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以理書講義 
 

林修榮 

2015年 



       查但以理書兩個好處： 

 

1。 從但以理與三友人的身上學習功課 

a) 悲慘的命運 

i. 國破家亡，從少被擄到異國 

ii. 終生與故土及家人分離，自己沒有家庭（成為太監？） 

iii. 臨老仍被敵人陷害被放入獅子坑處死 (但6) 

 

b) 蒙福的一生 

i. 容貌俊美，信仰堅固(留意1：2， 1：9， 1：17) 

ii. 友人同心，彼此鼓勵 

iii. 特別恩賜，特別機緣 

iv. 蒙神厚愛，得見異像 (why?) 

 

2。 從但以理書中的預言看神過去的作為與將來必成就的事 

a) 第1章是背景資料，1:1-2:3乃但以理以希伯來文寫成 

b) 第2-7章是有關地上外邦王國的預言／歷史，2：4-第7章是用亞蘭文

寫成 

c) 第8-12章是有關以色列的將來(包括彌賽亞來臨)與世界的終結，乃但

以理以希伯來文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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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在舊約與新約被提及 

 

 

其中雖有挪亞、但以理、約伯這三人，他們只能因他們的義救自己

的性命．這是主耶和華說的。（以西結書14：14） 

 

雖有挪亞、但以理、約伯在其中，主耶和華說、我指着我的永生起

誓，他們連兒帶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們的義救自己的性命。（以

西結書14：20） 

 

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甚麼祕事都不能向你隱藏。（以西結

書28：3）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馬太

24：15） 

 

他們因着信，制伏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

（希伯來書11：33）（可能指大衛，也可能指但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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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1-2章主要教訓 

 

1. 神是慈愛寬容，但亦同時是公義的，祂容忍猶太人犯罪，並差多

位先知提醒警告，直到時間到了，祂便透過亞述人和巴比倫人的

手去除去以色列和猶大國，從此踏入「外邦人時代」，直到將來

基督回來在耶路撒冷建立王國（千禧年國度）。 

 

2. 即使在神的管教與懲罰中，祂的愛仍沒有離開祂的子民，在南國

人民全部被巴比倫擄掠之前20年，祂已經預先安排但以理在巴比

倫任高官去保護他們，並在70年期滿後請求波斯王讓他們回歸故

土。 

 

3. 但以理年青時雖然敬畏神，命運亦一樣突然改變，從王族家庭變

為亡國奴，卻又在短期內被王提升至高位，可見不論我們身處任

何環境，或福或禍，都有神的恩手時刻在引領，故我們有福時不

必得意驕傲，有禍時不必灰心失望，只要緊緊握著神的手，行在

祂的旨意之中。 

 

4. 為了讓但以理和猶太人在苦難中有信心，神讓他們看到有關將來

世上朝代的預言，讓他們知道神是掌管世界萬事的神，也是守約

的神，彌賽亞必定會來臨，以色列終必得拯救，大衛的王位將按

神的應許將永遠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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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阿，你夢見一個大像，這像甚高，極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狀甚

是可怕。這像的頭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和腰是銅的，

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2：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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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金、銀、銅

、鐵、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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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天下。 

（2：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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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火窰中的第四個人？主耶穌在舊約有沒有出現？ 

創16：9-13 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見他、對他說

、撒萊的使女夏甲、你從那裏來、要往那裏去．夏甲說、我從我的主

母撒萊面前逃出來。耶和華的使者對他說、你回到你主母那裏、服在

他手下。又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可勝數。並說、你

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因為耶和華聽見

了你的苦情。他為人必像野驢．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邊。夏甲就稱那對他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 

神．因而說、在這裏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麼。 

創32：25-30 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的

大腿窩、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了。那人說、天黎明了、容我去罷．雅

各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說、你名叫甚麼、他說、

我名叫雅各。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 

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雅各問他說、請將你的名告訴我．那人說、

何必問我的名．於是在那裏給雅各祝福。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毗努

伊勒。〔就是 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說、我面對面見了 神、我的性

命仍得保全。 

出3-6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裏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

棘被火燒着、卻沒有燒燬。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

何沒有燒壞呢。耶和華 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裏呼叫說、摩西

、摩西．他說、我在這裏。神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

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又說、我是你父親的 神、是亞伯拉罕

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摩西蒙上臉、因為怕看 神。 

書5：13-15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手裏有

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裏、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

