係神嘅人民, 他們沒有得

到憐憫, 但現在卻得到了憐憫。 (1 彼得 2:9-10) 

作為基督徒, 我們要成為神聖國家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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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個國家而家神聖? 

嗯, 世上的王國肯定冇, 但佢哋最終會成為基督王

國一分子 (啟示錄 11:15)。 係神的國, 佢嘅國係神

聖嘅。 

作為大使, 我哋通常唔參與世界各國的直接政治。 

但係我哋而家要以神的生活方式生活 (另

見 www.ccog.org 嘅免費書, 標題係: 基督徒: 神國

的大使, 聖經中關於基督徒生活的指示)。 通過這

樣做, 我哋最好了解點解神嘅方式係最好的, 這樣, 

在他的王國中, 我們可以成為國王和祭司, 並與基

督一起統治地球上緊: 

佢5鍾意我哋, 用佢自己的血將我哋喺我哋個辛德

中洗净, 6, 使我們成為國王和祭司, 成為佢嘅神和

父, 佢永遠係榮耀和統治。 阿門。 (啟示錄 1:5-6) 

10令我哋成為我們的神的國王和祭司; 我哋將統治

地球。 (啟示錄 5:10)  

未來的一個方面係教導那些凡人, 然後以神的方式行走: 

19人民應住喺耶路撒冷的錫安; 你唔再哭泣了。 佢會好親切咁對你喺

你嘅哭聲; 當佢聽到佢, 佢會答你。 20雖然主賜予你逆境嘅麵包和苦

難之水, 你老師唔會再被移到角落里, 但你隻眼會見到你老師。  21你

耳朵會聽到你身後的一個字, 說, "係條路, 行入去," 每當你轉向右手或

每當你向左轉。 (以賽亞書 30:19-21)  

雖然係千禧年王國的預言, 但喺呢個時代, 基督徒需要準備好教導: 

12... 呢個時候你應該係先生 (希伯來書 5:12)  

十五但係, 你哋心中令主神神聖化緊: 時刻帶畀每一個問你一個人希望

嘅理由, 你監溫順同恐懼 (彼得 3:15,kjv)。 

https://ssl.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ref=TVert&from=&to=yue&a=www.cco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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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騷, 好多更忠實嘅基督徒, 大三元教緊開始之前, 會教導好多人: 

33果 識嘅人應該指導好多人 (丹尼尔 11:33)  

所以, 學習, 在恩典和知識中成長 (彼得 2:18), 係我哋而家應該做嘅。 

你在神的國度裡的角色之一, 就是可以教導。 對於更忠實的費城人 (

啟示錄 3:7-13), 基督徒, 也將包括支持千禧年王國開始之前嘅重要福音

見證人 (參見馬太福音 24:14)。 

神國成立之後, 神的人民將被用來幫助恢復一個受損的星球: 

12你地中間嘅人要建造舊嘅廢物處理咁; 

你哋要建立幾代人的基礎; 你將被稱為破壞者的修理者, 街道嘅修復者

, 以賽亞書 58:12) 

因此, 喺呢個時代以神嘅方式生活的神的人, 將使人們更容易地在恢復

期間居住在城市 (同其他地方)。 世界將真正成為一個更美好的地方。 

我哋而家應該成為基督的大使, 所以我哋都可以喺佢嘅王國中服務。 

真正嘅福音訊息係變革性嘅 

耶穌說: "如果你遵守我的話, 你就是我的門徒。  32你哋應該知道真相, 

真理會令你自由 "(約翰福音 8:31-32)。  知道真相--令我哋免於陷入呢

個世界嘅虛假希望中。 我哋可以大膽地支持一個有效的計劃--上帝嘅

計劃! 萨坦欺騙了全世界 (啟示錄 12:9), 神的國度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

。  我哋需要堅持和倡導真理 (參見約翰福音 18:37)。 

福音信息不僅僅昰關於個人救贖。 神國的好消息應該改變呢個時代: 

2唔好服從這個世界, 而是被你心靈的更新所改變, 你可以証明上帝的

善、可接受和完美的意志係乜。 (羅馬書 12:2) 

真正嘅基督徒被改造為為神和其他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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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邦德僕人, 服從一切事情, 你主人根據肉體, 而唔係用眼服務, 作為男

人嘅取悅, 但在真誠的心, 怕上帝。 23無論你做咩, 要盡心盡力, 對主, 

對人, 24 都知, 係主, 你將獲得繼承的回報; 為你服務主基督。 (哥洛賽 
3:22-24) 

28因此, 既然我哋接受一個無法動搖緊嘅王國, 等我哋有恩典, 我哋可

以以崇敬和虔誠嘅恐懼為神所接受。 (希伯來書 12:28) 

