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以理書       第十一章 南、北王之戦爭                 8/23/20 

但以理書11章中有最不可思議的描述，這章有200個具體的細節，那一連串的事件在但以理之後數

世紀一一發生。這種巧合的機率實在太低。這是異象？還是歷史？連宮廷的鬥爭細節都記錄了，

精確得匪夷所思。精確的程度常使讀的人不能相信這是預言，但是預言為什麼不能很精確呢？ 

 

這章大致可分成四大段： 

1· 關於波斯與希臘亞歷山大的異象 11:2-4 

2· 亞歷山大死後的南北兩王朝之鬥爭歷史預言。 11:5-11:20 

3· 關於安提阿古四世的預言 11:21-35 

4· 自高自大的王自認超過神並要攻擊上帝，他要得勢獲勝，但結局時無人能幫助他。 11:36-4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 又說：「當瑪代王大流士元年，我曾起來扶助米迦勒，使他堅強。」天使將要向但以理揭示更 

  多的異象。 

(一）關於瑪代-波斯和希臘亞歷山大的異象 11:2-4 

V2- 「還有三王」：古列一世(主前539-530)即居魯士，其後有： 

     主前529-522年的「甘比西王或甘拜斯Cambyses」(古列的兒子)，即冈比西斯二世。 

     主前522-521年的「斯米迪斯王或士每第(Pseudo-Smerdis)」。 

     主前521-486年的「大利烏一世」。 

  - 「第四王」：應該是主前486-465年的「薛西一世」，就是亞哈隨魯王(斯1:1-12)，以斯帖的 

            王夫。 

  - 「攻擊希利尼國」：主前480-479年，亞達薛西一世遠征希臘。 

     波斯與希臘的主要戰爭有兩次，第一次發生於大利烏一世任內，波斯軍大敗，第二次就是亞 

     哈隨魯一世派出六萬軍兵，結果大敗，因此與希臘結怨愈來愈深。 

     亞哈隨魯一世擁有極大的財富，他「從印度直到古實統管127省」(斯1:1)，甚至尚未攻打希 

     臘前，就先開慶功宴，展示他的威榮與富足，結果吃敗仗回來。 

V3- 「勇敢的王」：原文是「強壯有力的王」指主前336-323年的亞歷山大大帝。 

  - 「執掌大權」：原文只是「統治大量的」，可能是「統治廣大的領土」的意思。 

V4- 「不歸他的後裔」：亞歷山大的兄弟腓力與兩個幼兒分別被殺。 

      亞歷山大大帝，娶了兩個妻子，各生了一個兒子。兩對母子後來被其手下加山得謀殺，他 

      的國因此「不歸他的後裔」，而被四個將軍瓜分。 

  - 「歸於他後裔之外的人」：這四個王朝治國的權勢也都不及「他」─亞歷山大，他的國必被 

           拔出歸與他後裔之外的人─特拉西(呂西馬古)、馬其頓(加山得)、西流基(敘利亞)、 

           多利買（埃及）。 

 

  ◎主前301年以後，希臘帝國分為四個王朝：(1) 特拉西王朝(東邊)，呂西馬古取得小亞細亞一 

    帶與特拉西。(2) 馬其頓王朝(西邊)，加山得管理馬其頓與希臘，在希臘本土。(3) 西流基 

    王朝(北邊)，西流基管理敘利亞和巴比倫。(4) 多利買王朝(南邊)，多利買管轄埃及。 

 

    其中北朝西流基與南朝多利買，恰將以色列夾在中間，在兩百年之間與猶太人息息相關，故 

    但以理的預言多集中在他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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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歷山大後的南北兩王朝之鬥爭歷史預言。11:5-20 

     多利買王朝和西流古王朝(V5-9) 

