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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但以理書為專論「神權政治」之書.  以色列因棄絕「神權政治」
而要求「王權政治」, 神容許他們如此；然而他們的王權政治每
況愈下, 更急速向滅亡之路直奔, 至586B.C.全國滅亡.  從那天起, 他
們活在外邦人統治下, 直到外邦人之日期滿足（路21:24）, 神才再
藉著其彌賽亞復回神權管治. 所以但以理書專論以色列從外邦日
期始至神權政治復現止其中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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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1-6章 7-12章 

主題 歷史 預言 

身份 第三者(他)寫成 第一者(我)寫成 

語文 亞蘭文(2-7章) 
與國事有關 

希伯來 (1, 8-12) 
與宗教有關 

內容 六個故事 四個異象 



 
 

第2章 
(巨像) 

預 表 第7章 
(四獸) 

第8章 
 (二羊) 

第9章 
(七十個七) 

第10-12章 
(大爭戰) 

金頭 巴比倫 鷹翅獅 以色列國
家滅亡 

 
 

至 
 
 
 

神國建立
的經過 

銀臂胸 
瑪代與 

波斯 
旁跨坐熊 

雙角 
公綿羊 出令重新建

造耶路撒冷    
 

至 
          
 

彌賽亞來臨 

銅腰肚 希臘 四翅豹 
獨角 

公山羊 

鐵腿泥腳 羅馬 十一角怪獸 

非人手鑿
出之石頭 

基督之國
度 

亙古常存者
之寶座 

3 

第7-12章四個異象預言 

第7章是最長及最完整的預言.第2章與7章是姊妹, 兩者皆論
以色列復建前外邦國的遭遇. 前者是從人的角度看,所記是一
個極威武的大像. 後者從神的觀點看, 所記是窮凶極惡的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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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帝國 

第7章但以理的四獸異象(I):  
1巴比倫王伯沙撒元年(553B.C, 
但以理約有70歲) 2 但以理說:我
夜裡見異象, 看見天的四風陡起, 
刮在大海之上. 3 有四個大獸從
海中上來，形狀各有不同. 4頭
一個像獅子，有鷹的翅膀；我
正觀看的時候，獸的翅膀被拔
去，獸從地上得立起來，用兩
腳站立，像人一樣，又得了人
心。 
 
 

www.biblepoint.net www.biblepoint.net 

(馬有藻)第1獸為巴比倫國(612-
539B.C.), 翅膀象徵速度與行動. 
翅膀被拔掉, 顯示尼布甲尼撒被
神刑罰, 在野地居住七年, 獸逐
漸變成人形, 代表他的改變, 接
受耶和華真神, 並以人道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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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又有一獸如熊，就是第二
獸，旁跨而坐 (It was raised 
up on one of its sides) ，口
齒內啣著三根肋骨。有吩
咐這獸的說：起來吞吃多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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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瑪代帝國 

www.biblepoint.net www.biblepoint.net 

(馬有藻)第2 獸指瑪代波斯的
聯合國(529-331B.C.), 勇猛象
熊, 旁跨而坐, 表示一邊尤勝
另邊, 波斯的成分較瑪代優勝. 
這獸要將三國(三根肋骨)吞滅:
呂底亞, 巴比倫與埃及.  
 

第7章但以理的四獸異象(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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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角 

6此後我觀看，又有一獸如
豹，背上有鳥的四個翅膀；
這獸有四個頭，又得了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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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帝國 

www.biblepoin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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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有藻)第3獸是希臘帝
國(331-63B.C.). 希臘在亞
力山大率領下, 在八年時
間橫跨了接近18萬公里
之地土, 如四翅豹般的神
速, 亞力山大在回國, 路
經巴比倫時, 一病不起
(323 B.C.), 年僅三十三歲. 
亞力山大逝世後,國遂給
四大將軍瓜分: 加山大
(Cassander）搶得希臘及
馬其頓, 呂西馬古
(Lysimachus)分了東希臘
及小亞西亞, 西流古
(Seleucus)獲得敘利亞及
巴比倫印度, 多利買
(Ptolemy)掌管埃及, 北非、
巴勒斯坦及亞拉伯. 

