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以理書                                           第七章          但以理夢見四巨獸異象             7/26/20 

 

但以理前六章主要是歷史叙述，帶有限度的預言；後半部主要在講述預言，帶有限度歷史記載。

當然還有另外幾種分法－1-5章vs 6、7、8、9、10-12各五小段(10-12為一單元)；或按語言、對象 

(亜䕞文對外邦人  vs -希伯來文對猶太人神的選民) 來分。 

 

這兩部分的不同是： 

1· 六章但以理用第三人稱叙述在巴比倫宮中的歷史 vs  㐧七章開始但以理用第一人稱敘述自己所 

  見之未來異象。 

2· 前半部大部分用亞蘭文來寫給外邦人看 vs 後半部大部分用希伯來文寫給神的選民。 

3· 外邦国王是特別啟示的承受人 vs 但以理是特別啟示的承受者 

4· 但以理是特別啟示的解釋者 vs 加百列是特別啟示的解釋者 

5· 主要是歷史叙述 vs 主要是論預言 
 

這后六章的預言部分主要由四大段落組合： 

1. 㐧7章是最長及最完整的預言，關於列国的興衰，以至地上最后的国度由神的国取代之 

 （與㐧2章的信息相似)； 

2. 㐧8章把前一 (7) 章中某部分再詳述之； 

3. 㐧9章預告弥賽亞何時来臨，及来臨后的遭遇与后果； 

4. 㐧10-12章為一單元， 

 

這部分的預言非常重要，因以色列国已遭巴比倫吞滅，敬虔的犹太人以為神已放弃他們，复国无

望，前途黯淡。但以理蒙神啟示，知道神永遠眷顧以色列，神感動古列讓選民回歸重建家園前，

先讓他們知道神選他們的恩典，使他們得鼓舞，信心堅定，愿意回歸，繼續等候倚靠神大能的手

重建他們的国度。 

 

七-十二章 -預言非常特別也非常詳細，非常符合歷史事件，完全就是先把歷史寫下來。只有神的

啟示才可以這樣寫出來。上帝不能改變過去，但祂知道未來如何，祂都事先看見。 

1. 是獨立的幾個事件。不是一個事件接著一個事件連續發生的。 

2. 不是按順序發生。譬如第八章的事不一定是在第七章之後發生。所以不是照順序那麼簡單的。 

3. 每個異象涵蓋的期間不同，有些異像指未來很短的一段期間，有些則指較長的期間; 也有先 

   講一段很短的期間，再講一段很長的期間。所以不能隨便放在一起。 

4. 有些異像重疊，指很長的期間，然後一個很短期間的異像，重疊起來敘述的更詳細。這些異像 

   涵蓋基督之前的時期，及基督之後的時期(BC & AD)。前段時期結束在基督第一次降臨，而另 

   外這段時期的異像則是結束在末日。這些異像都和’末世’ 有關，是基督降世前的末世(BC) 

   及基督降世之後的(AD)末世。兩段時期是相隔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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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内容及性質而言，第二章在公元前604年左右启示的四金属塑像和第七章在大约公元前553年启

示的四怪兽，这两个异象都是完全对应的。它们都预表了四个帝国的连续统治后，分裂成十个单

位。都論及在以色列重建前外邦国的遭遇。雖是講同一件事但屬靈的深度不同，用不同的角度來

看同樣的事情。㐧2章是从人的角度看，㐧7章从神的觀点看，加強了㐧二章尼王巨像的夢，講的

更加清楚。从人的論点看，㐧2章所記是一个极威武的大像，意說人的国是強勢雄偉的；从神的眼

目看，㐧7章所記是窮凶极惡的怪獸，意說人的国是獸性的表現；前者是尼王征服者的人像之梦，

后者是但以理俘虜者的獸像之梦；从征服者的觀点看這世界就是金、銀、銅、鉄所堆砌，国度的

演進發展是由金而泥，价值一落千丈；从一亇被俘的神選民的角度看，世上的国皆凶残无比，顯

出人墮落後罪性的敗坏无以复加，也是以色列的亡國血淚史，但主必再來，賜給盼望。 

 

