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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未來帝國預言 

 

第十一章接續第十章天使對但以理的說話，天使詳細地將未來要發生的爭戰與朝代興衰交

替向但以理講述，比先前的異像更詳細，由當時波斯帝國一直延伸到主耶穌第二次再來。

第2節到第35節的預言已經在歷史上應驗，我們可以一一查證。第36節開始乃預言將來敵

基督出現後七年大災難後三年半的情況。要記得整個預言都是從猶太人的角度出發，故此

第12章開始天使告訴但以理到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米迦勒必站起來」。 

A. 天使彼此輔助? 

11:1又說：「當瑪代王大利烏元年，我曾起來扶助米迦勒，使他堅強。 

• 第一節的原文沒有講清楚天使扶助的對象，只是說「扶助他」，(NIV: And in the 

first year of Darius the Mede, I took my stand to support and protect him.)和合本則講明這

個「他」是天使長米迦勒，即兩位天使互相幫助，可能原因是這一節緊接住第十章

第十三節提到米迦勒曾幫助這位天使，最後一節也提到並且他與米迦勒將會聯手抵

擋波斯之後的希臘魔君--除了你們的大君米迦勒之外，沒有幫助我抵擋這兩魔君的

（10：21），因此很自然地因為天使在這裏提到三年前他曾幫助米迦勒。 但也有

解經家不同意這個翻譯，認為這個「他」乃指瑪代王大利烏(古列)，而不是指天使

長米迦勒。 為什麼三年前古列王需要天使幫助？我估計可能是與古列王讓猶太人

回歸這件事有關，可能魔鬼當時要阻撓古列王做這個決定，因為這樣會摧毀上帝透

過耶利米先知發出70年回歸的預言。可能當時古列王受到波斯魔君的影響心中猶豫

不決，就在那個時間神差遣天使去幫助和堅固古列王的心，讓他做了容許猶太人回

歸這個重大的決定。 

 

• 從時間上來看, 天使在古列王三年(536BC)向但以理發出這些預言，預言涵蓋的年代

如下: 

 

o 11:2 530BC-480BC(亞哈隨魯王) 

o 11:3 336BC (亞歷山大大帝) 

o 11:10 200BC(安提阿古大帝) 

o 11:21-35 175BC-164BC (安提阿古四世) 

因此, 這一章預言大部分時間是在主前的四百年內，是舊約瑪拉基書至新約主耶穌

降生這個一段為期四百年「沈默的年代」，雖然在這段時間沒有先知傳講上帝的話

說，但猶太人讀到但以理記下的預言便知道上帝依然掌管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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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預言希臘亞歷山大大帝 （v.2-4） 

預言  歷史 (已經應驗 , 530BC-323BC) 

11：2：「波斯還有三王興起」 

三王指古列大帝後岡比西斯Cambyses（主前

530－522年）、蘇多士摩底Pseudo-Smerdis（

主前522年）和大利烏一世Darius the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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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西斯一世Xerxes I（即以斯帖記中的亞哈

隨魯王Ahasuerus，主前486－465年）, 主前

480年進攻希臘 

11：3：「必有一個勇敢的王興起，執掌大

權任意而行。」 

勇敢的王必然是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主前

336－323年）。他數年之間征服整個小亞細亞

，甚至遠達印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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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歷山大大帝死後希臘帝國被四個將軍分為

四國：馬其頓和希臘（卡山德Cassander）；

脫拉西及小亞西亞（賴西馬克Lysimachus）

：敘利亞（西流基一世Seleucid）；巴勒斯

坦和埃及（多利買一世Ptyolemaic）。 

C. 預言西流基(北)與多利米(南)之間的爭戰（v.5-20） 

• 此後一百多年南方的王(埃及多利買王朝)與北方的王(敘利亞西流基王朝)不斷爭戰

，由於以色列位置在南北中間，他們爭戰很多時候就在以色列。之間南北雙方企圖

憑著婚姻關係議和結果都是無用，天使在二百多年前已經詳細地將這些將會發生的

細節向但以理透露，目的是讓後來備受迫害的猶太人曉得上帝依然掌管一切。 

 

預言 歷史(已經應驗 , 300BC-180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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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olemy 