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與世界不同。 我哋接受上帝高於世界的標準, 即

對與錯。 正義靠信仰生活 (希伯來書 10:38), 因為喺呢個時代, 信仰需

要信仰才能以上帝嘅方式生活。 基督徒被認為與他們生活的世界如

此不同, 佢哋嘅生活方式在《新約》 (第 9:2;19:9;24:14,22) 中被稱為 "

方式"。 在萨坦的統治下, 世界自私地生活著, 就係所謂嘅 "凱恩之路" 

(朱德 11)。  

係正義、喜悅與和平的信息 (羅馬書 14:17)。 預言詞, 被正確地理解, 

係安慰 (參掛1哥林多前書14:3;1 塞萨洛尼亚書 4:18), 特別是當我哋睇

住世界崩潰 (見路加福音 21:8-36)。 真正嘅基督徒生活方式導致精神

富足和身體祝福 (馬克福音 10:29-30)。 就係點解那些生活的人明白佢

世界需要神的國度。  基督徒是神國的使者。 

基督徒將我哋嘅希望擺喺靈性上, 而唔係物質上, 儘管我哋生活喺一個

物質世界 (羅馬書 8:5-8)。 我哋有 "福音的希望" (哥洛賽人 1:23)。 係

早期基督徒所理解嘅, 好多人今日信奉耶穌並不真正理解。 

 

 

6. 希臘羅馬教會教導王國好重要, 但... 

希臘羅馬教會信, 佢哋教導神的國度, 但好難真正理解佢究竟

係乜嘢。  例如, 天主教百科全書教導呢個關於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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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嘅...  喺佢嘅教導的每個階段, 呢個王國的到來, 其各個方

面, 其精確的含義, 它達到嘅方式, 構成了他的話語的主要內容, 

以至於他的話語被稱為 "王國的福音"... 佢哋開始把教會稱為 "

神的國度";我, 13; I塞塞隆安, ii, 12; 阿波奇, I, 6, 9; 10 等... 它意

味着教會作為神聖的機構... (教皇上帝的王國。 天主教百科全

書, 第八卷。 1910). 

雖然上面指出 "科爾, 我, 13; I塞塞隆安, ii, 12; 阿波奇, I, 6, 9; 10, 

"如果你查起上嚟, 你會發現, 這些詩句中, 冇節說教會係神的國

度。 他們教導信徒會係神的國度, 定話係耶穌嘅國度。 聖經

警告, 好多人會改變福音或轉向另一個, 一個流嘅 (加拉太書 

1:3-9)。 可悲嘅係, 各種各樣的人有這樣做。   

耶穌教導說: "我是路, 真理, 生命。 除了透過我, 冇人黎到父那

裡 "(約翰福音 14:6)。 彼得教導道, "在其它人中, 沒有救恩, 因

為天上沒有其它名, 我哋一定要得救" (第4:12 幕)。 彼得話畀

猶太人, 所有猶太人都必須有悔改和接受耶穌得救的信仰 (行

為 2:38)。 

與此相反, 教皇弗朗西斯教導說, 沒有耶穌, 無主主義者可以用

得嘅作品嚟拯救! 佢仲教導猶太人, 猶太人可以唔接受耶穌而

得救! 此外, 他和一些希臘羅馬人似乎都認為, 非聖經版本嘅 "

瑪麗" 係福音的關鍵, 也是普世和不同信仰間統一嘅關鍵。 可

悲嘅係, 佢哋同其他人唔理解耶穌嘅重要性同神國真正的福音

。  好多人喺宣揚虛假的福音。 

好多人希望睇就走, 對呢個世界有信心。 新約教導基督徒要仰

望上面: 

2把心思放在上面的事情上, 而唔係對地球上嘅嘢。 (哥洛賽 

3:2) 

7因為我哋行嘅唔係靠視覺走嘅。 (2 哥林多前書 5:7) 

然而, 教皇皮乌斯十一世基本上教佢走嘅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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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會... 係地球上嘅基督王國。 (皮乌斯嘅周期夸斯普里

马)。 

天主教聖經101網站聲稱, "上帝的國度係耶穌基督在公元33年

由佢嘅教會, 由彼得領導嘅, 天主教會。 然而, 千禧年神的國不

在這裡, 都唔係羅馬嘅教會, 但它會在地球上。 雖然真正嘅神

教會有 "王國嘅鎖匙" (馬太福音 16:19), 但那些聲稱教會係王

國嘅人 "攞走咗知識嘅鎖匙" (路加福音 11:52)。 

羅馬教會教導強烈反對建立咁滯世間千禧年神國咁滯, 基本上

佢係天主教會官方教義中唯一列嘅 "反基督教義": 