V5- 「南方的王」：是指「多利買王朝」，在埃及。 

-  南方的王必「強盛」：指多利買一世（主前323∼285統治埃及）；由於埃及地很富庶，所以   

        很容易就強盛。 

  - 「將帥中」：指多利買一世的將軍，後來成為北國西流基王朝第一任君王的西流基一世。他 

          本是巴比倫總督(321∼316 BC)，但在主前316年為躲避敘利亞總督安提崗的追殺（安提 

          崗想要吞併巴比倫)，逃至埃及為南朝多利買一世收留，且任埃及軍隊的統帥。 

  - 「執掌權柄，他的權柄甚大」：指西流基一世於主前313年與多利買聯手，加上呂西馬古（統 

          管小亞細亞及特拉西的君王）的協助，在迦薩擊敗安提崗的兒子低米丟，西流基一世 

          重返巴比倫。12年後打敗逼迫他的敘利亞總督。建立橫跨巴比倫、波斯、敘利亞的帝 

          國，統治大部分的亞細亞，版圖擴張至印度，名副其實的「他的權柄甚大」。 

V6- 「就了北方王」：此時約是主前250年，第一代的南方王、北方王都去世了。 南方（埃及） 

     *多利買二世（主前285∼246）執掌王權，北方（敘利亞）是安提阿古二世（主前260∼246） 

         掌權。二王交戰勝負難分，彼此言和。多利買二世在主前252年把女兒百尼基嫁給北王   

         安提阿古二世，大家訂立盟約。 

     *多利買二世興建亞歷山大圖書館，邀請72名猶大文士將希伯來舊約聖經譯成希臘文，稱為 

     「七十士譯本」，即主耶穌時代通用的舊約聖經。 

  - 「幫助之力存立不住」：安提阿古二世娶百尼基後，休了皇后拉奧迪斯（有譯為老底嘉)。 

         多利買二世死後(主前246)，百尼基被打入冷宮，拉奧迪斯恢復后位找機會報仇，毒死 

         親夫安提阿古二世(「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又殺死百尼和其初生嬰兒，及 

         百尼基從埃及帶來的隨從（就是那「引導她來的」）。 

        拉奧迪絲立其子登基為西流基二世，南北兩國戰爭繼續爆發。 

    - 「生她的」：原文譯「她所生的孩子」，有古本譯為「她生的」，百尼基的孩子。 

    - 「當時扶助他的」：可能是那些幫助她從安提阿京城逃出的人，都被交於死地。 

V7- 「繼續王位」：指百尼基的弟弟多利買三世(主前246-221)帶兵攻入北朝首都安提阿城，殺了 

         拉奧迪絲，為其姊報仇。擄走北朝四萬他連得的銀與兩千五百件貴重器皿。西流基二世 

         被迫求和。  

V8- 「數年之內，他不去攻擊北方的王」：可譯為「他延長年日，勝過北方王」。 

      *聖經學者耶柔米說：南方王多利買三世從北國奪得2400尊偶像，是從前古列王之子甘比西士 

    從埃及奪走的。古時打仗擄人也擄神像，表明敵人的神明打不過本國的神明。多利買三世將 

    這些神像歸位，使埃及人非常高興，給他一個稱號叫「友愛及弟」，意為「行善者」，因他 

    做了好事，搶回埃及人的偶像。 

V9- 「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國」：「北方的王」指西流基二世。他東山復起，於主前242-240年 

         帶兵進攻埃及，卻被多利買三世擊退，無功而返回首府安提阿。 

 

安提奥古三世（大安提奥古）(V10-19) 

10 北方王（原文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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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0-「北方王的二子」：西流基二世的兒子，西流基三世及弟弟安提阿古三世。二人計劃為父雪 

         恥，但西流基三世在一次戰役中被人殺害；安提阿古三世継位，報仇的責任落在他的肩 

         上繼續發動戰爭攻擊南朝。安提阿古三世於主前218至217年之間，揮軍沿地中海海岸 

         向南進攻，征服了腓尼基和非利士各城，直逼埃及邊界的拉非亞（「南方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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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1- 「南方王必發烈怒」：指多利買四世(主前221-203)在南方做王，他率領步兵七萬、騎兵五 

           千，在拉非亞擊退北朝的軍隊，殺滅安提阿古三世軍隊一萬五千人，卻沒有乘勝追擊 

           徹底殲滅他們，也沒有佔領北國的領土。 

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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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利買四世滿足於勝利的光環。他縱酒逸樂、生活腐敗，自高自傲，民心不歸，文武百官    

-     的心動搖，不忠於他。 

V13-「北方王必回來擺列大軍」：這節與上一節相隔15年。主前203年南朝多利買四世去世，五 

           歲的多利買五世繼位，安提阿古三世聯絡馬其頓王朝，率領大軍，帶著極多的軍械一 

           同來攻擊南朝埃及。這些武器是從東部帕提亞一帶奪得的。 

V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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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國的強暴人」：可能指當時的猶太人多比雅家族。他們起來幫助北朝攻打埃及。 

      -「卻要敗亡」：「卻失敗了」，意思是猶太人希望能夠平安度日或者獲得更大的權勢，結果 

           卻引入安提阿哥四世。 

 

   多利買五世由主前203至181年作南方王，但南方盟邦馬其頓王腓力和埃及一些叛臣支持安提 

   阿古三世攻打年輕的多利買五世。但以理本國的猶太人中，一些搞政治的激烈份子是強暴人， 

   此時向北倒，歡迎安提阿古大帝，他們的所作所為應騐了但以理的異象。至終這些人沒有得到 

   好處，因安提阿古三世擊敗南方軍隊後，在耶路撒冷殺了許多猶太人。因為城中有不少擁南份 

   子，安提阿古三世分不清誰擁南、誰擁北，就通通殺掉，所以那些搞政治的強暴人也都敗亡。 

 