第7章但以理的四獸異象(III):  
 



7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 見第
四獸甚是可怕, 極其強壯, 大有力量,
有大鐵牙, 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
腳踐踏. 8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 
頭有十角. 我正觀看這些角, 見其中
又長起一個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
角在這角前, 連根被他拔出來。這
角有眼, 像人的眼, 有口說誇大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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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角 

羅馬帝國 www.biblepoint.net 
7 

(馬有藻) 第四獸便是羅馬帝
國. 羅馬241B.C.崛興, 征服西
班牙, 北非, 及地中海甚多海
島國. 63B.C.羅馬征服耶路撒
冷. 此後羅馬將東西聯成一
大國, 其版圖為世之冠. 在主
降生後數百年間羅馬勢力不
斷向外延伸，西至今日之英、
法、比、瑞、德, 東至印度, 
南至非洲, 空前絕後, 1453 
AD才荏弱. 描述第四獸時, 
但以理特別注意這獸的十角
及後來變成八角. 指帝國將
來的情況. 
 

第7章但以理的四獸異象(IV):  
 



 
第7章但以理的四獸異象(續) 

 
 

• 寶座異象 (7:9-10)9我觀看, 見有寶座設立,上頭坐著亙古常在者, 他
的衣服潔白如雪,頭髮如純的羊毛,寶座乃火焰,其輪乃烈火(啟 5:11). 

• 審判執行(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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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19:17-21)  

• 人子異象(7:13-14) 13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 見有一位像人子的, 駕
著天雲而來, 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啟1:7, 13;14:14)  

• 異象的兩次講解(7:15-27) 17這四個大獸就是四王將要在世上興起.  
18然而至高者的聖民, 必要得國享受, 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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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17:12)  25他必向
至高者說誇大的話..必想改變節期和律法, 聖民必交付他手一載、
二載、半載. (啟12:6, 13:5-6, 14;13:5) 26然而審判者必坐著行審判, 他
的權柄必被奪去, 毀壞, 滅絕, 一直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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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20:4-6)  

• 異象的結果(7: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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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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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 

希臘 

第8章但以理的雙羊異象 
1 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 有異象現與我但以理, 是在
先前所見的異象之後. 3我舉目觀看，見有雙角的公
綿羊站在河邊, 兩角都高, 這角高過那角, 更高的是
後長的, 4我見那公綿羊往西、往北、往南牴觸…它
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 

5我正思想的時候, 見有一隻公山羊從西而來…這
山羊兩眼當中有一非常的角. 6它往…有雙角的公
綿羊那裡去, 大發忿怒,  7 …折斷他的兩角, 綿羊
在它面前站立不住..沒有能救綿羊脫離它手的.  www.biblepoint.net 

8這山羊極其自高自大, 正強盛時候, 那大角折斷了, 又在角根上向天
的四方, 長出四個非常的角來. 9四角之中, 有一角長出一個小角, 向南、
向東、向榮美之地, 漸漸成為強大. 10 他漸漸強大, 高及天象, 將些天
象和星宿拋落在地, 用腳踐踏. 11並且他自高自大, 以為高及天象之君, 
除掉常獻給君的燔祭, 毀壞君的聖所. 12因罪過的緣故, 有軍旅和常獻
的燔祭交付他, 他將真理拋在地上, 任意而行, 無不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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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但以理的雙羊異象(續) 

 • 聖者說話 (8:13, 14) 13我聽見有一位聖者說話…這除掉常獻的燔祭，
和施行毀壞的罪過, 將聖所與軍旅踐踏的異象, 要到幾時才應驗呢? 
14他對我說:到二千三百日, 聖所就必潔淨. 

• 異象的講解(8:15-27) .. 20你所看見雙角的公綿羊, 就是瑪代和波斯王. 
21那公山羊就是希臘王, 兩眼當中的大角, 就是頭一王. 22…這四角
就是四國, 必從這國裡興起來… 23這四國末時…必有一王興起, 面
貌兇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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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心裡自高自大… 又站起來攻擊萬君之君, 至終
卻非因人手而滅亡. 26所說二千三百日的異象是真的, 但你要將這
異象封住, 因為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 
– (馬有藻)小角就是安提奧古四世. 他為了徹底實施希臘化, 褻瀆聖殿, 171 B.C. 