、是幫助我們敵人呢。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

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耶和華

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

聖的。約書亞就照着行了 

士13：3-11，18-22 那時有一個瑣拉人、是屬但族的、名叫瑪挪亞．他

的妻不懷孕、不生育。耶和華的使者向那婦人顯現、對他說、向來你

不懷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懷孕生一個兒子．所以你當謹慎、清酒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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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潔之物也不可喫。你必懷孕生一個兒子、不可用

剃頭刀剃他的頭、因為這孩子一出胎就歸 神作拿細耳人．他必起首

拯救以色列人脫離非利士人的手。婦人就回去對丈夫說、有一個神人

到我面前來、他的相貌如 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沒有問他從

那裏來、他也沒有將他的名告訴我、卻對我說、你要懷孕生一個兒子

、所以清酒濃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潔之物也不可喫、因為這孩子從出

胎一直到死必歸 神作拿細耳人。瑪挪亞就祈求耶和華說、主阿、求

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們這裏來、好指教我們怎樣待這將要生的孩子。

神應允瑪挪亞的話．婦人正坐在田間的時候、 神的使者又到他那裏

、他丈夫瑪挪亞卻沒有同他在一處。婦人急忙跑去告訴丈夫說、那日

到我面前來的人、又向我顯現。瑪挪亞起來跟隨他的妻來到那人面前

、對他說、與這婦人說話的就是你麼．他說、是我。 

瑪挪亞對耶和華的使者說、請將你的名告訴我、到你話應驗的時候、

我們好尊敬你。耶和華的使者對他說、你何必問我的名、我名是奇妙

的。瑪挪亞將一隻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獻與耶和華．使者行奇妙

的事、瑪挪亞和他的妻觀看．見火焰從壇上往上升、耶和華的使者在

壇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瑪挪亞和他的妻看見、就俯伏於地。耶和

華的使者不再向瑪挪亞和他的妻顯現．瑪挪亞纔知道他是耶和華的使

者。瑪挪亞對他的妻說、我們必要死、因為看見了 神。 

「耶和華的使者」（The Angel of the Lord）在聖經共出現56次，耶穌道
成肉身後從未再出現。 

賽6:1-5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

下、遮滿聖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

、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

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

動、殿充滿了煙雲。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

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約12：38-41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主阿、我們所傳的、

有誰信呢．主的膀臂向誰顯露呢。』他們所以不能信、因為以賽亞又

說、『主叫他們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們眼睛看見、心裏明白、回

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以賽亞因為看見他的榮耀、就指着他說這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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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三章主要教訓 

 

1. 三位年青人即使面對仇敵的攻擊、王的威嚇，與火窰烈火的威脅

，也堅持信仰，絕不妥協。基督徒在末世可能因信仰會遭受逼迫

災難，求主給我們從天上來的勇氣去堅守信仰。在未遇到大逼迫

前，我們當在小事上學習持守真理，勇敢為主作證。 

 

2. 神在我們遇到逼迫災難時救或不救，主權全在於神。但我們必須

對神的慈愛有絕對的信心，深信祂最終必定拯救我們，即使我們

要經歷苦難，甚至要經過死蔭之地。 

 

3. 尼布甲尼撒王是當時天下最威猛的統治者，是個成功的軍事家  

（征服亞述國、打敗埃及和摧毀猶大國，統一天下）和政治家、

當時巴比倫軍事與經濟都達到高峰，尼布甲尼撒王自然驕傲，甚

至將自己比作神靈。他兩次面對耶和華的大能，卻沒有相信祂是

獨一的真神。可是，上帝並沒有放棄他。（注意第二章尾段與第

三章尾段王對上帝的初步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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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重要年份 

 