V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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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原文作民〕也

無力站住。 

      -「堅固城」：指「西頓城」。主前200年安提阿古三世大敗埃及軍，埃及統帥司各巴退守西 

           頓城；北軍築壘攻城，南方雖派三位將軍援助，仍無濟於事，司各巴因城內絕糧而投 

                     降，兵敗被俘，無力站住。 

 

V16 來攻擊他的必任意而行，無人在北方王（原文是他）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榮美之地，

用手施行毀滅。 

      -「榮美之地」：指以色列所在的「巴勒斯坦」。 

      -「手施行毀滅」：安提阿哥三世沒有苦待猶太人，還減少稅收，捐款給聖殿。「毀滅」原文 

           也可以解釋成「被完全」、「完全」。指「完全落入其權勢(手)之下」。 

    安提阿古三世攻擊南方，大勝埃及軍後，任意而行，控制全敘利亞、巴勒斯坦、直至埃及的 

    邊界，無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他進入耶路撒冷，答應猶太人享有在埃及統治下的權利。在 

    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被埃及統治了一百多年，現在有了新的統治者，也開始了猶太歷史最大的 

    慘劇；安提阿古三世將會「用手施行毀滅」，名副其實地操生死大權。 
 

17 他必定意用全國之力而來，立公正的約，照約而行，將自己的女兒給南方王為妻，想要敗壞他(

或譯：埃及)，這計卻不得成就，與自己毫無益處。 

      -「立公正的約，照約而行」：後來北國打算繼續向歐洲擴張版圖，故與南國訂立和約。 

   -「自己的女兒」：指安提阿哥三世的女兒「克麗奧佩脫拉」嫁給南朝的多利買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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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王與南方王立婚約，安提阿古三世為了控制埃及，把女兒克麗奧珮脫拉嫁給多利買五世，想

藉女兒「敗壞」多利買五世。克麗奧珮脫拉深愛丈夫，不從父親的陰謀，反鼓勵丈夫設法向羅馬

求助，以對抗北國。所以安提阿古三世詭計不得成就，自己也得不著什麼益處。 
 

V18 其後他必轉回奪取許多海島，但有一大帥，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並且使這羞辱歸他本身。 

      -「奪取了許多海島」：主前197年安提阿哥三世進兵歐洲，侵佔埃及在小亞細亞的許多城市和 

        島嶼，佔領了愛琴海的一些海島。 

      -「有一大帥」：指羅馬將軍「薛比奧」，主前191年在一場戰役中擊敗安提阿哥三世。次年又 

        在愛琴海一場戰爭中得勝。羅馬兵乘勝追擊，使得安提阿哥三世被迫接納羅馬提出的苛 

        刻條件：割讓小亞細亞給羅馬，賠償大量金錢(一萬五千他連得)。 

        安提阿古三世本意要令羅馬受羞辱，結果反被羅馬羞辱。 
 

V19-「轉向本地的保障」：安提阿古三世打算到以攔的神廟去奪取財物以籌措賠款，結果卻被暗 

        殺。安提阿古三世未能攻取羅馬人的保障，自己本地的保障反遭人圍攻，只好退回來， 

        轉向本地的保障，轉攻為守，卻守不住。在以弗所附近的麥尼西亞慘敗於羅馬軍，需割 

        地賠款，還把兒子送到羅馬當人質。 為了籌賠款，安提阿古三世向各地的廟宇打主意，    

        當時的廟宇藏有大量財寶；主前187年，他在以攔地區進入彼勒神廟掠取財寶時，當地土 

        人群起毆打他受了重傷，不治而死。 

 

V20-「一人興起接續他為王」：指安提阿古三世的兒子西流基四世繼位(主前187-185)。他為了籌 

        措賠款按時繳清賠款給羅馬，加重全國稅賦，派員強課重稅、橫征暴歛。 

       - 「通行國中的榮美地」：他派親信希略多路往耶路撒冷(國中的榮美地)，掠奪聖殿的財寶。 

        - 「這王不多日就必滅亡」：西流基四世於主前175年被希略多路下毒而死，所以他不是因神 

        的忿怒，也不是因爭戰而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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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安提阿古四世的預言 11:21-35 