第七章有一些不尋常的事。異象中的㐧一隻怪獸是有翅膀的獅子，第二隻是大熊，第三隻是有4頭

4翅的豹，第四隻只能把它形容為像猛龍怪獸的東西。再來是一個在地上建立的上帝的國度，由一

位像人子的建立，衪駕雲而來，要和至高者的聖徒一同作王。這個預言還未應驗，相信這是基督

第二次降臨的事情。四獸代表末日時地上的強國。這三隻獸獅、熊、豹會存活到最後，然後被第

四隻不知名之獸取代。 
 

第七章講到最後的強國，降服於敵基督。然後上帝的國度降臨，人子駕着榮耀的雲來到，衪要對

付敵基督，征服所有地上的國家，讓世上成為上帝和基督的國度。第70個7就在這時，這最後一亇

7充滿了患难，它分為兩半，各三年半。啓示錄裡也提到這數字，1260天、42個月、三年半大患難

時期。 
   

这两章同樣指出「外邦人日期」演進的過程（路21:24）；由犹大国滅亡，巴比倫統管天下，至耶

穌基督之国建立之時，如保羅所說，待外邦人数目（「数目」原文可指「日期」）添滿，以色列

人才全家得救(得國)，(羅11:24）。所以后六章啟示神所揀選的以色列国被撇置一旁，神讓外邦

国肆虐（亞11:10；13:8-11），至他們受管教的日期滿足，神才轉向選民施恩。 

 

但以理的預言在他死後六年開始應驗。他看到基督㐧一次降臨前的情況(西元前結束前的情況)，

但沒有說基督㐧一次降臨後的情況。但以理也描述了一些基督第二次降臨前的事( 西元後結束的

情況)。但以理看到這基督㐧一次和㐧二次降臨的事。但以理並不知道兩件事間會相隔多遠，只見

到一件事來臨，就稱它為’國’，却不知這國會分為兩個時期臨到。因為這王會來兩次，我們現

在知道了，所以這些預言指出王第一次降臨之前的事及王第二次來臨的事件。而這兩段期間的事

件幾乎是一模一樣，如西元前後這兩段時期，都出現一個大惡人，就是西元前的安提阿古四世及

西元後的敵基督。兩個時期的情況非常相似，也就是說看基督第一次降臨之前的事件，就可以幫

助我們了解他第二次降臨之前的事件，如此在讀的時候才會有整體的概念。 

 

基督第一次降臨把歷史分成兩部分，而基督第二次降臨則會終結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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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甲尼撒王在㐧二章的夢，是預言巴比倫之後的幾個帝國會越來越弱，最後在羅馬最後時期基

督第一次降臨。但以理那時以為上帝的國會徹底取代人類的國，但不知其實上帝的國在世上會和

人類的國並存一段時期。我們如今就住在上帝的國裡，但人的國也同時存在，將來有一天世界會

變成只有一個國。但以理沒見到重疊的部分。尼布甲尼撒做的巨像夢，見有一塊大石從山而出，

這石塊不是人手鑿出來的，砸中人像的腳，整座人像就倒了。這石塊就是上帝的國，它進入人類

的國，粉碎人所有的國。人類所有的國都傾倒，在原地上建立神的國。但以理以為這件事一次就

完成，但是我們現在知道這要分兩階段完成。世上的國和上帝的國會並存一段時間。 

 

但以理书充满预言，一位解经家在其中数出了58个不同的预言! 这些预言时间跨度长达几千年，

有应验于但以理时代，有应验于耶稣时代，有应验于 20 世纪，还有些得等到末世才会应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7:1-12:13 包含了四個異象， 7:1-28 第一個四獸的異象、 8:1-27 第二個是公綿羊与公山羊 

   的異象、 9:1-27 第三個七十個七的異象、10:1-11:4 第四個南王與北王爭戦、末日異象。 

◎第一異象與 但 2:31-45 的金像之夢相對等，意義相近。這個異象是用亞蘭文寫成，而後三個 

   異象是用希伯來文寫成。 

◎㐧七章是但以理書後半段中最為人熟知的一章，也是新約(特別是啟示錄）引用與間接提及最頻 

   繁的一章。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第一異象—但以理夢見四巨獸(獅、熊、豹、及鉄牙11角怪獸) 的異象 (V1-8) 

