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10章： 靈界大爭戰 

但以理書記載了上帝給但以理看到的四個異象，第十章開始記載最後一個異

象，這個異象涵蓋第十章至第十二章，第十章可以說是引言與背景，第十一

章才正式將異象的內容細節講述，第十二章是全書的結束。第十章中天使讓

但以理知道靈界發生的爭戰，藉此解釋為何他遲了21天才來到，而藉住他們

的對話讓我們對天上屬靈的戰爭有所認識。 

A. 背景資料(v.1-3) 

10:1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顯給稱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這事是真的，是

指著大爭戰；但以理通達這事，明白這異象。 

10:2當那時，我─但以理悲傷了三個七日。 

10:3美味我沒有吃，酒肉沒有入我的口，也沒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滿了三

個七日。 

• 年份: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應該是主前536年，與第九章時間上差距了

兩年多，但以理當時應該超過85歲，而兩年前上帝已經按著先知以賽

亞的預言（賽44：28、45：13），和耶利米的預言感動古列大帝讓以色

列人回歸故土，所以已經有部分以色列人(大約四萬多人)跟隨所羅巴伯

回歸耶路撒冷(以斯拉記第1-2章)。 

 

• v.1指出但以理看到的這個異像是有關於「大爭戰」的，但KJV欽定本

卻翻譯為but the time appointed was long(但所預定的時期距離現在相當長)

，這裏出現兩個翻譯版本的原因是原文中tsaba這個字，可以翻譯為「

軍隊、戰爭、戰事」， 但這個字也可以翻譯為「預定的時間」

(appointed time)，近代的翻譯（包括中文和合本、新譯本、NIV等）都

是採用大爭戰，因為在本章後面天使對但以理揭露了靈界的爭戰的意

思比較吻合。 

 

• v.1但以理說他明白異象中的預言所指為何(但以理通達這事，明白這異

象)，這與第八章結尾時描述但以理說他對異象不明白有明顯的分別(「

我因這異象驚奇，卻無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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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但以理當時的情況：他是在極度的悲傷當中，以致他進行21天部分

禁食。但以理並沒有解釋他為何悲傷，可能的原因如下:： 

 

o 當時古列王已經下詔讓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聖殿（代

下三十六22，拉一1-2） ，這應驗了先知耶利米的預言，也是但

以理在第九章為這件事迫切祈禱的內容。但事實上願意回去的猶

太人不多，只有四萬多人，佔當時的猶太人相當小部分，相信大

部分猶太人已經習慣了在巴比倫生活，寧願留在異國也不願意回

歸，對但以理來說是極度的失望。 

 

o 另一個可能性，是所羅巴伯帶領猶太人回去重建聖殿，卻遭遇到

當地的撒瑪利亞人阻撓，工程陷入停滯狀態（參：拉4） ，所以

在過去兩年毫無進展，消息傳來，令但以理覺得十分失望與悲傷

。 

 

• v.3 但以理並非21日完全不進食，他只是沒有吃任何美味和酒肉的食

物，也沒有用油抹身(當時的人出外與人交接的時候都會預先在身體

上抹上膏油，相信這一段日子但以理封鎖自己不見任何人)。從第四

節的日期來看，這段日子是在逾越節和無酵節期間的前後，通常是

猶太人喜慶的日子，但以理卻因極度悲傷而部分禁食與停止社交活

動。 

 

B. 底格里斯河邊的異象 (v.4-9) 

10:4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底格里斯大河邊， 

10:5舉目觀看，見有一人身穿細麻衣，腰束烏法精金帶。 

10:6他身體如水蒼玉，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手和腳如光明的銅，說話

的聲音如大眾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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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這異象惟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見，同著我的人沒有看見。他們卻大大戰

兢，逃跑隱藏， 

10:8只剩下我一人。我見了這大異象便渾身無力，面貌失色，毫無氣力。 

10:9我卻聽見他說話的聲音，一聽見就面伏在地沉睡了。 

 

• 第八章中但以理見到的異象是在以攔省書珊城烏萊河邊，但似乎但以理並

非真正身在當地，而是上帝讓他看到河邊的情況，並且見到公綿羊和公山

羊的異象。但在這裏但以理是親身到底格里斯大河的旁邊，那個地方相當

荒蕪，他去哪裏做什麼聖經沒有交代。 

 

• v.5-6 他見到的這個人是誰？這個人身穿著如祭司所穿的細麻衣（參：出

28:42，利6:10），身上配戴各樣寶石顯示榮耀，聖經沒有人說他是誰，歷

代解經家都相信這位是降世為人之前的主耶穌，而不是一般的天使。這個

看法最強的理據當然是與這個人的裝束有關，這裡的形容與新約使徒約翰

在啟示錄的開頭見到燈臺中間的主耶穌是很接近的: 