676反基督嘅呃已經開始喺世上形成, 每當聲稱在歷史中實現, 

彌賽亞的希望, 只能透過哲學判斷實現超越歷史。 教會甚至拒

絕修改這種偽造王國嘅形式, 由千禧年主義嘅名義... (天主教會

的教義。 伊普里马图尔·波斯特·约瑟夫·紅衣主教·拉辛格。 雙

日, 1995, 194)  

可悲的是, 那些同意 人最終將有重大的問題。 有些會採取  

可怕的步驟反對那些宣佈它 (丹尼尔 7:25;11:30-36)。 不過, 你

可能會諗, 唔係所有聲稱耶穌為主嘅人都系王國度呀?  不, 佢

哋唔會的。  注意耶穌所說的話: 

21 "唔係個個同我講, ' 主, 主, ' 將進入天國, 但邊個做我父喺天

堂嘅會。  22好多人喺嗰日會對我講, ' 主啊, 主啊, 我哋唔係以

你名義預言, 以你的名義飛惡魔, 以你的名義做了許多奇蹟嗎?  

23然後我會向他們宣佈, ' 我從來不認識你; 離開我, 你邊個實

踐無法無天!  (馬福音7:21-23 得滯) 

使徒保羅指出, "無法無天之謎" 係佢時代 "已經在起作用" (2 塞

萨洛尼亚書 2:7)。 這種無法無天亦與聖經末日警告緊嘅嘢有

關, 即所謂的 "神秘, 巴比倫大帝" (啟示錄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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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無天之謎" 同信奉基督徒有關, 他們相信他們不需要遵守

神的十誡律法等, 和/或有好多可以接受的例外和/或有可以接

受的懺悔形式來打破神的律法, 因此, 雖然他們認為他們有神

律的形式, 但他們並冇保留耶穌或佢的使徒承認為合法的基督

教形式。 

希臘羅馬人就好似法利賽人, 佢哋違反了神的誡命, 但佢聲稱

佢地嘅傳統可以接受--耶穌譴責呢種做法 (馬太福音 15:3-9)! 以

賽亞仲警告話, 自稱係神嘅人佢會反抗嘅律法 (以賽亞書 30:9)

。 可悲嘅係, 我哋直到今日都見到呢種不法的叛亂。 

另一個 "謎團" 似乎係, 羅馬教會似乎相信, 其軍國主義普世和

不同信仰的議程將導致和平和地球上的上帝王國嘅非聖經版

本。 聖經警告不要出現普世統一咁滯, 教導佢會在幾年內取得

成功 (註: 新耶路撒冷聖經, 一個天主教批准嘅翻譯, 顯示): 

4佢哋喺龍面前俯身, 因為佢畀咗野獸佢嘅權力; 佢哋喺野獸面

前俯身說, ' 邊個可以同野獸相比? 誰能對抗它呢? 5野獸被允許

口供和褻瀆, 并活躍四十二个月; 6, 佢口口褻瀆上帝, 反對佢嘅

名, 他的天堂帳篷和所有嗰啲喺嗰度庇護嘅人。 7它被允許對

聖徒發動戰爭並征服佢哋, 並賦予他們權力, 對每一個種族、

人民、語言和民族; 8同世上所有的人都會崇拜佢, 也就是說, 

每個人嘅名自世界建立以來一直冇寫係犧牲的羔羊的生命之

書。 9等任何能聽到嘅人聽: 10个被囚禁的人; 那些被劍殺死的

人。 就係點解聖徒必須有毅力同信心。 (啟示錄 13:4-10) 

聖經警告唔好完巴比倫統一: 

1七個天使中有一個嚟同我講, ' 到這裡來, 我要向你展示喺富

饒水域旁被包圍的偉大妓主嘅懲罰, 2位地球上嘅國王都同邊

個一起賣淫, 並且令世上所有的人都喝醉在她的通姦之酒中。 

3他精神帶我到沙漠, 喺嗰度我看見一個女人騎住隻猩紅的野

獸, 有七個頭同佢十個角, 上面寫住褻瀆的頭銜。 4該女子身著

紫色同猩紅色, 飾有金色、珠寶同珍珠, 佢手度攞住個金酒杯, 

裡面裝滿了她賣淫的令人作嘔的污穢; 佢額頭上寫有一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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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神秘的名字: "巴比倫大帝, 所有妓主的母親, 以及地球上

所有污糟嘅習俗。 6我看到她飲醉酒, 飲醉酒聖徒的血, 同耶穌

嘅烈士嘅血; 當我見到佢時, 我完全感到迷惑不解。 (啟示錄 
17:1-6) 

9 ' 要精明。 七個頭係七座山, 女人坐係山上...... 18你见到嘅女

人係度對地球上所有統治者擁有權威嘅偉大城市。 (啟示錄 
17:9,18) 

