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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基督徒的风险：被拒于千禧年国度之外
（The Christian’s Danger of Kingdom Exclusion）

“以往的四十年当中，有关那些无份于国度（Kingdom Exclusion，指的是一些基督徒被
阻挡在千禧年王国以外）的每一段经文，我都浏览过了，而且我一直都拒绝将这些经文
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但是，这些经文明显地，真的适用于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它们在
新约的使徒书信当中也常常出现，而这些书信，正是写给各处的基督徒们看的……我感
受到，当某位使徒教训说:‘不要被欺哄了’的时候，指的是真的存在着这样的极大风
险，也就是说，那些只将圣经教导应用到别人身上，而却把自己包藏严实，不去面对和
应用这些经文的人，他们很可能就是被欺骗了……难道这不足以给每一个基督徒提出严
正警告吗？使徒保罗勉为其难地处理了的某些行为，不恰恰是某些阻挡着人们进入基督
的千年统治的恶行吗？”1
- A. T. Schofield 博士 (1846-1929)
“在这个课题上，纯粹地就是取自于圣经的论点，为什么基督徒们却不愿意来洗耳恭听
呢？原因是，他们不喜欢这个教导。他们宁愿假设说……毫无例外地，每一个信徒都能
够进入千禧年的幸福王国。我从中就看到了，提摩太后书四章 3、4 节的预言正在开始
应验着。
”2
- 罗伯特·格维特 (Robert Govett，1813-1901)
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些不忠心的基督徒们将会失去进入千禧年王国的资格，且要
被放逐一千年。他们要等到千禧年过后，在白色大宝座出现的时候，才能再次复活：
启示录 20:12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15 若有人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到火湖里。
失丧的人（那些从来不相信福音的人）在生命册上就没有记录他们的名字。然而，
众多的基督徒（尽管是错过了千禧年国度），却一定会发现他们的名字的确是记载在生
命册上了。他们将在永生当中与神同在。不忠心的基督徒，并不会失去进入永生的救恩；
他们仅仅是丧失了进入千禧年国度的资格。
圣经教导说，千禧年的统治权，仅仅是给那些与主基督一同受苦的忠心的圣徒们的：
帖撒罗尼迦后书 1:5 ……叫你们可算配得 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提摩太后书 2:12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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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8:17 ……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启示录 3:21 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
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1 Dr.. A.T. Schofield, “The Entrance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Prophecy Investigation Society
Papers (Nov. 12th, 1909), 31.
2 Robert Govett, Entrance Into The Millennial Kingdom, Four Letters To J.T. Molesworth (Norwich,
Fletcher & Son, 1883), 1.

我们为耶稣受苦，是借着我们抵制魔鬼、抵制肉体的情欲，也因着我们胜过了来自
世界的各种逼迫。因此，那千禧年的国度就是我们的奖赏：
歌罗西书 3:23 无论作什么，都是从心里作，好象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
24 （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因为你们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25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彼得前书 3:9 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
受福气。
加拉太书 5:21 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
的人必不能承受 神的国。
马太福音 6: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而那些活在自己肉体里的人，他们拒绝为基督去受苦。圣经教训我们说，凡是不愿
抵制诱惑、也不思悔改的基督徒，断不能承受神国的基业。他们也无法得到赏赐。他们
遭到的是被放逐，或者说，被排斥在国度之外，一直要等到千禧年结束为止。
今天，前千禧年主义者中的大多数人都相信说，因着悖逆的本性或者服事方面的懈
怠，有些基督徒在将来的国度中将会失去那些较高的职位。圣经确实教导了这一个教义。
但是，这一条只适用于那些违背了诫命中“最小的”部分之基督徒。一名基督徒能否进
入那国度，以及在那国里所得到的地位职能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认真遵守了圣经
的诫命以及关注这些诫命的程度。那些凭自己的判断，以为新约圣经中的某些诫命是较
小的，从而蔑视这些诫命，躲避遵守的责任（进而还怂恿他人也忽视这些诫命）的基督
徒，即便能够进入这国度获得统治的权柄，他们所得到的荣耀也会是大打折扣的：