V1- 「伯沙撒元年」：西元前552或551年。伯沙撒在位十四年便被波斯滅亡（但5章）。 

V2-「看見」：但以理在梦中見数个异象（「异象」為复数字）。在异象中看見 

     (全章共有十次「看見」)。 

  -「天的四風」：與 亞 2:6 6:5 一樣，意義是「全地」。四面而來的風，風的陡起指不是内患 

     就是外侵，世上邦国皆是不安定及無宁靜。 

     風- 神的使者(詩104:4)神用風執行祂的命令，或戦爭(耶25:32)。 

  -「大海」：即地中海，時至今日，犹太人仍称地中海為「大海」。 

    「海」在圣經中經常象徵外邦(賽17:12-13；27:1；57:20；耶6:23；啟17:15)。舊約中也被 

      當成是敵對神的混亂勢力與孕育怪獸之地，( 創 7:11 賽 51:10 摩 7:4 伯 26:12-13  

      詩 74:13-17 )，用「海」表達敵對與毀滅的意涵。 

      聖経上的東、西方都是以地中海為中心，帝國興衰历史都是以兩岸的四亇帝國為主。   

            東辺有巴比倫及波斯(瑪代)文化，西辺有希羅文化(希臘、羅馬)。 

      在迦南和巴比倫神話中，神明都是打敗海神才創造出世界與人類。 

V3-「四個大獸」： 賽 51:9 記載了耶和華打敗海怪，這四隻怪獸也是迦南傳說中挑戰天神權威， 

        但至終失敗的怪物。這也用來表示歷史上的帝國都是敵擋上帝的。   

 

但以理看見(㐧一次)一個像獅子，有鷹的翅膀。 

V4-「獅子」、「鷹」：「獅子」代表權柄、「鷹」表示力量與速度，分別是百獸和百鳥之王， 

       這兩個動物都曾被耶利米、以西結、哈巴谷等先知用來形容尼布甲尼撒王 (耶4:7； 

                49:19，22；50:17，44；哀4:19；結17:3，12；哈1:8） 



考古学家在巴比倫及亞述遺址掘出甚多獅身鷹翅的圖形。         4 

狮子于巴比伦就像后来鹰于罗马或是几千年来龙于中国一样，是国家的像徵和標誌。 

 

但以理又看見(第二次)這獸的翅膀被拔掉；兩腳站立像人一樣；這獸又得了人心。 

   -「翅膀被拔去」：与4:31-37 尼布甲尼撒王被降卑的事件對應。獸的翅膀像徵速度与行動。 

     翅膀被拔掉，顯示尼布甲尼撒那次被神刑罰在野地居住七年，以致全无行動。 

   -「得立起來」：「被扶起來」。代表尼布甲尼撒因神的管教而馴服有改變成了人形。 

   -「得了人心」： 4:16,34 ，尼王被處罰變為獸心，悔改後而得回人心。 

 