1在此之後, 我睇到另一個天使從天上下來, 賦予佢極大嘅權威; 

地球閃耀着他的榮耀。 2係佢把聲頂部, 他喊道, ' 巴比倫已經

倒下, 巴比倫大帝已經倒下, 已成為魔鬼的出沒地, 成為每一個

邋遢嘅精神同污糟, 可憎的鳥嘅住宿。 3所有國家都深醉于她

賣淫的酒; 地球上的每一個國王都同佢一齊賣淫, 個個商人都

透過佢嘅姣致富。 4另一個聲音從天而降; 我聽到佢話, ' 出黎, 

我既人民, 遠離佢, 咁你就唔會分享佢嘅罪行, 有同樣嘅瘟疫承

擔。 5她的罪已伸嚮天空, 上帝都銘記住佢嘅罪行: 對人噉對佢

。 6佢必須獲得兩倍於佢要求嘅金額嘅人工。 佢要飲一杯自

己混合的混合物。 7她的每一個浮誇和狂歡都要被折磨或痛苦

所配合。 她認為, 我被當成王后; 我唔係寡婦, 永遠唔會知道喪

親。 8為此, 在一日之內, 瘟疫就落喺佢身上: 疾病、悲傷和饑

荒。 佢會被燒到地上。 譴責她的主神係強大嘅。 9 ' 地球之

王會為她哀悼同哭泣, 佢哋同佢一起賣淫, 並舉行狂歡。 佢哋

見到煙霧, 因為佢燃燒, (啟示錄 18:1-9,) 

在撒迦利亚, 聖經警告唔好嚟巴比倫, 並表明適當嘅統一唔會

發生, 直到耶穌回來之後: 

10同外睇! 小心! 逃離北方的土地-耶和華宣布-因為我已經分散

你到天堂嘅四風-耶和華宣布。 11向外睇! 俾你走甩, 錫安, 而

家住喺巴比倫嘅囡囡! 

12為耶同华萨宝講, 因為榮耀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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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關於掠奪你噶国家, ' 邊個掂你掂我蘋果。 13而家睇, 我要

向佢哋揮手, 佢哋就畀佢哋奴役嘅人掠奪。 然後你就會知道亚

威·萨宝斯派我嚟啦! 14唱歌, 懽訢皷舞, 錫安個女, 而家我要同

你哋行埋--耶和華宣布! 十五一日, 好多國家將改為耶和華。 

係呀, 佢哋就成為佢嘅人民, 佢哋將生活在你中間。 然後你就

會知道, 亚威·萨宝斯將我送到你了! 16耶和華將佔有犹大, 他在

聖地的部分, 並再次使耶路撒冷成為佢嘅選擇。 (撒迦利亚書 

2:10-16,; 注意 kjv/nkjv 版本中嘅詩句被列為撒迦利亚 2:6-12) 

聯合國、梵蒂岡、好多新教徒和東正教領袖所提倡的普世和不同信仰

間運動顯然受到《聖經》的譴責, 不應受到鼓勵。 耶穌警告那些聲稱

跟隨他的人會 "呃好多人" (馬太福音 24:4-5)。 許多普世主義與啟示錄 

6:1-2 (唔係耶穌) 的 "白馬人" 和啟示錄17的豎琴有關。  

同撒迦利亚一樣, 使徒保羅也教導, 真正的信仰統一, 直到耶穌回來之

後才會發生: 

13直到我哋都喺神個仔嘅信仰同知識上達到統一, 並形成完美嘅人, 完

全成熟與基督自己的充實。 (以弗斯書 4:13, ) 

那些相信這種團結係耶穌回來之前到黎緊嘅人係錯誤的。 事實上, 當

耶穌回來時, 他就不得不摧毀會團結反對佢嘅國家的團結: 

11:15 然後第七位天使吹響了喇叭, 可以聽到在天上喊叫的聲音, 呼喊

着, ' 世界王國已成為我哋主咊佢嘅基督的國度, 他將永遠統治。 16二

十四位長老, 在神面前, 俯身, 用他們的額頭摸住地面, 用呢啲說話崇拜

神 17, ' 我們感謝你, 全能的神, 佢係邊個, 佢係邊個, 承擔了你的偉大力

量和 開頭你的統治。 18國家一片嘩然, 而家係時候報答你哋, 審判死

者, 審判你的僕人, 先知, 聖徒, 以及那些害怕你個名, 細而偉大的人, 得

到獎賞。 係時候摧毀那些正在毀滅地球的人了。 (啟示錄 11:15-18, ) 

19:6 我聽到了一大群人把聲, 就好似大海把聲或者雷鳴的轟鳴聲, 答: ' 