2091BC 亞伯拉罕被上帝呼召，從哈蘭遷居至迦南地，神與

他立約，應許他將成為大國、地上萬族因他得福的

應許。（創12） 

2066BC 以撒出生。 

2006BC 雅各出生 

1915BC 約瑟出生，被賣到埃及，雅各全家在1875BC因饑荒

遷居埃及 

1526BC 摩西出生，1445BC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在西乃

山與摩西立約，應許以色列人成為作祭司的國度，

和聖潔的國民（出19：3-6， 24：4-8） 

1405BC 摩西在尼波山遠眺迦南地，以色列人在約書亞領導

下攻進迦南。 

1040BC 大衛出生，1011BC被立為王，神與大衛立約，應許

必堅定國位直到永遠（撒下7：12-16） 

931BC 所羅門死亡，以色列國分為南北兩國。 

722BC 北國被亞述人滅 

609BC 南國約雅敬王登基，605BC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登

基 

605BC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擄掠耶路撒冷，但以理

（當時約15歲）與三友人被擄到巴比倫京城 

586BC 南國被巴比倫滅，（597BC 第二批被擄）聖殿被毀

，外邦人時代開始 

539BC 瑪代波斯滅巴比倫，古列王登基，但以理約82歲（ 

1：21） 

333BC 希臘王朝開始 

146BC 羅馬帝國開始 

33AD 五旬節，教會時代開始 

285AD 羅馬帝國分為西羅馬帝國與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

國） 

476 AD 西羅馬帝國亡 

1453 AD 東羅馬帝國亡於土耳其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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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vius.org/cg-cm/chronicles/abc7/abc7_nabonidus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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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六章教訓 

 

1. 但以理從年青到年老都是一個敬畏上帝，遵守上帝誡命，堅守信仰

原則的人。求主幫助我們，首先認識神的誡命（律例、典章），然

後定意遵行祂的旨意，一生只討神的喜悅。 

 

2. 上帝不忘記專心求告、倚靠祂的人，在適當的時候便會給予機會讓

他去影響和祝福他人，也必定在適當的時候拯救你，有時是幫助你

避免困難、脫離困境，亦有時上帝要你面對困境，甚至喪失生命。

基督徒是生或是死，都是神的恩典。 

 

3. 你不能避免他人與你為敵，然而敵人也是神手中的工具，為要鍛鍊

我們成為精金。假如不是因自己犯錯，受迫害時不要埋怨、灰心、

喪志、心中充滿苦毒。上帝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4. 為上帝緣故受迫害時，不必急於為自己辯護、申訴、解釋，要等候

上帝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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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現今） 

 肉體（physical），很受限制、逐漸衰殘，回歸塵土，靠繁衍(procreate)延續，有位

格 

 時間：注重現今，日子短少，生命有限 

 空間：長闊高深，受空間限制 

 知識：自發性的知識極其有限，需要啟示和教導 

 

 人（將來被提後或復活後） 

 肉體（physical）榮耀、不朽壞、永遠存留的身體，不再繁衍 

 時間：永遠與主耶穌在一起，一同掌權管理萬物 

 空間：不受受空間限制，但並非無所不在 

 知識：與主面對面，全然知道，但非無所不知 

 

 天使 

 靈體（spiritual）、被造，服侍神與人，可暫時以肉體出現，有位格 

 時間：自被造後永遠存在 

 空間：受空間限制，但比人優勝 

 知識：並非無所不知、 並不全然知道 

 

 神 

 靈體（spiritual）、無限，創造（從無變有） ， 完全聖潔，有位格 

 時間：自有永有、永恆 

 空間：無所不在，不受限制 

 知識：無所不知、全然知道 

 

彼得前書1：1012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們心

裏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着甚麼時候、並怎樣的時候。他們

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一切事、〔傳講原文作服事〕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你們．那

靠着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現在將這些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

看這些事。 

聖經有三百多處提到天使 

 天使的工作： 

 監管地上王國 

 贊美神 

 保護、鼓勵與服侍神的兒女 

 傳達訊息 

 爭戰 

 將死去的信徒帶到主面前 

 為人得救歡喜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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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理書11章中預言與歷史的精確對應 

預言 歷史(已經應驗的) 