异象中的狮子与第4章尼布甲尼撒王降卑和恢复正常的记载对应。故一般都認為第一獸為巴比倫国

(如尼布甲尼撒金像梦的金頭-2:38)。 
 

第二獸為旁跨而坐的大熊，嘴銜三根肋骨，被吩咐去四處吞噬多肉。 

V5-「熊」：敘利亞的熊有250公斤重。熊體大行動慢，攻擊是壓倒式。 

     -「旁跨而坐」：「身體的一邊挺起」，指一腿高(波斯)一腿低(瑪代)，表示一邊主導另邊。 

               有向前攻擊的姿勢，要採取行動、進行侵略。 

     -「三根肋骨」：這獸要吞滅三国；指波斯攻佔西邊的呂底亞(土耳其小亚细亚地區- 546BC)， 

               西北辺的巴比倫(539BC)及以南的埃及(525BC)三大帝國。 

     -「吞吃多肉」：波斯帝國窮兵黷武，野心勃勃，這裡顯示出那是上帝所允許的。波斯多用人海 

               戰術作戰得勝，四處擴展版圖，東至印度，西至希腊邊緣。如亞哈隋魯王(皇后 

               以斯帖)， 最富最強時從49亇國家調來260萬人組成的軍隊去攻擊希臘。 

  這熊該指瑪代波斯的聯盟国(529-331BC)，勇猛像熊，不亞于巴比倫。 
 

但以理又看見(第三次)一怪獸，身像豹(「豹」字原文「有斑点的」)，有四頭及四翅膀。 

V6-「豹」、「背上有鳥的四個翅膀」：豹子生来就是一种敏捷的动物，这豹子还有翅膀，能飞，   

                              强调其速度，表示「動作之迅速」。 

     -「豹」：應該是描述希臘的第一位君主亞歷山大，他的武力強大又靈活。他有個夢想要把東方 

           西方融合為一，(豹紋)，自己娶了波斯女子，也要他的三萬多士兵中，有一萬人娶波 

           斯女子。 

     -「四個頭」：「頭」也是「領袖」的意思，可能是指希臘帝國後來被四個將領分為四個部份。 

     -「得了權柄」：指「神提供了權柄」。即希臘的興起，也是神許可的。 

     -「權柄」：(原文「獲得領土」，但以理可能看見此獸践踏甚多地土)。 

           亜力山大大帝，只有三萬多人的軍隊卻在12年內征服了當時的世界。 

 

按歷史次序，這豹就是波斯之后的希腊帝国(331-63BC)。亞力山大大帝的军队由西进军的速度如此

之快，被形容为‘快得脚不沾尘’。在八年内便横跨了接近18万公里(11万哩)之地土，其軍隊進兵的

速度惊人(如四翅豹般的神速)，他在331BC 以3万5千精銳部隊，以寡敵眾推翻了龐大的波斯国。 

他33歲英年早逝(323BC)，帝国被手下四将軍瓜分(獸之四頭)：加山大(Cassander)得希腊本土及馬

其頓；呂西馬古 (Lysimachus)得東希腊及小亞西亞；西流古(Seleucus)得叙利亞及巴比倫一帶，並

遠至印度；多利買(Ptolemy)得埃及、北非、巴勒斯坦及亞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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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看見(第四次)第四怪獸，他形容為：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鐵牙；頭有十

角；正在吞吃嚼碎 並用脚践踏剩下的。正細看(第五次)獸之十角時，見有一小角長出，将十角中

在小角前之三角連根拔出，這小角長有像人的眼及口，能說夸大的話。但以理對這獸另眼看待，

多費筆墨形容，以示此獸的凶残厲害程度遠胜先前三獸，為极其恐怖强壮的铁齿兽。 

 

V7- 有「大鐵牙」的怪獸：與 2:33,40 相對。是不知名的獸有大鉄牙、銅爪。與前三獸不同。 

     -「十角」：表示此獸有強大的自衛與攻擊力量。也可能表示有十個領袖同時存在。 

   