阿勒鲁亚! 主的統治, 我哋嘅全能嘅神已經開始; . . . 19然後, 我看見野

獸, 與地球上所有的國王和他們的軍隊, 聚集一齊戰鬥騎士和他的軍隊

。 20但係, 野獸被囚禁, 連同為野獸創造奇蹟的假先知, 佢哋呃咗嗰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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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以野獸標記嘅標記嘅人同那些崇拜佢雕像嘅人。 呢兩人被活活

掟入燃燒的硫磺湖裏。 21其餘的都被騎士嘅劍殺死了, 劍係佢口度出

嚟, 所有嘅雀仔都用肉嚟吞食自己...... 20:4 然後我看到王位, 佢哋喺嗰

度就座, 並被授予權力作出判斷。 我見所有因親眼目睹耶穌同傳講神

的話而被斬頭的靈魂, 以及那些拒絕崇拜野獸或佢嘅雕像, 唔接受佢哋

額頭或手上嘅牌子嘅人; 佢哋嚟到生活, 並與基督統治了一千年。 (啟

示錄 19:6,19-21; 20:4, ) 

注意耶穌必須摧毀全世界統一對付佢嘅軍隊。 然後, 他和聖徒將統治

。 這時候, 信仰會適當統一。 可悲嘅係, 好多人會聽虛假的大臣, 似乎

係好嘅, 但唔係, 如使徒保羅警告 (2 哥林多前書 11:14-15)。 如果更多

人真正理解聖經, 咁同耶穌戰鬥嘅更少。  

7. 點解係神的國度? 

雖然人類喜歡認為我哋如此聰明, 但我哋嘅理解係有限度的, 然而上帝

嘅 "理解係無限嘅" (詩篇 147:5)。  

就係點解佢要上帝嘅干預嚟修復這個星球。 

雖然好多人信上帝, 但絕大多數人唔肯好似佢真正擔大旗嘅咁生活。 

請注意以下事項: 

8層向你展示了, 哦, 乜嘢係好嘅; 主對你有咩要求, 但要公正, 愛憐憫, 

謙卑地與你的神同行? (米迦 6:8) 

謙卑地與上帝同行唔係人類真正願意做嘅事。 從亞當和夏娃 (創世記 

3:1-6) 開始, 人類選擇靠自己和他們的優先事項, 超越上帝的誡命 (出埃

及記 20:3-17)。   

諺語之書教導: 

5全心全意地信主, 唔好依靠自己的理解; 6以你既方式承認佢, 佢會指

引你嘅道路。 7唔好喺自己嘅眼中聰明; 怕主, 遠離邪惡。 (諺語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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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大多數人唔會真正信上帝, 他們全心全意, 或等待他指導他們的

腳步。 好多人話, 佢哋會做上帝想做嘅事, 但唔好做。 人類比萨坦欺

騙 (啟示錄 12:9), 并愛上了世界嘅欲望同 "生命的驕傲" (約翰福音 

2:16)。   

因此, 許多人提出了自己的宗教傳統和世俗政府, 因為佢哋認為佢哋最

了解。 然而, 他們唔 (參看耶利米書 10:23), 都唔會最真正悔改。 

就係點解人類需要神的國度 (見馬太福音 24:21-22)。 

諗緊節拍 

耶穌所講的一系列最廣為人知嘅陳述之一, 係佢喺橄榄山上的

《圣训》中所給予的節拍。 

注意佢所講嘅一啲內容: 

3 "祝福係窮人嘅精神, 因為佢哋係天堂的國度。 4人哀悼係祝

福, 因為佢哋應得到安慰。 5祝福是溫順的, 因為佢哋將繼承地

球。 6祝福那些渴望正義嘅人, 因為佢哋會被填補。 7祝福係

仁慈嘅, 因為佢哋應獲得憐憫。 8祝福係純潔的心, 因為他們會

看到神。 9和平締造者係祝福嚟嘅, 因為佢哋應被稱為神的兒

子。 10受祝福的是那些為了正義而受迫害的人, 因為佢哋嘅國

係天堂的國度。 (馬太福音 5:3-10) 

佢係在神的國度 (見馬可福音 4:30-31), 經常被馬太福音稱為天

國 (見馬福音13:31 過頭), 喺嗰度啲祝福的應許就得以實現。 

在神的國度裏, 諾言將得以實現, 讓溫順的人繼承地球, 純潔咁

見到神。 期待上帝王國嘅祝福嘅好消息! 