V21 必有一個卑鄙的人興起接續為王，人未曾將國的尊榮給他，他卻趁人坦然無備的時候，用諂

媚的話得國。 

      - 「卑鄙的人」：這人就是安提阿古三世的次子，安提阿古四世。他自稱「伊比反尼或以彼芬 

        尼 Epiphanes)」─意為顯現的神。 

       - 「用諂媚的話得國」：西流基四世在位第11年，將自己獨生子底米丟送去羅馬當人質，換回 

        弟弟安提阿古四世。安提阿古四世從羅馬回來，聽見哥哥被毒死的消息，為哥哥報仇， 

        以「弒君」罪殺掉希略多路，他不理在羅馬作人質的底米丟，宣稱自己只是攝政王，最 

        終必把王位交還他的姪兒，而由另一個姪子為國王(也叫安提阿古）。主前170年當做王 

        的姪子去世，他用諂媚的話籠絡北朝重臣，用不正當的手段搶奪屬於姪兒底米丟的王位 

        而取得王位。 
 

V22 必有無數的軍兵勢如洪水，在他面前沖沒敗壞，同盟的君也必如此。 

      - 「同盟的君」：原文是「盟約領袖」、「盟約王子」，可能是指以色列的大祭司安尼亞斯三 

         世，他於主前175年被廢、171年被殺。 或指聯軍之首埃及王多利買六世，他反對舅父 

         (安提阿古四世)，他是北國公主克麗奧佩脫拉所生的。 

        ●有認為是指鄰國反對安提阿古四世的聯軍，無數軍兵來攻打他，但都敵不過他而沖沒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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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認為是指鄰國反對安提阿古四世的聯軍，無數軍兵來攻打他，但都敵不過他而沖沒敗壞。 

 

V23 與那君結盟之後，他必行詭詐，因為他必上來以微小的軍（原文是民）成為強盛。 

      - 「與那君結盟」：原文是「他與他結盟」，意義是「他與人結盟」，指的是安提阿古四世利 

        用與南朝多利買六世(克麗奧佩脫拉與多利買五世生的兒子）結盟致富，解決鉅額賠款的 

        問題。 

   -與「那君」─就是安提阿古四世與多利買六世結盟，更新立約，舅父叫外甥把利巴嫩和巴勒斯 

        坦歸還北國，這本是安提阿古三世送給女兒克麗奧佩脫拉作嫁妝的。安提阿古四世利用 

           二人的聯盟從埃及奪取許多屬埃及的巴勒斯坦城鎮，使北國漸漸富強。 

 

V24 趁人坦然無備的時候，他必來到國中極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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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計攻打保障」：「策劃進攻堡壘」。大概是指國中不支持他的政客或將領的城邑。 

      - 「國中極肥美之地」：原文是「省中的肥區」，指埃及三角洲一帶。 

 安提阿古四世趁人不注意時，進入埃及尼羅河三角洲肥美地帶搶掠財寶。這是他第一次來埃及， 

 明偷暗搶、連拐帶騙、軟硬兼施。 

 

● 11:24 提到安提阿古四世將錢財散給國中的平民百姓，分給擁護和跟隨他的人，看起來像是勤政 

    愛民的好國王，不過這一切都只是暫時性的，他終究還是要回到北方，擴張自己的領土。 
 

V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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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率領大軍攻擊南方王」：主前170-169年，安提阿古四世重新發動對南朝的侵略戰爭，再次 

         率領大軍攻擊埃及。外甥以強軍應戰，多利買六世失敗，因他的兩位大臣設計謀害他。  

         建議他向安提阿古四世宣戰，戰敗後又慫恿他逃走，結果被擒成為安提阿古四世的階下 

         囚，其實兩位大臣已和安提阿古四世暗地裡訂下休戰條件。 
 

V26- 「吃王膳的，必敗壞他」：多利買六世的兩個大臣和其他反對多利買六世的臣僕，設計謀害 

         他。煽動多利買六世離開京城逃走，結果卻被安提阿哥四世俘虜。 

      - 「他的軍隊必被沖沒，而且被殺的甚多」： 即忠於他的軍隊被殺的甚多。 
 

V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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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二王，他們心懷惡計」：這二王是安提阿古四世和多利買六世這一對舅甥。多利買六世 

         被擄後，舅父已控制全埃及，但仍想利用外甥，強逼他簽署和約，使安提阿古四世成為 

         埃及地的保護者，然後放多利買六世回國。安提阿古四世盛宴送行，席間兩王口蜜腹劍 

         各懷鬼胎，所以「二人心懷惡計，同席說謊」。 

  -「計謀不成就」:上帝所定的時刻一到，事就了結。埃及亞歷山大城的居民不服，宣稱不承 

     認多利買六世是他們的君王，另立其弟多利買八世為王。安提阿古四世揮軍直攻亞歷山 

     大城，城的市民眾志成城，竭力抵禦，他無功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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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北王廢棄聖約污褻聖地 

V28「北方王（原文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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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約」是指猶太人，與上帝立聖約的選民。 