Philadelphus（主前285－246年）的女兒貝倫

尼絲Berenice嫁給敘利亞的安提阿古二世提

阿Antiochus The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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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odice設計把他和貝

倫尼絲謀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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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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olemy Euerget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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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inic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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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回本地。」 

西流基試圖攻擊埃及，但是沒有成功就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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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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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me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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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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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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opatra嫁給埃及的多利買五世

。克麗奧佩脫拉對丈夫忠心多於對父親忠心

，故計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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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liodorus橫徵暴斂，卻死在他和自己的弟

弟合謀的詭計下。 

 

D. 預言安提阿古伊彼芬尼（Antiochus Epiphanes）之興衰（v.21-35) 

我們在第8章已經讀過「小角」，是將來敵基督的預表，那個卑鄙的人興起接續為王的名

為安提阿古四世Antiochus IV Epiphanes，這裡天使詳細描述他將來的情況： 

預言 歷史(已經應驗 , 175BC – 164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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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鄙的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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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前衝沒敗壞；同盟的君（或立約的君）也

必如此。」 

同盟的君指埃及的多利買六世非羅米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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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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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王膳的)，最

終擊敗了多利買六世非羅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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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鄙殘忍，詭計多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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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的預言，從古列大帝死後開始(530BC)一直到馬加比起義反抗安提阿古四世

(165BC)，都是預言猶太人將會面對戰爭和災害，因為南方北方戰爭很多時候發生

在聖地，為猶太人帶來苦難，有什麼目的呢？ v.35說是為了為要「熬煉其餘的人，

使他們清淨潔白」，原來上帝要透過苦難去潔淨猶太人，這個苦難仍然未結束，唯

有更大的苦難在前面來自敵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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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5節的結尾很難明白：「因為到了定期，事就了結。」，NIV翻譯為until the time 

of the end, for it will still come at the appointed time比較正確，中文翻譯應該是：「因

為所定的時候尚未來到」。35節以下跳到世界的末期，即時間已到。 

E. 將來必成的事（v.36-45） 

以上在我們來說是已經發生的歷史，以下尚待大災難和主耶穌回來的預言： 

預言 將來必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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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忿

怒是指七年大災難，敵基督將在末世的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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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基督本身可能有信仰，但當他興起時卻背

棄一切信仰，包括婦女們相信的神靈，因為

他要自立為神（得到假先知的幫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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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敵基督將在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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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基督雖然在大災難起頭憑武力和詭詐控制

了世界，但也有敵人要與他作對，大災難下

半段他會被從南方（埃及？非洲？）上來的

敵人，和北方（俄羅斯？）來的敵人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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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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伊

斯蘭教的國家聯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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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經文，以下這些經文詳細地描述將來世界的王敵基督： 

• 這角有眼，有說誇大話的口，形狀強橫，過於牠的同類。我觀看，見這角與聖民爭

戰，勝了他們。（但7：20-21） 

 

• 他必制伏三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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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7：24-25） 

 

• 四角之中有一角長出一個小角，向南、向東、向榮美之地，漸漸成為強大。牠漸漸

強大，高及天象，將些天象和星宿拋落在地，用腳踐踏。並且牠自高自大，以為高

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獻給君的燔祭，毀壞君的聖所。因罪過的緣故，有軍旅和常獻

的燔祭交付牠。牠將真理拋在地上，任意而行，無不順利。（但8：9-12） 

 

• 面貌凶惡，能用雙關的詐語。他的權柄必大，卻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

毀滅，事情順利，任意而行；又必毀滅有能力的和聖民。他用權術成就手中的詭計

，心裡自高自大，在人坦然無備的時候，毀滅多人；又要站起來攻擊萬君之君 （

但8：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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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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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譯：使地荒涼的）如飛而來 （但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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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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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殿裡，自稱是 神。（帖後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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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後2：9-10） 

 

結論： 

末世進入最後階段，世界會愈來愈亂，到敵基督出現，會為世界帶來短暫的和虛假的和平

，接著便開始對猶太人和基督徒空前的逼迫。假如我們在災前被提就不會經歷這些逼害，

但由於我們不知道是否災前被提，我們都應該有為主受苦的心志。 

全知的神知道未來的事，祂的預言從不落空，因此我們要多讀多了解，就能得到神的祝福

，因為預言增加我們的信心，知道神掌管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