廢除了敬虔的大祭司奧尼亞三世(Onias III), 隨即展開各樣褻瀆及禁制猶太
人敬拜神的活動, 直至165 B.C.12月15日瑪喀比家族帶兵起義, 推翻西流古王
朝, 成功的清潔聖殿止. 在此年倒算2300日, 就是171 B.C.  

• 異象的結果27於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 病了數, 然後起來辦理王的
事務, 我因這異象驚奇, 卻無人能明白當中的意思. 那事至此完畢. 
至於我但以理, 心中甚是驚惶, 臉色也改變, 卻將那事存記在心. 10 



 
第9章但以理禱告受七十個七的預言 

 
• 預言的史地及禱告的準備(9:1-3):  1 瑪代族亞哈隨魯的兒子大利烏, 

立為迦勒底國的王元年, 2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 我但以理從書上得
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耶利米, 論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 七十年為
滿.  3我便禁食, 披麻蒙灰, 定意向主神祈禱懇求. 

• 但以理的禱告-認罪(9:4-14)  4 我向耶和華我的神祈禱、認罪，說:
主阿, 大而可畏的神, 向愛主守主誡命的人, 守約施慈愛. (申7:9, 21; 
10:17) 5我們犯罪作孽, 行惡叛逆, 偏離你的誡命典章. (申17:18-
20) 11…因此, 在你僕人摩西律法上所寫的咒詛和誓言, 都傾在我們
身上(申 29; 33:1; 34:4). 12他使大災禍臨到我們…原來在普天之下, 未
曾行過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申命記 2:25; 4:19; 9:5)13這一切災禍臨
到我們身上, 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寫的, 我們卻沒有求耶和華我們神
的恩典, 使我們回頭離開罪孽, 明白你的真理.  14所以耶和華留意使
這災禍臨到我們身上, 因為耶和華我們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 都是
公義, 我們並沒有聽從他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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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但以理禱告受七十個七的預言(續) 

 
 • 但以理的禱告-求恩( 9:15-19) 15主我們的神阿, 你曾用大能的手, 領

你的子民出埃及地, 使自己得了名 (申命記 6:21)16主阿, 求你按你的
大仁大義, 使你的怒氣和忿怒轉離你的城耶路撒冷, 就是你的聖山. 
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 因我們的罪惡和我們列祖的罪孽, 被四圍的
人羞辱.  17我們的神阿, 現在求你垂聽僕人的祈禱懇求, 為自己使
臉光照你荒涼的聖所. 18我的神阿, 求你側耳而聽, 睜眼而看, 眷顧
我們荒涼之地和稱為你名下的城, 我們在你面前懇求, 原不是因自
己的義, 乃因你的大憐憫.(申命記 28:10)19 求主垂聽, 求主赦免, 求主
應允而行, 為你自己不要遲延, 我的神阿, 因這城和這民, 都是稱為
你名下的. 

12 

整篇稱為「認罪禱告」,  憑著神與其選民所訂立的約, 求神早日應允
施恩; (9:1-19) 是但以理認罪求施恩的禱告, (9:20-27)是加百列 回答應允
的預言. 



 
第9章但以理禱告受七十個七的預言(續2) 

 • 加百列的啟示(9:21-23) 

• 啟示七十個七的目的(9: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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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進永義, 封住異象和預
言, 並膏至聖者.  

• 七十個七的過程(9: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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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過了六十二個七, 那
受膏者必被剪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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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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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毀壞可憎的如飛而來, 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 直到
所定的結局. 

13 

這段預言是全書中首次論及彌賽亞的出現及出現後的命
運.是全書最高峰的啟示. 最後一個七的內涵喚醒以色列人
早日悔改, 以神重作他們的神.(太24:15-21;啟12:5- 6, 13-15) . 



六十九個七 

(9:25bc) 

有受膏君 

33 AD 

(9:25c) 

教會時代 最後一七 

一七之內, 他
必與許多人堅
定盟約(27a). 
敵基督與猶太
人締約(結38:8,
啟6:2) 結局 

一七之半, 他必
使祭祀與供獻止

息(27b)(啟13:5) 

445. BC 亞達

薛西出令重建

耶路撒冷

(9:25a) (尼2:1-8 ) 

70 AD(9:26a,b) 

羅馬太子提多 
毀滅耶路撒冷和聖殿 

必有七個七  
(受諸多阻攔) 
(尼4:1-23, 6:1-7:4).  