马太福音 5:19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
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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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提到的主题是“最小的”的诫命。然而，在紧接着的下一个经节当中，就明
确地告诉门徒们说，他们有可能会违背那比较“大的”诫命，从而真的就整个的失去了
那进入将来国度的资格：
马太福音 5:20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
许多人正确地将第 19 节的经文应用在信主的门徒们的身上，但却误以为第 20 节的
经文则是指着非信徒而言的！这样就违背了解经学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必须留意经文
之上下文的语境：
马太福音 5:1 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2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马太福音 5 到 7 章那里，耶稣在其整个讲道的过程中提到的“你们”，都是指门徒
们而言的。他们“是地上的盐”
（马太福音 5:13）和“世上的光”
（ 马太福音 5:14）。他
在 19 节所警告的对象，也就是他在 20 节所警告的对象，除非有任何人能够根据上下文
得出其它结论来，证明后面的 20 节之经文是另有所指。

在马太福音 5－7 章那里，基督所提倡的是行出来的义（practical righteousness）。在
马太福音 5:20 节，他告诫信徒们说，他们的义，必须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方能
得进天国。换言之，他们必须以纯净的动机来遵行神的话，而不是仅仅凭借外在的行为
去服事神，为的是在人前留下某些好的印象。

主基督在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当中所面对和教导的对象，是那些已经
信从他的人。就算我们假设说，有某些挂名的信徒（在本质上是沉沦之人）溜了进来，
站在门徒身后，主基督也不是针对着他们作出以上的告诫、应许、或是警告的。

许多人企图否认登山宝训中的警告是对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们讲述的。所以，保罗就
特别针对那些忽视主基督的话的做法，提出如下的严厉警告：
提摩太前书 6:3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4 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词，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
疑，
5 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有些英文的圣经
译本在此还有：这等人你们要躲开。——译注】

有些人教导说，《马太福音》是一本写给犹太人的书，因此就意味着，基督的应许
和警告不能作为教义而应用于普世的基督徒身上。然而恰恰是基督自己，命令他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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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一切得救的外邦人传扬他的诫命：

马太福音 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必须注意的是，主耶稣在这里说，地上的万民都当遵守他命令自己的门徒所要遵守
的全部的吩咐。而且这里的暗示是说，这样的过程要一直持续到“世界的末了”。因此
我们可以推论而得，登山宝训里的应许和警告，照样在今天也是适用于新约时代的基督
徒的。除非我们得到了来自《新约圣经》中其它地方的某个清晰的授权，我们就无权藐
视这些应许或警告。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是，保罗从来都没有轻看主对信徒的警告。相
反的，保罗处处肯定了这些应许和警告。
况且，有什么证据表明说，《马太福音》是专门写给犹太族的信徒们的呢？马太本
人（如同马可和约翰）为自己的读者认真解释了希伯来语的含义（马太福音 1:23）。还
有，在马太福音的 28:15，他称呼犹太人为“那些犹太人”，将犹太的会堂称之为“他们
的会堂”
（ 马太福音 4:23，9:35）。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历世历代的、普天下所有的信徒而预备的，包括犹太人和外邦
人。耶稣基督命令他的门徒（其中包括马太！
）向万民教训他的话语（马太福音 28:19
－20），又特别加上说他必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先前很多的时代论
（Dispensationalism）的捍卫者，比如格维特（Robert Govett）
，J. R. Graves， G. N. H.
Peters，G. H. Pember， H. W. Fry 等人，坚决反对了“超级时代论”
（hyper-Dispensationalism）和布灵格学派（Bullingerite）那种将耶稣在马太福音中的警
告和应许仅看作是给犹太籍信徒的做法。以上所提到名字的这些人，都属于前千禧年派、
灾前被提派，并且他们都相信，在未来，以色列国将会有真实的字面意义上的复兴。
有人却争辩说，马太是以耶稣作为大卫子孙的身份而描述他的，并认为这就证明了
主的应许和警告，对于现今的基督徒就不再具有直接的、教义上的作用了。然而，使徒
保罗也照样是把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来呈现的，却是将这一事实作为他所传之福音的核
心内容：
提摩太后书 2:8 你要记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
音。
难道我们是要将保罗这些受圣灵所默示而写下的警告，拒绝应用于今天的基督徒身
上，而非要将它们看作是在未来的时代才适用吗？