上帝嘅方式係啱嘅 

事實係, 上帝是愛 (約翰福音 4:8,16), 上帝唔係自私嘅。 神的律

法顯示系神同我哋嘅隔籬嘅愛 (馬可 12:29-31; 詹姆斯 2:8-11)

。 世界嘅方式係自私, 由死亡告終 (羅馬書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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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聖經顯示真正嘅基督徒守誡命: 

1誰相信耶穌是基督, 誰就是神所生, 凡愛佢嘅人, 誰就鍾意佢, 

邊個就係俾佢生落嚟嘅人。 2通過呢個我哋知道, 我哋愛神的

孩子, 當我們愛神, 並遵守他的誡命。 3因為就是愛神, 我哋遵

守他的誡命。 同巨嘅誡命  

唔繁瑣。 (約翰1約翰福音 5:1-3) 

神的所有 "誡命係义" (詩篇 119:172)。 佢既方式係純正嘅 (1 

蒂图斯 1:15)。 可悲嘅係, 好多人接受了各種形式的 "無法無天

", 沒有意識到耶穌唔係嚟毀滅法律或先知, 而是通過解釋他們

的真正含義並超越好多人嘅思想 (例如马太福音) 來實現它們 (

馬太福音 5:17) 5:21-28) 耶穌教導說, "無論邊個做同教導佢地, 

佢都會喺天國中被稱為偉大" (馬太福音 5:19) ("神的國" 和 "天

國" 兩個術語係可互換的)。                       

聖經教導, 冇工作嘅信仰係死 (詹姆斯書 2:17)。 好多人聲稱跟

隨耶穌, 但唔會真正相信佢嘅教導 (馬福音7:21-23 過頭), 都唔

會好似佢哋應有嘅咁學佢 (約見哥林多前書 11:1)。 "罪係法律

嘅越軌" (約翰福音 3:4,kjv), 並且都犯了罪 (羅馬書 3:23)。 然而

, 聖經表明, 憐憫將戰勝審判 (詹姆斯 2:13), 因為上帝真系有一

個計劃, 所有 (參看路加福音 3:6)。  

人類嘅解決辦法, 除了神的方式, 是行不通的。 在千禧年王國, 

耶穌就用 "铁棒" 統治 (啟示錄 19:15), 善會佔上風, 因為人民將

活在神的路。 世上所有的問題都存在, 因為呢個世界嘅社會拒

絕服從上帝同佢嘅律法。 歷史表明, 人類冇能力解決社會問題

: 

6因為有靈性係死亡, 而有靈性嘅心水係生命與和平。 7因為肉

體嘅心水係對神的敵意; 因為佢唔受神的律法, 都真係可以。 8

咁, 那些處於肉體里的人不能取悅上帝。 (羅馬書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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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要專注於靈性, 並被授予神的靈, 在這個時代 (羅馬書 8:9), 儘管

我們個人的弱點:  

26你哋睇到你召喚, 弟兄們, 根據肉體, 冇咁多叻人, 冇咁多嘅威武, 冇

好多高貴嘅。  27但神揀世上的愚蠢嘢嚟羞辱智者, 而神則選擇世上軟

弱嘅嘢嚟羞辱那些強大嘅嘢; 28同基礎嘅嘢嘅世界同被鄙視的上帝選

擇嘅嘢, 同埋冇嘅嘢, 令任何嘢係乜, 29, 冇肉應該榮耀在他的面前。 

30但對佢來講, 你係在基督耶穌裡, 耶穌係神那裏成為我們的智慧--正

義、聖潔和救贖--31, 正如佢所寫, "榮耀的人, 令佢喺主中榮耀。 (1 哥

林多前書 1:26-31) 

基督徒在神的計劃中榮耀! 我哋而家走信仰 (2 科林蔕安斯 5:7), 睇上面 

(哥洛萨人 3:2) 在信仰 (希伯來書 11:6)。 我哋將因遵守神的誡命而受

祝福 (啟示錄 22:14)。 

點解神國福音? 

新教徒往往覺得, 一旦他們接受耶穌為救世主, 佢哋就尋求神的國度。 

天主教徒相信那些人受洗, 即使像嬰兒一樣, 都已經進入他們的教會作

為王國。 天主教徒和東正教傾向於認為, 通過聖餐等, 佢哋尋求上帝

的國度。 雖然基督徒要受洗, 但希臘羅馬-抗議者傾向於把目光投向世

界嚟解決人類嘅問題。 佢地往往有一個地球嘅焦點 (參見羅馬書 8:6-

8)。 

首先尋求神的國度 (馬太福音 6:33) 係基督徒嘅終身目標。 一個目標, 

不是期待世界尋找解決辦法, 而是尋找上帝同佢嘅方式。 神國的好消

息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聖經講基督徒會與耶穌一起統治, 但你是否意識到這意味着真正嘅基

督徒會真正統治城市? 耶穌教導: 