173,880日 

猶太曆法:69個7年=483年
=483*360日=173,880日 
西曆:173, 880日/ 365日= 476
年 + 116日 (閏年) +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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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進永義, 封住異象和預言, 並膏至聖者. 14 



第9章但以理受七十個七的預言 

 

 

但以理  

 (538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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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65 B

.C
. 

最後一個七發生於主再來前的七年, 從主第一次來臨, 突然跨
越漫長歲月(俗稱今日的教會時期)至主再次出現.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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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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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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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但以理受大爭戰預言前奏 

 • 但以理書最後三章是一篇預言, 七十九節的預言可分作三大部分 

–10章是異象前奏 

–11章(1-35)從但以理時代到安提奧古IV, (36-45)從敵基督至主再來. 

–12章論主再來前那段災難時期的情況及國度建立前的籌備. 

• 異象的史地 (10:1-4) 1波斯王古列第三年..2當那時, 我但以理悲傷了
三個七日.. 4正月二十四日, 我在希底結大河邊. 

• 人子的顯現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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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我卻聽見他說話的聲音, 一聽見就面伏在
地沉睡了.(啟1:13-17; 2:18, 徒9:7; 22:9保羅大馬色路上) 

• 天使的傳話(一)(10:10-11:1)12他就說: 但以理阿, 不要懼怕….你的言

語已蒙應允, 我是因你的言語而來. 13但波斯國的魔君攔阻我二十

一日, 忽然有大君中的一位米迦勒來幫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王

那裡. 

16 



 
第11章大爭戰預言的講解(續) 

 • 天使的傳話(二,三)(10:16-11:1) 20他就說: 你知道我為何來見你麼?現
在我要回去與波斯的魔君爭戰, 我去後希臘的魔君必來.  21….除了
你們的大君米迦勒之外，沒有幫助我抵擋這兩魔君的.  

• 天使把將來大爭戰之事從但以理時代開始釋述至大復活日止 

– 外邦統治時期 (11:2-35):有關以色列在六十九個七內的命運.  

– 災難時期(11:36-45),預告以色列在第七十個七內的遭遇, 最後一
王的結局 

– 災難後時期(12:1-14)  

• 11:35 跨越了一段漫長的時間進入末了, 亦即神對選民之計劃到了
末了之期. 35智慧人中有些仆倒的, 為要煞煉其餘的人, 使他們清淨
潔白, 直到末了, 因為到了定期, 事就了結. 35Some of the wise will 
stumble, so that they may be refined, purified and made spotless until 
the time of the end, for it will still come at the appointed 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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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大爭戰預言的講解 

 

預言歷史（ B.C.） 經 文 歷史應驗（ B.C.） 

1. 波斯時期 
（ 539-331） 

11:2 

四王名: 甘拜斯(Cambyses,529-522), 士每
狄斯(pseudo-Smerdis,522-521), 大利烏
( Darius Hystaspes, 521- 486), 薛西
(Xerxes, 486-465) 

2.希臘時期 
（ 331-323） 

11:3－4 
勇敢王＝亞歷山大( v.3, 於323B.C卒, 國
度被四將軍瓜分. 

3.多利買與西流古
相爭（ptolemy 
period, 323-198及
Selucid Period, 198-
165） 

11:5－20 

此段預言經極精密之應驗, 故為新學者
集中火力轟擊之焦點。 
多利買王朝(即埃及) 常與西流古王朝
(即敘利亞) 爭戰;乃南北王 11:5-8=首次
戰爭; 11:9=二次戰爭;  11:10-12＝三次戰
爭; 11:13-20＝四次戰爭. 此段南北戰爭
約歷15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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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大爭戰預言的講解(續2) 

 
 

預言歷史（ B.C.） 經 文 歷史應驗（ B.C.） 

4.西流古王朝之安提
奧古四世時期 
(Antiochus Epiphanes
即Antiochus IV, 189- 
165） 

11:21-35 

此段續前段之預言史, 再論西流古王朝
(於167年終)時最殘暴之王－但以理呼之
為卑鄙之王(V.21) -安提奧古IV之事跡. 此
人所作所為皆是將來敵基督所作之預表；
其人之惡史可分為： 11:21-24=用奸計得
國； 11:25-27=與南國 (埃及)爭戰;  11:28-
35=兩次迫害選民, 首次於170年(V.28)二
次於168年(vv.29-31).. 當時受迫害之猶大
百姓奮而起來反抗，其中以瑪喀比族
「認識神之子民」(v.33)揭竿起義，其革
命壯烈事跡驚天地而泣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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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2章異象的講解 