11：2：「波斯還有三王興起」 

岡比西斯（主前530－522年） 

蘇多士摩底（高馬他，522年） 

大利烏一世（主前522－486年） 

11：2：「第四王必富足遠勝諸王。他因富

足成為強盛，就必激動大軍攻擊希臘國。」 

薛西一世（即以斯帖記中的亞哈隨魯王，主

前486－465年） 

進攻希臘：主前480年 

11：3：「必有一個勇敢的王興起，執掌大

權任意而行。」 

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主前336－323年）。

他於33歲時征服了已知的全世界，卻英年早

逝。 

11：4：「他興起的時候，他的國必破裂，

向天的四方分開；卻不歸他的後裔，治國的

權勢也都不及他，因為他的國必被拔出，歸

與他後裔之外的人。」 

希臘帝國被四個將軍分為四國： 

馬其頓和希臘（安提帕特和卡山德）；脫拉

西及小亞西亞（賴西馬克）：敘利亞（西流

基一世）；巴勒斯坦和埃及（多利買一世）

。 

11：5：「南方的王必強盛，」 埃及的多利買一世蘇他（主前323－285年） 

11：5：「他將帥中必有一個比他更強盛，

執掌權柄；他的權柄甚大。」 

敘利亞的西流基一世尼加鐸（主前311－286

年）。權柄從最初掌管巴比倫到大大擴展。 

11：6：「過些年後，他們必互相聯合。南

方王的女兒必就了北方王來立約，」 

埃及的多利買二世非拉鐵非（主前285－246

年）的女兒貝倫尼絲嫁給敘利亞的安提阿古

二世提阿（主前261－246年） 

11：6：「但這女子幫助之力存立不住，王

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 

安提阿古的前妻老蒂絲設計把他和貝倫尼絲

謀殺了。 

11：6：「這女子和引導她來的，並生她的

以及當時扶助她的，都必交與死地。」 
貝倫尼絲的父親大約也在同時死去。 

11：7：「但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繼續

王位，他必率領軍隊進入北方王的保障，攻

擊他們，而且得勝。」 

貝倫尼絲的兄弟，多利買三世友阿及第（主

前246－221年）在246年進攻敘利亞，殺死

了老蒂絲。北方王為敘利亞的西流基二世加

利尼古（主前246－226年）。保障指安提阿

城或其港口西流基。 

11：8：「並將他們的神像和鑄成的偶像，

與金銀的寶器掠到埃及去。數年之內他不去

攻擊北方的王。」 

神像包括敘利亞的神像，和波斯的岡比西斯

在主前525年攻佔埃及時所帶走的埃及神像

。古代中東征服時要帶走那地方的神像。表

示自己的神大於對方的神。 

11：9：「北方王必要入南方王的國，卻要 西流基試圖攻擊埃及，但是沒有成功就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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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回本地。」 敘利亞去了。 

11：10：「北方王的二子必動干戈，招聚許

多軍兵；這軍兵前去，如洪水氾濫，又必再

去爭戰直到南方王的保障。」 

西流基二世的兒子西流基三世塞容奴（主前

226－223年）和安提阿古三世大帝（主前

223－187年）攻佔多利買在南巴勒斯坦的拉

非亞的堡壘。 

11：11－12：「南方王必發烈怒，出來與北

方王爭戰，擺列大軍，北方王的軍兵必交付

他手。他的眾軍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

雖使數萬人仆倒，卻不得常勝。」 

埃及王多利買四世非羅帕他（主前221－203

年）攻擊敘利亞王安提阿古大帝，在拉非亞

使之損失一萬步兵。 

11：13：「北方王必回來擺列大軍，比先前

的更多；滿了所定的年數，他必率領大軍，

帶極多的軍裝來。」 

安提阿古大帝反攻得勢。 

11：14：「那時必有許多人起來攻擊南方王

。並且你本國的強暴人必興起，要應驗那異

象，他們卻要敗亡。」 

猶太人加入安提阿古大帝的軍隊，卻被多利

買的將軍司各巴在主前200年鎮壓了。 

11：15：「北方王必來築壘攻取堅固城。南

方的軍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選擇的精兵也無

力站住」 

安提阿古大帝攻擊西頓城（地中海的一個港

口城市）得手。 

11：16：「來攻擊他的必任意而行；無人在

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榮美之地

，用手施行毀滅。」 

安提阿古大帝在主前197年控制了巴勒斯坦

（以色列，榮美之地）。 

11：17：「他必定用全國之力而來，立公正

之約，照約而行；將自己的女兒給南方王為

妻，想要敗壞他；這計卻不得成就，與自己

毫無益處。」 

安提阿古大帝在主前195年將自己的女兒克

麗奧佩脫拉一世嫁給埃及的多利買五世。 

11：18：「其後他必轉回奪取了許多海島（

或沿海之地），但有一大帥除掉他令人受的

羞辱，並且使這羞辱歸他本身。」 

安提阿古大帝攻佔了小亞西亞和希臘本土，

但羅馬執政官路求·哥尼流·西比歐·亞西亞底

克於主前193年在小亞西亞的馬尼西亞打敗

了安提阿古大帝。 

11：19：「他就必轉向本地的保障，卻要絆

跌仆倒，歸於無有。」 

安提阿古大帝在主前187年擄掠以呂梅省一

個神廟時突然死去。 

11：20：「那時必有一人興起接續他為王，

使橫徵暴斂之人通行國中的榮美地；這王不

多日就必滅亡，卻不因忿怒，也不因爭戰。

」 

安提阿古大帝的大兒子西流基四世非羅帕他

（主前187－175年）放縱財政部長赫流多魯

橫徵暴斂，卻死在他和自己的弟弟合謀的詭

計下。 

11：21：「必有一個卑鄙的人興起接續為王

，人未將國的尊榮給他，他卻趁人坦然無懼

的時候，用諂媚的話得國。」 

西流基的弟弟安提阿古四世伊彼凡尼（就是

「神顯現」的意思）（主前175－164年）在

太子（後來成為底米丟一世）年幼的情況下

奪取王位。 

11：22：「必有無數的軍兵勢如洪水，在他同盟的君指埃及的多利買六世非羅米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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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衝沒敗壞；同盟的君（或立約的君）也