12 "某位貴族進入一個遙遠的國家, 為自己接受一個王國並返回。 13

便, 佢打電話畀佢嘅十個僕人, 交給他們十米納斯, 對佢哋講, ' 做生意, 

直到我嚟。 14但佢嘅公民恨他, 並派一個代表團在他之後, 說, ' 我唔

會比呢個人統治我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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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所以, 當他返回, 收到了  

王國, 然後, 他命令 僕人, 佢畀咗錢, 叫佢, 佢可能知幾多人透過交易獲

得幾多。 16然後第一個嚟咗, 講, ' 主人, 你把米娜已經賺咗十米。  17

佢對佢講, "幹得好, 好僕人; 因為你係忠實嘅係一個好細, 有權威超過

十個城市。 第二个嚟咗, 講, ' 主人, 你把米娜已經賺咗五米。  19同樣, 

佢對佢講, ' 你都超過五個城市。 (路加福音 19:12-19) 

忠實於你現在擁有的小人物。 基督徒將有機會統治真正嘅城市, 在一

個真正的王國。 耶穌又說: "我的獎賞同我同系, 根據佢嘅工作給予每

一個人" (啟示錄 22:12)。 神有一個計劃 (作業 14:15) 同一個地方 (約翰

福音 14:2), 為那些真正回應佢嘅人 (約翰福音 6:44; 啟示錄 17:14)。 神

的國度是真實的, 你可以成為佢一分子!  

2016年初, 《科學》雜誌發表咗篇題為 "人群力量" 的文章, 指出人工

智能和眾包可以解決人類面臨的 "嚴重問題"。 然而, 篇文冇理解咩係

邪惡, 更不用說點樣解決佢啦。 

合作, 除了遵循上帝嘅真正方式, 在21世纪注定要失敗, 就好似佢回到

大洪水之後, 當人類合作建造衰嘅巴别塔 (創世紀 11:1-9)。 

世上嘅問題, 好似中東噉嘅地方 (儘管預期會取得時間上嘅結果, 例如

丹尼尔9:27;1 塞萨洛尼亚書 5:3), 人類唔會解決--我哋需要上帝王國嘅

和平 (羅馬書 14:17)。 

國際恐怖主義問題, 儘管預期會有所收獲, 但聯合國中受騙的人 (見啟

示錄 12:9) 無法解決 (見以西結21:12)--我哋需要上帝王國嘅喜悅同安

慰。 

環境問題唔會透過國際合作來解決, 因為世界各國將幫助毀滅地球 (啟

示錄 11:18), 但佢哋就由上帝王國解決。 

性不道德、墮胎和出售人體器官嘅問題唔會由美國嚟解決 (參見啟示

錄 18:13), 而是由上帝王國解決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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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同好多其他國家嘅巨額債務不會透過國際斡旋嚟解決, 但

最終 (摧毀緊哈巴库克2:6-8 之後) 被上帝王國所解決。  

無知和錯誤教育唔會由聯合國解決--我哋需要上帝的王國。 宗教紛爭

唔會真正解決任何普世-宗教間運動同意拯救, 除了聖經嘅真正耶穌。 

神係呢個世界嘅天性, 為此, 我哋需要耶穌的犧牲和他在神的國度裡的

回歸。 現代醫學對人類健康冇晒答案--我哋需要上帝的國度。 

飢餓問題唔會由轉基囙生物嚟解決, 因為轉基囙生物令世界部分地區

由於潛在的作物歉收而面臨饑荒的危險--我哋需要上帝的王國。 

非洲、亞洲和其他地方的部分地區的大規模貧困, 雖然喺結束時間 "巴

比倫" (見啟示錄 18:1-19) 受益一段時間, 但並不能解決貧困問題--我哋

需要上帝的王國。 除咗耶穌之外, 人類在呢個 "現代邪惡時代" 能帶來

烏托邦的想法是一個虛假的福音 (加拉太書 1:3-10)。  

神國千禧年階段係一個將在地球上建立起來的文字王國。 它將基於

上帝嘅愛律法同一個慈愛的上帝作為領袖。 聖徒將與基督一起統治

一千年 (啟示錄 5:10;20:4-6)。 呢個王國將包括那些真正在神的教會, 

但冇講經文, 神的國實際上係教會 (天主教或其他)。 羅馬教會反對千

禧年教導, 後尾當我接近尾聲時, 它將更強烈地反對聖經的福音信息。 

好可能會得到大量的媒體報道, 將有助於實現馬福音24:14 過頭。 

在最後階段, 神的國度將包括 "新耶路撒冷,  

從上帝中走出天而降 "(啟示錄 21:2), 其增加就冇盡頭。 不再有不義, 

不再有悲傷, 不再有死亡。  

傳道同理解係《聖經》的一個重要主題。 舊約的作家們對此有教育

。 耶穌、保羅和約翰教導了它。 在新約之外生存的最古老的 "基督徒

" 佈道教導了它。 二世纪初, 基督教領袖, 如波利卡普和梅利托, 教過

佢。 我哋今日在教佢。 回想一下, 神的國度係聖經所教導的第一個主

題 (馬可 1:13)。 都係佢喺復活之後所宣揚嘅 (行為 1:3)--係基督徒應該

首先尋求嘅嘢 (馬太福音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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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不僅僅昰關於耶穌的生與死。 耶穌和他的信徒所教導的福音, 重