      - 「反對聖約，任意而行」：猶太人誤以為安提阿古四世已戰死沙場，前任大祭司耶孫帶一千 

         人攻入耶路撒冷，由大祭司孟尼魯斯手中奪回大祭司職位。安提阿古四世認為猶太人背 

         叛他，到耶路撒冷重立孟尼魯斯為大祭司，並掠奪聖殿中的金銀寶物，拿走了聖殿中一 

         切金屬器皿，任意而行，帶回本國。 
 

29 到了定期，他必返回，來到南方，後一次卻不如前一次。 

30 因為基提戰船必來攻擊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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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9- 「他必返回，來到南方」：主前168年，安提阿哥四世再次兵臨亞歷山大城下，結果羅馬海 

         軍軍艦來支援埃及，只好退兵。 

V30- 「基提」：「居比路、塞浦路斯」，當時已為羅馬佔領。今日的賽普勒斯共和國Republic of  

                    Cyprus）。 

       - 「基提戰船」指羅馬軍艦。 

此時羅馬的勢力正擴充至中東，安提阿古四世不敢得罪這超級新興勢力，被迫徹退班師回國；羅

馬在一星期內征服希臘，又成為埃及的保護國。 

       - 「惱恨聖約」：安提阿哥四世在羅馬的壓力下由埃及退兵，正好遇到猶太人抗議他的希臘化 

         政策，於是猶太人成為他的洩忿對象。他任由官兵在耶路撒冷搶奪、殺人放火，城牆也 

         被拆毀，又建亞基拉城堡，以便監管控制聖殿地區，派兵長駐該城。 

       - 「背棄聖約的人」：一些投機份子接受安提阿哥四世的希臘化政策，成為安提阿哥四世的爪 

         牙。其中以大祭司孟尼魯斯為代表。 

       - 安提阿古四世說他必「回來聯絡背棄聖約的人」：這𥚃的「聖約」是指上帝和選民所訂立的盟 

         約。當時有猶太人妥協，接受希臘的宗教習俗，且游說同胞仿效他們接受「希臘化」； 

             這些投機份子成了安提阿古四世的幫凶，助他迫害那些忠於上帝的同胞。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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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1- 「興兵」：指的是主前167年安提阿古四世派阿波羅修領22000兵在安息日進入聖城，任意燒 

         殺，擄掠婦女。 

       - 「保障」：提阿古四世曾在聖殿以南為他的駐軍建立了亞基拉城堡，以便監控聖殿，故「保 

         障」指聖殿一帶。 

       -「除掉常獻的燔祭，設立那行毀壞可憎的」：安提阿古四世知道猶太人不接受希臘化政策， 

         是因他們信奉上帝；所以他廢除聖殿一切禮儀、獻祭、割禮，毀滅所有律法書，廢棄猶 

         太人飲食條例，禁止守安息日和其他宗教節期。在聖殿內設立宙斯像，獻豬為祭，以豬 

         血污穢祭壇、器皿，褻瀆聖殿，改名為宙斯廟。這個「可憎」的宙斯像，「毀壞」且污 

                  穢了聖殿。他還在各地設立那行毀壞可憎的，命令猶太人向偶像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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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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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提阿古四世巧言勾引那些背棄信仰的惡人，他們貪生怕死、是向他諂媚的信仰投機分子。 

      -「惟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那些真心以上帝為獨一真神的猶太人，像馬他提亞和 

         他五個兒子─約翰、西門、猶大、以利亞撒、約拿單，號召群眾起來剛強行事、護衛真 

         道、不隨流失、光復聖殿。 

   這次的革命稱為「馬加比革命」。為猶太人取得宗教自由，也取得政治上近百年的獨立，史稱 

   哈斯摩尼王朝。 這些猶太人篤信上帝，忠心至死，不肯敬拜假神宙斯。 
 

V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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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間的智慧人」：是指猶太人中仍忠於信仰的知識份子。他們不計代價的教導人。 

      - 「訓誨」：「使人明白」。 安提阿古四世使神選民受試煉，有些百姓背棄聖約，離棄信仰。 

         但民間的智慧人－即忠於神的人，將真理講解給百姓聽，訓誨多人。 這些人自己「剛 

         強」，也鼓勵同胞剛強壯膽，務要持守真道。他們甘心殉道，或被刀殺，或被火燒，或 

         被擄掠搶奪。 
 

V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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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稍得扶助」：可能指馬加比革命漸獲勝利，使忠於上帝的人暫時不受迫害，有100年左右 

         享有宗教、政治的獨立自主權。 

       - 「許多人用諂媚的話親近他們」：有些人參加馬加比革命只是趨炎附勢，籠絡巴結，因為害 

         怕馬加比黨的人對他們不利。這些說諂媚話的人參加起義，後來見鋒頭不對，又再次擁 

         護希臘文化，放棄原有的信仰。 
 

V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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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到了定期，事