必如此。」 

前181－146年）；立約的君指猶太人的大祭

司安尼亞三世，他在主前170年被暗殺。 

11：23：「與那君結盟之後，他必行詭詐，

因為他必上來以微小的軍成為強盛。」 

安提阿古四世伊彼凡尼一度與多利買六世非

羅米他結盟。 

11：24：「趁人坦然無備的時候，他必來到

國中極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列祖之祖所未

曾行的，將擄物、掠物和財寶散給眾人。又

要設計攻打保障，然而這都是暫時的。」 

安提阿古四世伊彼凡尼幾次攻擊埃及，都經

過巴勒斯坦。他使用劫富濟貧的方法收買人

心。他也試圖攻擊在埃及的堡壘，但沒有成

功。 

11：25－26：「他必奮勇向前，率領大軍攻

擊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極大極強的軍兵與

他爭戰，卻站立不住，因為有人設計謀害南

方王。吃王膳的必敗壞他；他的軍隊必被沖

沒，而且被殺的甚多。」 

安提阿古四世伊彼凡尼最後通過收買多利買

六世非羅米他最信任的謀士，最終擊敗了他

。 

11：27：「至於這二王，他們心懷惡計，同

席說謊，計謀卻不成就，因為到了定期事就

了結。」 

安提阿古四世伊彼凡尼並沒有殺掉多利買六

世非羅米他，而是讓他受自己監管。 

11：28：「北方王必帶許多財寶回往本國。

他的心反對聖約；任意而行，回到本地。」 

安提阿古四世伊彼凡尼在主前169年擄掠耶

路撒冷的聖殿，在殿中駐軍，並屠殺了很多

猶太人。 

11：29－30：「到了定期，他必返回，來到

南方；後一次卻不如前一次，因為基提的戰

船必來攻擊他，他就喪膽而回。又要惱恨聖

約，任意而行。他必回來聯絡背棄聖約的人

。」 

基提為居比路（賽浦路斯）的古名。羅馬將

軍波皮流斯·萊納斯率領的戰船從基提出發

，擊敗了安提阿古四世伊彼凡尼的海軍，使

他回到巴勒斯坦，聯絡悖道的猶太人。 

11：31－32：「他必興兵，這兵必褻瀆聖地

，就是保障；除掉常獻的燔祭，設立那行毀

壞可憎的。作惡違背聖約的人，他必用巧言

勾引；唯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 

安提阿古四世伊彼凡尼顯示出了他作為「小

敵基督」的本色：於主前168年用豬血玷污

耶和華的聖壇，並將其除去；兩個月後（基

斯流月25日）在聖殿裡設立給異教神祇奧林

帕斯的祭壇。 

11：33：「民間的智慧人必訓誨多人，然而

他們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燒，或被擄掠

搶奪。」 

猶太人中的虔誠人，稱為哈西典派，興起反

抗運動。由馬他提亞和兒子猶大馬加比組成

游擊隊。 

11：34－35：「他們仆倒的時候稍得扶助，

卻有許多人用諂媚的話親近他們。智慧人中

有些仆倒的，為要熬煉其餘的人，使他們清

淨潔白，直到末了」 

馬加比起義於主前165年贏得猶太國獨立，

建立哈斯摩尼王朝。在主前165年12月重獻

聖殿和聖壇，差不多是在安提阿古四世伊彼

凡尼玷污祭壇後的三年半（見但8：14。

2300個早晨和晚上為1150天，獻祭為一天兩

次）。今天猶太人仍然在12月慶祝獻殿節。 

11：35：「因為到了定期，事就了結。」 
對小敵基督安提阿古四世伊彼凡尼的預言到

此結束，下面開始對末世敵基督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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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已經發生的，以下在歷史上無人對應，所以尚待發生。以上預言與歷史的精確對

應使我們相信以下事件會像預言的那樣發生。 

 