1:12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來，就看見七

個金燈臺。 

1:13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

金帶。 

1:14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1:15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1:16他右手拿著七星，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

烈日放光。 

• 約翰見到以上異象之後的反應也與但以理差不多: 

1:17我一看見，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樣。他用右手按著我

，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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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但以理的描述和他的反應（渾身無力，面貌失色，毫無氣力），出

現在他面前的顯然不只是一位天使，但下面v.13講述被魔君攔阻21日，

如果這位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聖子耶穌（耶和華），他怎麼會被魔鬼攔

阻而不能來見但以理呢? 況且他說他是被差遣的（10：11），怎會是聖

子呢？最簡單和合邏輯的解釋是：10:10之後與但以理講話的是一位天

使（並非加百列，因為但以理認得加百列天使）。換句話說，10：10

之後的天使與10:5-9的這個人是兩個人, 並非同一個天使。 

 

• 假定這一位是降世為人之前的主耶穌，在神學上這個叫做Christophany

，在舊約聖經中基督曾經多次顯現，在舊約中被稱為耶和華或「主的

使者」Angel of the Lord都極可能是降世之前的聖子。耶穌自己也證實了

他在舊約中的事實：在約翰福音5 : 46 ，他對一些試探他的宗教領袖解

釋說舊約是在談論他：「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有

指著我寫的話。」 耶穌曾指著以賽亞書53 : 12 說：「我告訴你們，經

上寫著說：'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這話必應驗在我身上，因為那關係

我的事，必然成就」 ( 路加福音22:37) 。 

以下是舊約中很可能是降世前的主耶穌： 

o 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亞伯

蘭就在那裡為向他顯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創12) 

 

o 耶和華的使者對她（夏甲）說：「你回到你主母那裡，服在她手

下」；又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可勝數」（創

16） 

 

o 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裡向亞伯拉罕顯現出來。那時正熱，亞伯拉

罕坐在帳棚門口，舉目觀看，見有三個人在對面站著。他一見，

就從帳棚門口跑去迎接他們，俯伏在地，說：「我主，我若在你

眼前蒙恩，求你不要離開僕人往前去。(創18) 

 

o 他（雅各）夜間起來，帶著兩個妻子，兩個使女，並十一個兒子

，都過了雅博渡口，先打發他們過河，又打發所有的都過去，只

剩下雅各一人。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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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裡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

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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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從荊棘裡

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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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3) 

 

o 摩西、亞倫、拿答、亞比戶，並以色列長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

山。他們看見以色列的 神，...他們觀看 神；他們又吃又喝。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上山到我這裡來，住在這裡，我要將石版

並我所寫的律法和誡命賜給你，使你可以教訓百姓。」(出24) 

 

o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的死期臨近了；要召約書亞來，你們二人

站在會幕裡，我好囑咐他。」於是摩西和約書亞去站在會幕裡。

耶和華在會幕裡雲柱中顯現，雲柱停在會幕門以上。(申31) 

 

o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手裡有拔

出來的刀，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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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 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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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6) 

 

• v.7 當這個人出現的時候，只有但以理一個人看見，但很可能其他隨

行的人聽到如大眾(很多人)的聲音，所以「大大戰兢, 逃跑隱藏」，

這個情況就與掃羅（保羅）見到復活後的主耶穌那個情況十分相似

：「..同行的人站在那裡，說不出話來，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

(徒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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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9假如這位真的是降世為人之前的主耶穌，親自在這個時間向但以

理顯現，對他是寵愛的表現，但對但以理來說實在太震撼了，所以

他「一聽見就面伏在地沉睡了」，相信他是暈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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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魔君攔阻 (v.10-15) 

10:10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 

10:11他對我說：「大蒙眷愛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與你所說的話，只管站起

來，因為我現在奉差遣來到你這裡。」他對我說這話，我便戰戰兢兢地立起

來。 

10:12他就說：「但以理啊，不要懼怕！因為從你第一日專心求明白將來的事

，又在你 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語已蒙應允；我是因你的言語而來。 

10:13但波斯國的魔君攔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君（就是天使長；二十一節

同）中的一位米迦勒來幫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諸王那裡。 

10:14現在我來，要使你明白本國之民日後必遭遇的事，因為這異象關乎後來

許多的日子。」 

10:15他向我這樣說，我就臉面朝地，啞口無聲。 

 

• 毫無疑問, 這一位與但以理說話的是天使，奉差遣來傳訊息給但以理，

但這一位應該不是先前的加百列，因為但以理曾經兩次見過加百列和

認得他，但在這裏但以你沒有說是加百列。 

 

• 這位天使重複稱但以理為大蒙眷愛（9：23， 10：11，19），可見但以

理在神心中的地位，天使有告訴但以理他開始禱告的時候神已經應允

他的禱告，並且像在第九章一樣馬上差派天使來見但以理，但今次由

於被波斯國魔君攔阻，遲了21天，相信這二十一天剛好就是但以理悲

傷的三個七日。 

 

• 這位天使向但以理透露了驚人的消息，就是靈界當中原來存著爭戰，

天使形容敵人為「波斯國的魔君」，必定是魔鬼以下的邪靈，為什麼

叫做「波斯國的魔君」? 