就了結。 

     - 「熬煉」：「試驗」。 

    - 「因為到了定期，事就 - 「智慧人中有些仆倒」：老祭司馬他提亞在主前166年為國捐軀，死 

         前勉勵眾子眾軍說：你們當效法亞伯拉罕、約瑟、非尼哈、約書亞、迦勒、大衛、以利 

         亞、但以理等，剛強不屈，遵守律法，律法必使你們得光榮。 

   馬他提亞是祭司長亞倫的後裔。為了自由敬拜耶和華上帝而揭竿起义，他的五個兒子全是年盛 

   力強的虎將，先後擔任全軍統帥，尤以三子猶大最有才幹，人們以「馬加比」榮銜加給他，稱 

   他為「猶大馬加比」，即「鐵鎚」猶大。主前166-160年擔任統帥，光復聖殿，讓猶太本土有 

   宗，教自由，政治獨立自主。史家稱五虎強時代為馬加比時代，後代則稱為哈斯摩尼王朝。 

- 「有些仆倒的，為要熬煉其餘的人，使他們清淨潔白」：上帝讓認識神的人仆倒，為要熬煉其餘

的人，使趨炎附勢者受考驗而離去，使忠誠的人清淨潔白。 

神在兩約之間煉淨許多人，叫這些清淨潔白的人有敬虔的後裔，預備迎見基督來到。在舊約歷史

中，可能沒有一個時代像福音書的時代，有那麼多信從神的百姓，是聖潔的種類（賽六13- ⋯雖被

砍伐，樹不子卻仍存留，這聖潔的種類在國中也是如此。) 

◎這裡天使明說苦難是一種「試驗」，為要讓智慧人「被磨亮變白」。 

苦難能讓我們成長成熟，我們能體會了解嗎？ 

◎但以理是「智慧人」，今天我們能讀神的話的也算是「智慧人」。以色列人遇到邪惡的君王，

政治人物、宗教領袖如牆頭草時，「智慧人」是以色列國的最後一道防線。今天我們也可以是教

會的最後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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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高自大的王自認超過神並要攻擊上帝，他要得勢獲勝，但結局時無人能幫助他。 11:36-45 
 

◎這一段經文解釋的主要困難是此處的預言不全只是指安提阿古四世。那這段經文要怎樣看待？

安提阿古四世於主前164年11月遠征帕提亞人時，死在波斯的加巴。他逐漸在預言中隱去，敵基督

開始浮現。在預言了快要發生的事件之後，又預言在遙遠的將來以色列要面臨的事件，安提阿古

四世爲二者的連接。就是說這異象可以先實現在當日的安提阿古四世身上，又会應驗在末世時的

敵基督身上。 
 

V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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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主的憤怒完畢，因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 「奇異的話」：「難以了解的話」、「奇妙的話」。 有人認為這裡的王是指敵基督，也有人 

          認為是指大希律，第36-39節指殺嬰孩之大希律（太二1-18）。 

但以理在預言兩約之間直到基督來成全救恩這段歷史時，提及像亞哈隨魯、亞歷山大、安提阿古

四世這些王，現在提及新約時代即將開始時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大希律王，也不足以怪。何況這幾

節很適切 地應驗在希律身上。以下是有些人的看法： 

   - 「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可能指他在國中任意更換有權位者（如大祭司等)，他起意殺嬰 

      孩耶穌，自高自大，攻擊萬神之神。 

   - 「他必行事亨通」：羅馬皇帝恩寵他，在他的封土內，他有最大的權柄。大希律在主耶穌誕生 

      後扮演重要角色。 

也有人認為這個王仍指安提阿古四世，他自認是神的化身，所以自稱為伊比反尼(Epiphanes)意為 

「神顕者」。他自高自大，自認超過所有的神，講了許多攻擊萬神之神、萬軍之耶和華的奇怪的

話。他褻瀆聖殿，蓄意和神及選民為敵，招惹神的忿怒，神允許他任意而行、行事亨通，但所定

的日期一到，神必向他施行審判，直到主的忿怒完畢，因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V37 他必不顧他列祖的神，也不顧婦女所羨慕的神，無論何神他都不顧，因為他必自大，高過一

切。 

       - 「不顧他列祖的神」：指此人背棄自己傳統的信仰。若這人是「安提阿古四世」，他的確改 

       信了希臘的宙斯，撇棄了希臘傳統的阿波羅神。或因其自大，認為自己高過列祖的神。 

       - 「婦女所羨慕的神」：有人認為就是「搭模斯」 結 8:14 ，也可能是指敘利亞人敬拜的亞度 

      尼斯(adonis)神。也有認為這節原文是「也不顧婦女所羨慕的」，沒有「神」字。猶太婦女 

      羨慕做彌賽亞的母親。 

       - 「無論何神他都不顧」：表示是完全的無神論者。宗教信仰對他來說只是工具。安提阿古四 

         世搶奪廟宇的財寶來支付對羅馬的賠款。 

      而大希律竟敢起意殺嬰孩耶穌，連神的兒子都不怕，當然無論何神他都不顧。 

不管是大希律或安提阿古四世，都有敵基督的靈在他們裡面，末後日子的敵基督畢然也是如此。 

V38 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用金、銀、寶石和可愛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認識的神。 