預言 歷史（將來的） 

11：36：「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過

所有的神，又用奇異的話攻擊萬神之神。他

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忿怒完畢；因為所定

的事必然成就。」 

敵基督將是復興的羅馬帝國（歐盟）十國聯

盟之首（但7：20）。其國為但2：43中的「

半鐵半泥的腳」，其人為吞併三國的「另長

的一角」。他將逼迫猶太人三年半；在那之

前他將與以色列立約三年半（但9：27）。

他將允許聖殿重建，但將玷污聖殿，自立為

神。他是帖後2：4中的「大罪人」和「沉淪

之子」；是啟13：5－8中的「獸」。他將在

末世的七年大災難中統治全世界。 

11：37：「他必不顧他列祖的神，也不顧婦

女作羨慕的神；無論何神他都不顧，因為他

必自大，高過一切。」 

敵基督出自「後基督教社會」，卻背棄基督

教真信仰，甚至也不顧天主教的虛假信仰。

「婦女所羨慕的神」見結8：14，為巴比倫

異教女神亞捨拉的兒子搭模斯；類似天主教

的馬利亞和耶穌。 

11：38：「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用金銀寶

石和可愛之物敬奉他列祖不認識的神。」 

敵基督將在末世的宗教合一運動（天主教、

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基督教極端靈

恩運動等）中拜邪靈為神。 

11：39：「他必靠外邦神的幫助攻破最堅固

的保障；凡承認他的他必將榮耀加給他們，

使他們管轄許多人，又為賄賂分地給他們。

」 

敵基督將在象「波斯國的魔君」那樣的「地

方邪靈」的幫助下控制全世界。在「精英教

育」系統中培養許多認他為主的人，讓他們

在各國的各個部門掌權。 

11：40：「到末了，南方王要與他交戰，北

方王必用戰車、馬兵和許多戰船，勢如暴風

來攻擊他，也必進入列國如洪水氾濫。」 

在大災難時，與以色列立約的敵基督（歐盟

，西方王）將被以埃及（南方王？）為首的

阿拉伯國家聯盟攻擊。俄羅斯（北方王？）

也會來攻擊。 

11：41：「又必進入那榮美之地；有許多國

就被傾覆，但以東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亞們

人必脫離他的手。」 

敵基督的基督會進入以色列，打敗阿拉伯和

俄羅斯聯軍，但是巴勒斯坦人和約旦人還是

會逃脫。 

11：42－43：「他必伸手攻擊列國，埃及地

也不得脫離。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銀財寶和各

樣的寶物；呂彼亞人和古實人都必跟從他。

」 

敵基督通過國際經濟援助等方式控制埃及的

經濟命脈。利比亞人和蘇丹（或埃賽俄比亞

）人也都被他所控制。 

11：44：「但從東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擾亂他

，他就大發烈怒出去，要將多人殺滅盡淨。

」 

從幼發拉底河以東而來的東方王（可能是以

中國或印度為首的國家聯盟）帶著兩萬萬軍

兵（啟9：14－16）與俄羅斯聯合，要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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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哈米吉多頓世界大戰爆

發。有第一次「哥革與瑪各之戰」，以色列

用七個月時間來埋葬屍體（結39：12）。 

11：45：「他必在海和榮美的聖山中間設立

他如宮殿的帳篷；然而到了結局，必無人能

幫助他。」 

敵基督將在耶路撒冷的橄欖山和地中海之間

設立他的世界總部。當主耶穌再來，即帶著

天使天軍從天降臨橄欖山頂時（徒1：11；

啟14：1；19：11）敵基督與假先知被最先

擒拿，扔進火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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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十一章 

(但以理見異象年份：536 BC) 

 

已經應驗的預言 

 

(1) 11:2 關於波斯國的預言 （559BC-333BC） 

 

(2) 11:3-35 關於希臘國的預言 （333BC-146BC） 

 

(i) 11:3,4 亞力山大大帝（336BC-323BC） 

 

(ii) 11:5-9 南方王強盛――南方王是位於埃及的多利買

(Ptolemy)王朝 323- 146BC.，北方王是位於敘利亞的西流基

(Seleucus)王朝 311-63BC)  

 

(iii) 11:10-20 北方王強盛――安提阿三世大帝（223-187BC) ，

他在187BC突然死亡(11:19)。 

 

(iv) 11:21-35 一位邪惡的王――西流基王朝的安提阿古四世依

比凡尼 Antiochus Epiphanes(175~163BC) 他是歷史上一位邪

惡的王，誠如預言所記此王品行低劣，在爭戰中極力迫害

猶太人：反對聖約任意而行(V.28)，褻瀆聖殿除掉常獻燔 

                     祭，設立那行毀壞可憎的(V31) 。 

 