點係嚟嘅神國咁滯。 王國嘅福音包括透過基督救恩, 但也包括教導人

類政府的終結 (啟示錄 11:15)。 

記住, 耶穌教導, 直到王國嘅福音作為所有國家的見證向世界傳講之後

, 末日才會到來 (馬太福音 24:14)。 而呢種說教正在發生。 

好消息是, 上帝的國度係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問題的方法。 然而, 大多

數人不想支持佢, 都唔想聽到佢, 都唔想相信它的真相。 神的國係永

恒嘅 (馬太福音 6:13), 而 "呢個世界正在消逝" (哥林多前書 7:31)。 

宣告神國的真正福音, 係我哋呢個大國嘅嚴肅之作。 我哋努力教導聖

經所教導的一切 (馬太福音 28:19-20), 包括神的國度 (馬太福音 24:14)

。 當我哋等待嗰個王國時, 我們需要學習和遵循神嘅方式, 安慰那些

想要相信真理的人。  

你難道不應該支持宣布即將到來的神國福音呀? 你會相信嗎? 

繼續上帝教會 
 

美國駐美國辦事處位於: 1036 格蘭德大道, 格罗夫海灘, 加利福尼亞州, 

93433 美國; 網站 www.ccog.org。 
 

繼續上帝教會 (CCOG) 網站 
 

CCOG.ASIA呢個網站專注於亞洲。 

CCOG.IN呢個地方嘅目標係嗰啲印度遺產。  

CCOG.EU呢個網站係針對歐洲。  

CCOG.NZ該網站針對新西蘭同其他有英國後裔背景嘅人。 

CCOG.ORG係嘅主要網站。 它為各大洲的人們服務。 它包含文、連結

和視頻。 

CCOGCANADA.CA本網站面向加拿大。 

CCOGAfrica.ORG呢個網站針對嘅係非洲嘅嗰啲。 

CDLIDD.ES La Continuación de la Iglesia de Dios. 係西班牙語網站。 



 

56 
 

PNIND.PH Patuloy na Iglesya ng Diyos. 係菲律賓網站。 佢有英文同塔加

祿語嘅信息。 
 

新聞和歷史網站 
 

COGWRITER.COM本網站是一個主要的公告工具, 有新聞, 教義, 歷史文

, 視頻和預言更新。 

CHURCHHISTORYBOOK.COM係一個容易記住嘅網站, 有文章和教會歷

史的信息。 

BIBLENEWSPROPHECY.NET係一個在線廣播網站, 涵蓋新聞同聖經主題

。 
 

你管–比特丘特視頻頻道, 用于講道和講道 
 

BibleNewsProphecy 通道。ccog 佈道視頻。 

CCOGAfrica 通道。ccog 用非洲語言嘅信息。 

CCOG Animations教會基督教信仰的各個方面。  

CCOGSermones頻道有西班牙語嘅消息。 

ContinuingCOG 通道。ccog 視頻佈道。  
相下面顯示了耶路撒冷一座建築中剩下的幾塊階磚 (加上後來添加嘅啲磚), 這些磚塊

有時被稱為, 但最好地描述為耶路撒冷西山上嘅上帝教會 (目前稱為锡安山): 

 

 
 

據信, 係最早嘅真正基督教教堂建築嘅所在地。 耶穌的 "神國之國" 會傳讀嘅建築物

。 係耶路撒冷嘅座建築, 教導了 * 
 

 

出於這個原因, 我們也感謝上帝沒有停止, 因為... 你, 弟兄們, 成為喺猶大中基
督耶穌的神教會的追隨者。 (1 塞萨洛尼亚書 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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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爭取試過所有交比聖徒的信仰。 (朱德 3) 

 

他 (耶穌) 對他們說: "我一定要把神的國度傳給其他城市, 因為為咗呢個目的, 

我被派去。 (路加福音 4:43) 

 

但是, 尋求神的國度, 所有呢嘢都要加親你地。 唔好驚, 小羊群, 因為同你嘅
國度係你老豆好樂。 (路加福音 12:31-32) 

 

王國嘅福音會傳道喺全世, 作為所有國家的見證, 然後結束。 (馬太福音 

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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