當時世界的霸王是波斯國，這個邪靈是附在波斯國的邪靈，來掌

管波斯國的政治，這意味著魔鬼為了掌控世界各國去敵擋基督，

似乎有邪靈在各國掌控，目的是要製造紛爭，攔阻人認識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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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用各種手法迫害信徒。今天我們見到美國的情況，這段聖經

提醒我們有魔鬼的勢力在後面攪擾，所以屬靈的爭戰並非單純是

一個概念，正邪大戰是真正在發生，只不過我們肉眼見不到，因

此保羅在以弗所書第六章提醒我們: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

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

以，要拿起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

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弗6：12-13） 

• 「波斯國的魔君」為何要為什麼要攔阻天使到但以理這裏?相信是不想

天使將神的話帶給但以理，又可能不要但以理受到天使支持和鼓勵，

好讓他們更容易對付但以理。 

 

• 這位天使對但以理透露了屬靈爭戰，對但以理來說是不可思議和十分

震撼的資訊， 以致他從「戰戰兢兢地立起來」（v.11）跌在地上「臉

面朝地，啞口無聲」。 

 

D. 兩個魔君 

10:16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開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說：「

我主啊，因見這異象，我大大愁苦，毫無氣力。 

10:17我主的僕人怎能與我主說話呢？我一見異象就渾身無力，毫無氣息。」 

10:18有一位形狀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 

10:19他說：「大蒙眷愛的人哪，不要懼怕，願你平安！你總要堅強。」他一

向我說話，我便覺得有力量，說：「我主請說，因你使我有力量。」 

10:20他就說：「你知道我為何來見你嗎？現在我要回去與波斯的魔君爭戰，

我去後，希臘（原文是雅完）的魔君必來。 

10:21但我要將那錄在真確書上的事告訴你。除了你們的大君米迦勒之外，沒

有幫助我抵擋這兩魔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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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6似乎是說有另一位天使（「形狀像人）同時出現，這裡與v.17 和19

但以理稱他為「我主」，用的是Adoni，是對人的尊稱，並非對神的稱

呼。 

 

• v.16-17 但以理告訴天使他「大大愁苦，毫無氣力」、「渾身無力，毫

無氣息」，天使撫摸但以理的咀唇去賜給他力量，天使賜給人力量在

聖經似v乎沒有其他例子。 

• v.20 天使繼續告訴但以理他們是在一場屬靈的戰爭中，除了波斯的魔

君，還有二百年後將要興起的希臘，亦已經有魔鬼輔助，將來必會取

代波斯。 

 

• v.20 天使向但以理透露天使將與波斯魔君爭戰，將來也會抵擋希臘魔

君。這些爭戰的目的為何？我相信是這些魔君是敵對以色列的，天使

抵擋魔君其實是與天使張米迦勒合作保護以色列。 

 

• v.21天使在此再次提到天使長米迦勒，天使與魔君作戰時是受到米迦勒

的幫助。天使稱米迦勒為「你們的大君」， 12：1稱他為「保佑你本國

之民的天使長」， 可見米迦勒有特別的任務，就是保護以色列不被魔

鬼消滅。聖經另外提到米迦勒的經文如下： 

天使長米迦勒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的時候，尚且不敢用毀謗

的話罪責他，只說：「主責備你吧！」（猶 1:9 ） 

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也同牠的使

者去爭戰，（啟 12:7） 

 

結論 

但以理雖然長期在外邦人政府居高位，但他依全心全意為了他的同胞求福，

為他們禁食，披麻蒙灰懇切地禱告，也盼望他們早日回歸故土。當他明白從

天使的預言知道以色列還要經過許多痛苦時，他的心充滿了悲傷。上帝看到

他的心，故差派天使將整體以色列的將來告訴他，讓他能夠安心。但以理書



 

10 
 

最後一節記錄了天使對他說的話：「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到了

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 

天使向但以理（也向我們）指出靈界爭戰的真實，提醒我們要「拿起 神所

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今天屬靈的爭戰更加激烈，因為魔鬼知道時日無多，因此它「如同吼叫

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上帝對愛祂的人施以厚愛，主親自向但以理顯現讓他知道祂掌管一切，但以

理稱這個為「大異象」（v.8）。 雖然但以理因太激動而暈倒，但相信會幫

助他對主有更大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