與第二章的金像一樣，眾多不同看法，有認為第四獸是羅馬帝國，因為瑪代並沒有真正成為一個

大帝國過，與波斯為一。 

有認為第四獸是希臘，而這十角就表示希臘帝國的十個君王，小角就是安提阿哥四世。但這十角

是同時存在的，「十」這個數字也可能是象徵性的數字，用來表示「許多」。 

但無論是希臘或羅馬帝國，都沒出現同時有十(多)個領袖的狀況，因此這也可能是以羅馬帝國為

代表，指向末世的狀況，即末世同時有十個或多個領袖掌握世界的權力。 

V8-「小角」：可能指這個領袖一開始不是非常引人注意。這個小角，有人認為是安提阿哥四世， 

      也有人認為是敵基督啟 13:5-8 17:11-14 。 

     -「三角....連根被牠拔出來」：表示小角征服了三個國家。 
 

按歷史言，希腊帝国之后，是羅馬帝国。羅馬建国于主前590年，其影響力至主前241年才崛興，

這時希腊已統治当時世界，羅馬才剛脱穎而出，先后征服西班牙(230BC)，北非(202BC)及地中海眾

多海島国。古史家描述地中海成了羅馬国的「内陸湖」。主前63年羅馬将軍龐比征服耶路撒冷，

以色列遂成為羅馬版圖之一。此后无論在軍力、版圖、政律、民生各方面，之前的古帝国都望塵

莫及。古教父丟尼修(Dionysius)曾說：「羅馬将東西聯成一大国，其版圖為世之冠」。在主降生后

数百年間羅馬勢力不断向外延伸，西至今日之英、法、比、瑞、德，東至印度，南至非洲，其版

圖之大空前絕后，至主后1453年帝国分裂。 

但以理描述第四獸時，特別提腿這獸的十角及后来變成八角。對這特殊現象，有衆多不同解釋：

1)這是指西流古王朝的情况，十角指十王，由西流古一世(312- 281BC) 至西流古四世(主前187- 

175)。崛起的小角就是安提奥古以彼芬尼(Antiochus Epiphanes)；2)指羅馬帝国数百年歷史，演

變至甚多小国時，而那小角就是羅馬教皇；3)論這帝国将来的情况一>此解說較為正确，主因有三

：1)因為十角同時長出，表示十王同時出現，這情况在羅馬歷史上从未出現；2)小角推翻三角，

而率領七角，此事必指将来才能發生；3)參照相對的經文(但2:44；啟17:12)，是指将来羅馬帝国

在這「小角」帶領下所組成的聯合王国，俗称「末世复興的羅馬帝国」。這小角是将来統領這末

世复興羅馬帝国的敵基督。他有人的眼，表示他有特別的智慧解决世人的問題，世人才誠心讓他

帶領，但他向至高者說夸大的話，褻瀆神，及反對神的選民（7:25；11:36；啟13:5，6）。 

 

顕然神已在暗中佈局，藉著政治版圖的變更，一切均為著福音的傳播。 

這四獸在神的計划中對預備福音广傳大有貢献，因(1)巴比倫除凈選民拜偶像的雜質；(2)波斯将選

民遣回應許之地；(3)希腊為福音而預備了一通用的語言－新約用希臘文寫；(4)羅馬為福音使者預

備了太平之路，可見世界各国的演進均能完成神的旨意，正如詩76:10言：「人的忿怒，成全了神

的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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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此時(第六次)看見有宝座設立(「宝座」是复數、原文指審判之座)，其中一个坐著「亘古常

在者」（原文「日子之太初」，指「歷史之初」，含意說神是歷史之神，他的審判由始而終的公

平正直。他由時間的開始便視察世界国度的演變；神是「日之頭」，即時間之始源）。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但以理見上帝坐在寶座上行審判，殺了小角、奪去獸的權柄，人子掌權建立不敗壞的國度(V9-14) 

但以理尽量用人能領悟的話語繪写神的形状。此時似是一个森嚴法庭的景象，神像个法官，衣裳

潔白如雪，頭髮如純淨羊毛無比聖潔。其宝座在一座有烈火的輪子之上，刻画出神的宝座是个審

判座，随時開庭審判。這審判用另一像徵表達：在神面前有火像大河巨浪滔滔的涌現，周圍有千

万待命執行審判的天使(多年后約翰在异象中亦看見相同的偉景，啟5:11)。神展開審判案卷施行審

判。(詩9:7-他已經為審判設擺他的寶座)。 

V9-「寶座」：原文是複數，表示有許多寶座設立著，跟 創 1:26 的「我們」一樣，是一種「尊貴 

             的多數」，來強調宝座的榮美尊貴。 

     -「坐著」亙古常在者：原文是單數型態，表示只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亙古常在者」：原文直譯「古老的日子」，意思是「壽高年邁者」。當然這是指「神」。 