 
經 文 

他的行事 
(11:36-39) 

妄自尊大(11:36a),  行事亨通(11:36b),  不顧諸神(11:37）
（帖後2:4；啟13:5),  崇拜偶像（11:38-39） 

他的結局 
(11:40-45) 

傾覆列國(11:40-43), 最後爭戰(11:44) (結38－39), 耶京
為基地(11:45a),  終被滅亡（11:46b） 

復活的預言
(12:1-4) 

1..你本國的民中, 凡名錄在冊上的, 必得拯救. (啟
7:1-8, 14:1-5;12:7,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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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15-17 , 20:4-6, 12-15). 

末世的預言
(12:5-13) 

選民受大害共三載半, (7:25, 9:2;啟11:12, 12:6, 13:5 ). 
10必有許多人使自己清淨潔白, 且被熬煉, 但惡人
仍必行惡, 一切惡人都不明白, 惟獨智慧人能明白. 
11從除掉常獻的燔祭, 並設立那行毀壞可憎之物的
時候, 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 12等到一千三百三十
五日的, 那人便為有福. (太25:31-46, 結20: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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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0天 = 2520天 

教會時代 

1260天 

1290天 

1335天 

千禧年 

30天 45天 

一七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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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2:1). 

144,000以
色列人
(啟7:4) 

最後一七 新天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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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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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2:3).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啟20:11-15) 

清理? 

一七之內, 
他必與許多
人堅定盟約

(27A).(但
9:27a) 

分配? 

七年之半,他使祭祀供獻
止息, 那行毀壞可憎如飛
而來(但9:27b) 

末後七年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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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耶和華是獨一無二的真神, 是以色列的神, 也是外邦的
神. 無論是外邦的興起或以色列的滅亡, 萬事萬國皆在
神掌管之下. 

• 世上諸國無論多強盛, 終將歸神國統治. 
• 神的子民在異邦中生活, 面對挑戰和攻擊, 要像但以理 

忠心不渝; 每日与神相交, 靠神所賜神聖的靈, 清楚明白
神仍然掌權, 讓智慧人發光如星, 使人歸義. 

• 天使囑咐但以理不需再為以色列將來必遇的事而憂慮, 
只要忍耐等候結局, 因他必得安歇, 得復活, 得福分. 現
今信徒之死非死, 乃息了勞苦, 工作安歇, 安息主懷, 時
日將至, 屬主的必起來, 與主同榮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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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一) 

• 前六章, 指出但以理是成功的政治家及帶職宣教士, 他的成功
源自裏頭美好的靈. 後六章指出但以理裏頭的謙卑智慧和堅
定的靈, 來自他的信仰. 

• 神多次在異象中揭示祂永恆的計劃.  但以理堅信萬事萬國皆
由神完全掌權. 他一生所為, 包括謙卑侍奉異教暴君源自遵從
神的命令. 
– 我們今曰若遇到不合理的老板或是公司, (在另找到工作以前) 

能像但以理般謙卑忠心嗎? 我們是否和同事一起抱怨? 還是以
順服神的態度學習尊敬? (提後2:24) 

– 但以理活在異教國中, 終把以色列的神傳揚異邦. 我們今日若有
選擇, 是否情願進入異教公司, 結交異教朋友, 以便傳揚福音？
如何在職場透過我們謙卑順服的靈來彰顯神的大能？ 

– 但以理有所為有所不為 (接受改名, 學習異教, 但不吃王磰, 拒拜
巨像), 我們今日如何倚靠神, 得到智慧, 堅定不移面對不合理的
要求, 選擇有所為有所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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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二) 

• 那曾使但以理見了便渾身無力, 面貌失色, 亳
無力氣的大異象已一一應驗, 只剩最後一七.
本書清楚的揭示了神對這個世界的計劃. 回
顧現今的世界, 那一方面最讓你憂心?讓我們
一起為列國禱告,也為仍在黑暗中的靈魂,和
空中屬靈惡魔的爭戰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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