保罗在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中教导说， 神藉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 1:1－
2）。这封书信是在保罗的服事历程的后期所写的，所以当中提到的神迹奇事都是用过去
式来描述的（希伯来书 2:4）
。可以很确定的是，保罗相信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中的警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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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许乃是适用于普世的基督徒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因为是神的儿子在登山宝
训中亲自说话。而后又的确有圣灵进一步的启示。诚然，基督的某些诫命，仅仅是专门
为那第一世纪的门徒而讲的。比如基督曾经要求他的十二位使徒，不要向外邦人传扬福
音（马太福音 10:5－11）
；但是到后来，他变更了这个诫命，发出新的嘱托（马太福音
28:19）。我们必须将基督的每一条诫命、警告、应许看作是给各时代的普世的基督徒的，
除非我们发现该应用是荒谬的或是不符合圣经原则的。我们绝对没有道理去说，基督的
登山宝训中的警诫不适用与我们当代的基督徒。在整本新约圣经中，类似的这些教导通
常都是向着圣徒们而反复讲述的。耶稣是在向真信徒们发出警诫，提醒他们不要错失了
未来的千禧年国度（马太福音 5:20，7:21，13:41，18:3，23，35，19:23－25，22:2，13，
25:1，11－13；马可福音 9:38，47，10:15，23；路加福音 9:62，13:23－28，14:15，24，
18:17，24，19:12，26）
。而使徒保罗，也同样是如此警诫众人的（使徒行传 14:22，哥
林多前书 6:9；加拉太书 5:21；以弗所书 5:5；帖撒罗尼迦前书 2:12；帖撒罗尼迦后书
1:5；希伯来书 3:14，19，4:1，11，12:28）
！
有的人将登山宝训的教训，看作是用来获得“无穷永生”（endless eternity）之救恩
的途径。可是，这篇教导恰是针对那些在耶稣里因着信心而已经得救的人而说的；他们
都已经是天父的孩子了（马太福音 5:16，45，48）
。
还有人认为，基督的这些话语，是留给未来千年国度里头所要推行的宪法。这也是
一个荒谬的错误。基督说话的对象乃是那些不久就会面临逼迫的门徒。类似这样的教导，
到了基督用铁杖来执掌王权的国度里面，显然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的（马太福音 5:5，
10，12，20，6:10，19）
。并且，耶稣所说的国度，是一个未来的国度，也不是今世的
国度（马太福音 5:19－20，6:10，33，7:21）
。
福音书中有很多警告性的经文，是对新约的基督徒们讲述的。它们都提到未来的基督审
判台。那些否认这一真理的基督教的教师们，却又常常最喜欢将福音书里一切美善的应
许都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这也是罗马天主教多少世纪以来的惯用方法。天主教就是将
那些应许给以色列的祝福都拿了过来，却对那些警告性的经文一概视而不见。但是，福
音书中对信徒的这些严厉警诫，是不能被这种“超级时代论”的扭曲做法，而轻易否定
得掉的。在《启示录》当中，主基督也是有很严厉地警告了那七个教会，这就进一步给
我们提供了证据，表明他在福音书里的警告，也是特别为着各个时代中的新约的基督徒
而预备的（启示录 2:11，3:5，10，16）
。
有证据表明，那个国度，是有可能被错过的
在圣经中，很多段落的经文，都直率明确地教导说，不顺服的基督徒，有错失千禧
年国度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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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7:13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死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基督耶稣在这里，所面对的是那些已信从他的门徒（约翰福音 3:16）。这里所说的
窄门，就是通向千禧年国度的入口。
马太福音:7:21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
人，才能进去。
生活在不顺服的生命光景中的信徒，正陷在这错失天国的危险之中。
马太福音 18:1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2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
3 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4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
以上这一段话是针对门徒们说的。他们得到的警告是，彻底失去进入天国的可能。
这里的单词“回转”（converted）就是指基督徒生活中的切实转变。也就是说，这些门
徒，必须放弃带着骄傲的心，彼此之间所进行的争竞。当今教会中的很多圣徒，同样也
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马太福音 19:23 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24 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
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国也被称为天国，显明它们是相同的概念。天国，是指天上的
神，当基督再来并且施行统治的时候，在地上所要建立的国度。天，经常被用来指向神，
这是因为神的宝座就安放在那里（诗篇 11:4；马太福音 5:34）
：
马可福音 11:30 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
路加福音 15:18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按照同样的方式，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报纸文章，都在使用“华盛顿”或是“白宫”来
作为政府领导人的同义代名词。
在马太福音的 19 章 23 节，耶稣教导说，财富会阻碍一个人的敬虔（即对神的顺服），
因为他的财富会诱惑他出卖原则以求保全财富：
提摩太前书 6:9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10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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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圣经》中还有其它经文教导说，基督徒不都是能进入天国的：
马太福音 25:19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帐。
21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
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请注意，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就是说，进入千禧年国度）的前提，就是信徒
在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被发现是赤胆忠心的。
路加福音 13:23 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24 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
能。
25 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
‘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
28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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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论此处主耶稣教导的对象是谁，他们所得到的命令是，要为能够进入天国而努力。
人们是不需要凭借自己的“努力”
（疲劳艰苦的工作）而获得永生层面之救恩的（这个
永生的救恩，是白白的礼物。——译者注）。这一段经文所教导的，就是指那些已经得
救的信徒们，要如何谨守自己，远离现实生活中的罪咎，好得以进入那未来的国度。
使徒行传 14:21 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作门徒；就回路司得、以哥念、安提
阿去，
22 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 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