       - 「敬拜保障的神」：「在他的位上敬拜堡壘的神」。也可指著「軍事力量」或「戰神」。 

  1· 安提阿古四世敬拜希臘神明宙斯Zeus，用大量的金銀寶物為宙斯興建了美輪美奐的廟宇。  

     2·大希律敬拜羅馬皇帝，羅馬皇帝宣稱自己是神，要人敬拜他。希律建了好幾座城來尊崇凱撒 

      (如該撒利亞)，也立許多凱撒的像供人敬拜。甚至在聖殿門口立金鷹（代表羅馬）。這些 

      乃是「他列祖所不認識的神」。  

     3·讚成「他」是敵基督的認為「保障的神」就是戰爭的神，暗示敵基督性喜爭鬥，到處與人為 

      敵。他且要用「金銀寶石」支持昂貴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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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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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為賄賂分地於他們。 

      - 上半節可譯為「他要在最堅固的保障立陌生的神，他要承認這神，且將榮耀加給他們」。 

   上帝的聖殿對猶太人言是最堅固的保障，而信奉外邦神的安提阿古四世靠外邦神的幫助，攻破 

   了耶路撒冷，褻瀆聖殿。 - 「凡承認他的，他必將榮耀加給他們」：瑪加比書記述安提阿古四 

   善待聽從他話的人。他常用權勢和財物來拉攏迎合他的小人，把耶路撒冷周圍的一些地，分給 

   駐守在亞基拉城堡的軍隊，「為賄賂分地與他們」。 
 

◎ 11:36-39 指的是安提阿哥四世或是敵基督，甚至大希律？事實上都有可能。因為這些人都有經 

   文記載的那些特徵。但這些特徵在歷代的統治者身上並不罕見，未來的敵基督有這些特徵也不 

   足為奇。 

V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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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末了」：「結局的時候」、「結尾的時候」。隱含著「末日時」的意思。本段緊接著是 

       十二章的死人復活，因此比較可能是指「歷史時代的終結」，也就是「世界末日」。 

南方王多利買六世要與安提阿古四世交戰，安提阿古四世以戰車、馬兵和戰船擊敗多利買六世，

大獲全勝，他又進入列國打仗。 

(安提阿古四世於主前164年11月遠征帕提亞人時，死在波斯的加巴。因此 11:40 的記載一定不是

他的第三次遠征埃及。) 
 

有些人認為第40-43節可能指羅馬安東尼與奧大維之戰。安東尼與埃及女王相好，將羅馬領土送給 

她，羅馬元老院遂授權奧大維征討。安東尼大敗身死。安東尼身在埃及，即此處之南方王，奧大 

維是北方王，後來稱帝，即基督降生時之亞古士督。 
 

也有認為這是指最後之戰，北方王是世界末了的統治者，有世界性霸權，無人能遏止其惡勢力。

他在米吉多平原上，即耶斯列，以色列的中心。隨著東邊的遊牧部落（可能是中國）和敵基督從

西邊來到以色列，最後爭戰的帷幕就要拉開了--哈米吉多頓大戰（啓示錄16：12-16）。 

 

有一解為南邊的勢力可能是以埃及為主的阿拉伯聯盟，北邊的勢力可能是俄羅斯。二者匯聚夾攻

以色列，就像火車踫撞一樣。俄羅斯沒能擒住敵基督，卻進入那榮美之地，有許多國就被傾覆，

但以東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亞捫人必脫離他的手(V41）。 

 

V41- 「以東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亞捫人必脫離」：可能是指這些國家與敵基督妥協，或者就是單 

         純的逃過一劫。     

       - 「榮美之地」：指迦南地，安提阿古四世進入榮美之地，施行毀壞，傾覆許多國家，但以東 

         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亞捫人必脫離他的手，因他們歷來都與猶太人為仇，自然支持安 

         提阿古四世，也因此不会遭受他的攻擊。  

V42- 安提阿古四世自高自大想做列國之首，所以攻擊列國，埃及地也不得脫離，因是他一直想征  

         服的；而羅馬帝國、敵基督都想做列國之首。 

    或敵基督北邊的勢力“伸手攻擊列國；埃及地也不得脫離。” 它要欺騙阿拉伯聯盟，它的軍 

         隊要從到東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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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3 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銀財寶和各樣的寶物，呂彼亞(利比亞)人和古實人都必跟從他。 