仍未應驗的預言 

 

(3) 11:36-45 關於世界末了敵基督時期的預言(第七十個七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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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基督（Anti-christ）這名字有兩個意義，第一是「反對基督」，第二

是「頂替或代替基督」。敵基督者一面是反對基督，另一面也是以一

些事物代替基督，頂替基督。 

 

太24：5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來有好

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太24：11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 

 

太24：15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 

 

約一2：18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

，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約一2：22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麼？不認父與子

的，這就是敵基督的。 

 

帖後2：3-11 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

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 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 神的殿裏、自稱是 神。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甚

麼、是叫他到了的時候、纔可以顯露．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

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那時這不法的人、必

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這不

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

、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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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故此、 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

他們信從虛謊． 

 

啟13：1-8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着十

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

腳、口像獅子的口．那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他

。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那死傷卻醫好了。全地

的人、都希奇跟從那獸．又拜那龍、因為他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

拜獸說、誰能比這獸、誰能與他交戰呢。又賜給他說誇大褻瀆話的口

．又有權柄賜給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獸就開口向 神說褻

瀆的話、褻瀆 神的名、並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憑

他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也把權柄賜給他、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

、都要拜他。 

 

啟13：11-18我又看見另有一個獸從地中上來．有兩角如同羊羔、說話

好像龍。他在頭一個獸面前、施行頭一個獸所有的權柄．並且叫地和

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傷醫好的頭一個獸。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

前、叫火從天降在地上。他因賜給他權柄在獸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

住在地上的人、說、要給那受刀傷還活着的獸作個像。又有權柄賜給

他叫獸像有生氣、並且能說話、又叫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他

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

、受一個印記。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

作買賣。在這裏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因為這是

人的數目、他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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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中有關主耶穌再來的經文 

2:44 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 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

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2:45 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那

就是至大的 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這夢準是這樣、這講解也是確實的

。 

7:9 我觀看、見有寶座設立、上頭坐着亙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潔白如雪、頭髮如純

淨的羊毛、寶座乃火焰、其輪乃烈火． 

 7:10 從他面前有火像河發出、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萬萬．他坐着要

行審判、案卷都展開了。 

 7:11 那時我觀看、見那獸因小角說誇大話的聲音被殺、身體損壞、扔在火中焚燒。 

 7:12 其餘的獸、權柄都被奪去、生命卻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時候和日期。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着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

者面前、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7:15 至於我但以理、我的靈在我裏面愁煩、我腦中的異象使我驚惶。 

 7:16 我就近一位侍立者、問他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訴我、將那事的講解給我說明

。 

 7:17 這四個大獸就是四王將要在世上興起． 

 7:18 然而至高者的聖民、必要得國享受、直到永永遠遠。 

 7:19 那時我願知道第四獸的真情、他為何與那三獸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

有鐵牙銅爪、吞喫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踏、 

 7:20 頭有十角、和那另長的一角、在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這角有眼、有說誇大

話的口、形狀強橫、過於他的同類。 

 7:21 我觀看、見這角與聖民爭戰、勝了他們、 

 7:22 直到亙古常在者來給至高者的聖民伸冤、聖民得國的時候就到了。 

 7:23 那侍立者這樣說、第四獸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國、與一切國大不相同、必吞喫

全地、並且踐踏嚼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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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至於那十角、就是從這國中必興起的十王、後來又興起一王、與先前的不同、

他必制伏三王。 

 7:25 他必向至高者說誇大的話、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必想改變節期、和律法．聖

民必交付他手一載、二載、半載。 

 7:26 然而審判者必坐着行審判、他的權柄必被奪去、毀壞、滅絕、一直到底。 

 7:27 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大權、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他的國是永遠的、一

切掌權的都必事奉他、順從他。 

 7:28 那事至此完畢。至於我但以理、心中甚是驚惶、臉色也改變了、卻將那事存記

在心。 

 

9:24 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七、要止住罪過、除淨罪惡、贖盡

罪孽、引進〔或作彰顯〕永義、封住異象和預言、並膏至聖者。〔者或作所〕 

9:25 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必有七

個七、和六十二個七．正在艱難的時候、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

。 

9:26 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者〔那或作有〕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

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

經定了。 

 9:27 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行

毀壞可憎的〔或作使地荒涼的〕如飛而來、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

〔或作傾在那荒涼之地〕直到所定的結局。 

 