难。
”
以上对基督徒的这些训词和劝勉，是为要让他们“恒守所信的道”，以便能进入神
未来的国度。而“恒守所信的道”本身就意味着，可能会经常把自己置身于极大的危险
中。即便是在我们这逼迫已经相当受限的时代里，基督徒难免还是要经受在金钱或是个
人尊严上的巨大损失，就是因为他们要公开承认基督为主，并且想要坚守他的全部的真
理，这样的代价是需要付出的。
帖撒罗尼迦后书 1:4 甚至我们在 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
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5 这正是 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 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这些基督徒所受的苦，被看作是为了“这国”本身，而并不是说为了国度里面的某
个高位。任何一个前千禧年主义者，都能看见，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的是，进入这个国度
是有条件的。而若是真的想要绕开这段经文所隐含的内容，唯一的办法就是试图争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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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罗马天主教那样）
，这里所说的神的国，指的并不是千禧年的国度。
希伯来书 3:1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8 就不可硬着心，象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10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11 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
12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 神离弃了。
18 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19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以上的这些话，是对着希伯来族的基督徒们说的，正象“哥林多前书”，是对着外
邦人的基督徒们说的。这些基督徒，都被劝诫不要离弃神。而经文中的“安息”就是指
“将来的世界”
（希伯来书 2:5）
。都是指那个千禧年的世代，亦即那荣耀的第七天的安
息日。
不能继承产业，指的就是不能进入国门
以下的经文，很明显地是针对那些真正的、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们所提出的明确警告。
它们警告说，进入千禧年国度的资格，是有可能被吊销的。而失去作为产业而继承的国
度，指的就是失去了进入该国度的机会：
哥林多前书:6:8 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9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 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
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
10 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 神的国。
加拉太书 5:21 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
的人必不能承受 神的国。
以弗所书 5:3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
体统。
4 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
5 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 神的国里，
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6 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 神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7 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论到以上在以弗所书 5:5 中的话，大卫·波斯乌斯（David Bosworth, 1814－1899）
曾经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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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我们无法绕开或躲避这清晰的见证，唯一可能的是分清承受和居住（inheriting
and inhabiting）在意义上的区别（就是说，在拥有或是享受上的不同）。我不否认，这些
词在意义上的那种差异；但用在此处，这个区别却似乎仅仅是条款与概念上的差异，而
不是语义上的分别。
”3
然而，另外的很多人，却把加拉太书 5:21 等处提到神的国的时候所使用的那“承受”
一词，视为是在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进入天国而言的。这样一来，
不顺服的基督徒所要面对的唯一的危险，仅仅是在进入了王国以后，失去其中的某些所
有权和统治权（亦即“产业”
）
。这样的教导，就把保罗书信中随处可见的那些警告，就
是警戒信徒们不要错失国度的各处教导，都给轻描淡写地打发了。于是那些不虔诚的信
徒的损失，就被视为是仅仅失去了冠冕而已。然而，圣经教导我们的是，所有从今天这
个世代得以进入那国度的基督徒们，都将成为荣耀的君王。因此，丧失冠冕，就等同于
丧失了王国的进入权（启示录 5:10，20:4－6，哥林多前书 9:24－27）。一切得以进入王
国的圣徒，都是头上戴着冠冕进入的。而这些忠心的基督徒们，将会先统治地上的那些
自然形成的国度，也就是到时候在地上繁衍居住的人：
“圣经中没有暗示说，复活的信徒会成为千禧年国度里的臣民；而那国度中的普通臣民，
将是地上普世的万民……对基督徒而言，所面临的选择就是，在那国里，他们是在行使
统治大权呢，或是被彻底逐出在外的呢……”4
- W. P. Clark
同样的，倪柝声如此写道：
“有一次，有一个西方传教士告诉我说，‘即便我得不到那冠冕，至少我能够拥有那国
度也行啊’……那个冠冕是什么呢？那并不是一个镶嵌钻石的黄金打造的帽子……冠冕
到底是什么？它所代表的，是你在王国中的地位，也是象征着王国里面的荣耀程度……
当一个人丧失了冠冕，他失去的是那冠冕所赋予他的一切。我们必须看见，那冠冕乃是
国度的标志……那冠冕是给得胜的基督徒的奖赏，正如宝座也是给得胜者们的赏赐……
根本就不存在那种所谓的，丢了冠冕却还拥有国度的这种情况。同样的，也不可能说，
某人虽然丢掉了宝座，却依然可以得着国度的。”5
基要主义的浸信会作家，威廉·罗德豪斯（William F. Roadhouse）写道：
“没有赏赐就没有冠冕，没有冠冕，就没有统治权！……在主基督未来的的国度那里，
不存在没有冠冕的治理者！……那些所谓的得救了却没有冠冕者，将永远无法品尝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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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将来这国度里的欢乐。
”6
那些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提到的，旧约时代的那些悖逆的
犹太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进入应许之地。神压根儿不允许他们进入那地成为居民。他们
不被允许说，可以先进入那地，然后只是丧失掉产业的继承权。他们整体的被驱逐在外
了。这些章节的经文，正是针对想要进入日后那千禧年国度的新约基督徒们而说的，好
让我们大家都来警醒：
希伯来书 2:5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希伯来书 4:11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信徒们因着信心与忍耐，而得着所应许的那将来的“安息”
（希伯来书 6:12），跟将
要临到的“未来的国度”
，本质上是同一回事。都是指那个将来的千禧年国度：
3 David Bosworth, The Millennium And Related Events (Chicago: Revell, 1889).
4 D.M. Panton, The Dawn (Nov. 1947).
5 Watchman Nee, The Gospel Of God, vol.3 (California: Living Stream Ministry, 1990), 401.
6 W.F. Roadhouse, Believers Sharing Or Forfeiting Christ’s Glorious Reign! (Toronto), 25, 27.