       -「呂彼亞人」：今日的「利比亞人」。「呂彼亞」位於埃及的西面。 

       - 「古實人」：今日的「衣索匹亞人」。「古實」在埃及的南方。 

     這兩處表徵全埃及都臣服北方王或羅馬的安東尼、奧大維，或是末日的敵基督，不管誰在埃 

     及掌權，當然都把持埃及的金銀財寶。 
 

V44 但從東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擾亂他，他就大發烈怒出去，要將多人殺滅淨盡。 

   - 安提阿古四世臨終前，進攻東面的帕提亞和北面的亞美尼亞，故東方和北方有消息擾亂他。 

      - 羅馬的三頭政治是奧大維執掌西方，安東尼執掌東方，李皮度執掌北非。安東尼進攻東方的 

      帕提亞，但他搞婚外情，疏忽東方戰事吃了敗仗；後來逃避奧大維的追殺，逃到埃及。 

      而羅馬對埃及是北方，所以從北方奧大維那邊有消息擾亂他。  

      - 也有認為第44-45節是回頭講希律王： 「東方來的消息」指東方的博士(太1:3 -希律王聽見了 

      就心裡不安。) 結果下令把伯利恆兩歲以內的嬰孩都殺了，將多人殺滅淨盡。 

     「北方來的消息」指同時候，消息自羅馬來説他的兒子有意奪其王位，他大發烈怒殺了幾個 

      兒子和牽扯在內的人，也殺了自己的妻子。 

      - 指北方的王在沉浸於勝利中時，“從東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擾亂他” (V44a) 可能是有關於反擊。 

      他於是重組軍隊，大發烈怒出去，要將多人殺滅淨盡。他必在海和榮美的聖山中間設立他 

      如宮殿的帳幕(V44b-45a)。 
 

V45 他必在海和榮美的聖山中間，設立他如宮殿的帳幕，然而到了他的結局，必無人能幫助他。 

       - 「海」：指「地中海」。 

       - 「聖山」：「錫安山」。 

   ◎本段是說一個「驕傲而抵擋神的王」，可用下面兩段經文中記載的王為例。賽 14:12-20， 

          結 28:1-19 (撒但及推羅王的結局)。 

 

安提阿古四世在以色列境內設置堅固壯麗的營房。他於主前164年11月20日至12月19日遠征帕提 

     亞人時，因病死於波斯的加巴(塔比)；也有人說他突然暴斃，無人能幫助他。 

 

大希律主前40年在以色列境內Masada山頂上營造巨大華麗的宮殿堡壘，設防建城保護自己。大希   

     律結局更是極悲慘，他患重病，極其痛苦，卻「無人能幫助他」。他下令殺伯利恆嬰孩時已 

     病入膏肓，卻仍兇殘地要除去「那生下來做猶太人之王的」。 

 

末日的敵基督也可能設據點在海和榮美的聖山中間，然而到了他的結局，必無人能幫助他，因為 

     神審判的日子來臨。 (帖後2:8)這「不法的人」的結局是：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 

          降臨的榮光廢掉他。他無疑是站在米吉多平原上，即耶斯列，以色列的中心。最後爭戰就要 

     拉開了--哈米吉多頓大戰（啓示錄16：12-16）。 以西結預言了巨大的地震，“暴雨、大雹與 

     火，並硫磺”(結38:19-23) 

許多人認爲這是核戰爭的可怕景象。不管如何，俄羅斯的軍隊最終被殲滅，只剩下東邊和西邊的

軍隊在爭戰，同時神的公義審判也臨到這個世界（見啓示錄16：17-21）。敵基督的靈在歷世歷代

以不同的型態，出現在不同的人身上，最終都是滅亡，神公義的審判必臨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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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這對我們今日意味著什麽？ 
 

但以理書第11章中預言的細節真是太奇妙了，我們不僅從中看到了國家的演變，也看到真實的人

和事被精確地刻畫出來。這些預言應騐在以後的幾百年年，歷史在我們眼前閃過，重復著同一個

故事：國家興亡，刀槍相向。這樣死亡與毀滅的故事能帶給人希望嗎？ 
 

彼得給了答案：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

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3:9)。 

基督給了每個人救贖的機會，只要還有罪人到祂面前來，祂仍會延遲祂審判的來臨。我們尚未得

救的鄰居、丈夫、妻子、或孩子會不會就是基督正在等待的人呢？我們是否打算今天就將這得救

之道介紹給他們呢？ 
 

許多聖經學者們不敢相信這是預言。然而就像以賽亞所說的「因為我是神，並無別神；我是神，

再沒有能比我的。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說：我的籌算必立定；凡我所

喜悅的，我必成就。」（以賽亞書46：9b-10） 

  

人為什麼不願意相信神蹟和預言呢？他們不願意相信上帝，抗拒聖經上超自然的事，不要聖經的

超自然的層面，因為如果相信，他們就得改變生活方式。但神並不只讓我們稱讚祂所做的工，祂

要我們被祂的工所改變。你若相信耶穌，就必須改變你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