12:1 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原文作大君〕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艱

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

得拯救。 

12:2 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 

12:3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 

12:4 但以理阿、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時、必有多人來往奔跑、〔或作

切心研究〕知識就必增長。 

 

Sau-Wing
Typewritten Text
21



THE 70 “SEVENS” OF DANIEL – GOD’S TIMEPIECE
An Overview of God’s Timeline for Daniel’s “People”, The Nation of Israel

Daniel  9:24-27 & 12:1-4

483 YEARS
7 + 62 Weeks = 69 Weeks

69 X 7 = 483 Years
483 x 360 (a prophetic year) 

= 173,880 days
or

476 x 365 = 173,740 days
+ 144 days for leap years

+ 24 days  (Mar 14 to Apr 16)
= 173,880 days

7 PROPHETIC
YEARS

1 WEEK

583 BC
Time of

Daniel’s Vision
Dan 9

March 14, 445 BC
Artraxerxes Longimanus

orders  Jerusalem wall to be 
rebuilt Neh 2:5

Apr 6, 32 AD 
Palm Sunday (Luke 19:37-44)

???
Covenant Made

Dan 9:27

Middle of the Week
End  to sacrifice

Dan 9:27,  Mt 24:15

1948 AD
Israel
Born

70 AD
Jerusalem
Destroyed

Israel in the Gentile Nations
The result of Israel rejecting the Messiah

Lev 26:35-45, Deut  28:63-65

CHURCH AGE 
A mystery not revealed  to 

Daniel or other OT prophets
Eph 3:4-10

PROPHETIC GAP

Daniel 9:24 "Seventy weeks are determined upon thy people and upon thy holy city, to finish the transgression, and to make an end of 
sins, and to make reconciliation for iniquity, and to bring in everlasting righteousness, and to seal up the vision and prophecy, and to 
anoint the most Holy.
25 Know therefore and understand, that from the going forth of the commandment to restore and to build Jerusalem unto the Messiah 
the Prince shall be seven weeks, and threescore and two weeks: the street shall be built again, and the wall, even in troublous times.
26 And after threescore and two weeks shall Messiah be cut off, but not for himself: and the people of the prince that shall come shall 
destroy the city and the sanctuary; and the end thereof shall be with a flood, and unto the end of the war desolations are determined.
27 And he shall confirm the covenant with many for one week: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week he shall cause the sacrifice and the 
oblation to cease, and for the overspreading of abominations he shall make it desolate, even until the consummation, and that
determined shall be poured upon the desolate. (KJV)

Israel is 2nd only to Christ as a 
subject in the Bible –2,566 times.  

God created Israel: a nation, a land 
& a person (Abraham) - Isaiah:43

Judgment of Israel
Dan 12:1,2

Michael’s
Protection
Dan 12:1

RA
PT

U
RE

1 
Th

4:
16

-1
8

1 
Co

r
15

:5
1-

53
 

Pe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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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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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2:
33

Christ is “cut off”
Dan 9:26

但以理書的七十個七--神的時間表

但以理書9:24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七、要止住罪過、除淨罪惡、贖盡罪孽、引進〔或作彰顯〕
永義、封住異象和預言、並膏至聖者。〔者或作所〕

9:25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正在艱難的
時候、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

9:26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者〔那或作有〕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
水沖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

9:27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行毀壞可憎的〔或作使地荒涼的〕如
飛而來、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或作傾在那荒涼之地〕直到所定的結局。

綜覽神為但以理本國之民以色列人而設的時間表

445BC三月十四日

亞達薛西王下令重建耶
路撒冷城牆
(尼希米記2)

583BC

但以理第九
章預言

32AD四月六日

棕樹節(路加19：37-44)

483年

7+62=69

69個7年即483年

483x360即173,880日

五
旬
節

使
2:
33 教會時代

神的奧秘，沒有在舊約顯示
(弗3：4-10) 教

會
被
提

帖
前
4：

16
-1
8

哥
前
15
：
51
-5
3 

70AD
耶路撒冷
被毀

1948AD
以色列再
立國

外邦人的日期
以色列由586BC開始進入「外邦人
的日期」（路加21：24），直到
耶穌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國度結束

那受膏者必被
剪除 但9：26

7年

大災難

敵基督與列國 
（包括以色列）

訂立盟約
（但9：27）

但以理書9：24-27＆12：1-4

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
與供獻止息（但9：27

，太24：15）

亞米吉多頓世界大
戰，耶穌回到地上

進
入
千
禧
年
國
度

（
啟
20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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