哥林多前书 6:9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 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
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
哥林多前书 10:6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婪恶事，像他们那样贪婪的；
7 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8 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毙了二万三千人；
9 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
10: 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
11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诫我们这末世的人。
想一想，难道保罗发出如此警告的动机，不正是在警戒我们今世的基督徒们，说有
同样的审判也会临到我们吗？在基督将要施行统治的千禧年国度里边，绝不会容许任何
的悖逆行为。基督将会用铁杖统管万民。然而，我们也当看到，在我们当今的时代，若
有人不能够在实际生活的层面持守圣洁，到了时候就根本不能够进入那国度。就算是有
人站到了基督徒的队伍里面，那些不义的人、不圣洁的人，将会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
候，被隔离在国度的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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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12:14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不能承受（not inherit）地土的人，同样要被剥夺了国度的进入权（possessing it by
entrance）
，从而无法获得产业。这个道理，我们可以通过比对民数记第十三章和第十四
章、以及申命记第四章 19－26 节的旧约经文，与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4－12 节、希伯来
书第三和第四章这些新约经文，而看得很明白。同样这两个词的关系（亦即“继承产业”
与“进入”——译者注）
，也在其它地方被启示出来了：
马太福音 19:17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
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
23 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马可福音 10:17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
夫子，我当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24 门徒希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 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哪！
”
不能“承受”一个国度，指的就是不能进入、不能居住其内。被拒绝而不能上去拥
有那地土，就是指要在那美地的外面遭受灭亡，也就是失去了那份祝福。那些企图冲淡
使徒保罗关于国度的警告的人，忽视了一个核心的要素。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 6 章 9-10
节，以及加拉太书 5 章 21 节，并没有说“这些人在神的国里面，不能够承受任何的基
业”。而是明确地说到，因着悖逆不顺服的行为，基督徒将不能够承受神的“那个”国
度：
哥林多前书 6:10 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 神的国。
没错，在以色列的先民当中，的确是有些人也得以进入应许之地，最终却没有在那
地上承受产业的。然而，这些人所对应的，是千禧年期间在地上居住的那些必朽的国家
和民众，而不是指那些被吩咐说，要在今生借着成为“得胜者”，好上去获取那片国土
的基督徒们（马太福音 11:12，提摩太后书 2:12，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