             猶太人尊重老年人是有見識的權威人士。 

     -「衣服潔白如雪」：表達「公義」、「聖潔」。 

     -「頭髮如純淨的羊毛」：可能指「智慧」或「聖潔」。 

     -「火焰.... 烈火....火河」：應該是跟「審判的能力」有關。 

     -「其輪」：與 結 1:4-21 的描述相近，指神是活動自如的。 

V10-「從他面前有火，像河發出」：原文是「有火河從他面前流出」。 

     -「事奉他的....侍立的」：指「天使」。 

     -「案卷」：「書籍」，複數型態。當時的書籍不多，指的應該是「罪行的記錄」。 
 

但以理繼續觀看(目不暇給)的看(第七次)，見那第四獸仍繼續口吐狂妄、褻瀆神的話，見(第八次) 

這獸終于被殺，被扔在火中焚燒。其余的獸（「獸」字是复語字，即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腊）

的權柄早被奪去，国家早已滅亡，只是生命仍存，因為他們的人民被戰胜国搶奪去，与戰胜国的

人种混合，直至所定的結局，即各自被戰胜国吞滅，而最后被神国取代之，這是發生于災難期的

末了（亞14:14；啟19:17-21）。 

V11-12- 審判的結果是第四獸被殺，三獸權柄被免除。這個應該是小角与第四國被立刻毀滅，其他 

      三帝國的霸權不再，但歷史尚未結束，他們的最終審判要等到末日才執行。 

 

按圣經的末世啟示，這審判是在敵基督被滅后 (即災難期的末了)，在人子国度建立前施行。 

V13-「人子」：「人的兒子」。這人物有諸多爭論，有認為這人就是 7:27 「至高者的聖民 」， 

      代表以色列人，也有人認為這就是「彌賽亞」，也就是「耶穌基督」。 

       -「駕著天雲」：原文是「跟天雲同來」、「與天雲同來」。 

      出 13:21 19:16-19 利 16:2 中，雲的出現都與神的顯現有関。 

      詩 104:3-4 賽 19:1 鴻 1:3 都表達雲是耶和華的交通工具。所以這個人子似乎分享著神性。 

V14- 各方、各國、各族：(但5:19，6:25; 啓5:9，7:9⋯⋯7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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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又看見(第九次)一位像人子从天而降，到亘古常存者前，接受權柄，建立其永遠的国度。 

「人子」- 弥賽亞是正确的解釋，因為 

1)「人子」除非顯著的上下文是指人（如結2:1，3；詩8:4；但8:17)，此詞通常慣指耶穌基督； 

2)「人子」这裡有神的性情； 

3)「全地人都要事奉他」一詞只配給耶穌基督，因圣經多處說祂是全地的王(詩2:6；賽9:6，7； 

   11:3-5；弥4:1-7；5:2-5；亞14:9，16，17；路1:32-33)； 

4)「人子」一詞指弥賽亞； 

5) 耶穌基督引用但以理書的經文(如「人子」此詞)作為自己使命与工作的支持（太24:24-31； 

   25:31；26:64)； 

6) 門徒約翰亦将「人子」一詞用在耶穌基督身上(啟1:7，13；14:14）； 

 

弥賽亞国是大小先知書多處的預言，亦是以色列人复国的盼望，此盼望在但以理書内特別顯著，

以色列的神将其国賜予其子，并以其子之權柄在地上建立永遠的国度，使以色列兼全地人蒙恩。 

 

一一一一一一一 

但以理夢中的四獸： 

7:4 頭一個像獅子 

7:5 又有一獸如熊，就是第二獸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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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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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頭有十角。 

但以理书明确地说明这个异象是关于未来几个连续的帝国。 

但以理書2:31-45 與 7:1-14. 比較這兩個夢的內容。 

 

頭是精金的                     / 獅子 有鷹翅           / 巴比倫 

銀胸膛和膀臂                 / 熊 旁跨而坐           / 瑪代波斯 

銅肚腹和腰          / 豹，有4鳥翅；四頭         /希臘帝國 

鐵腿，半鐵半泥的腳 / 第四獸為鉄齒怪獸 (7:7) / 羅馬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有關四獸的真相（7:15-18） 

但以理看到異象覺得憂傷害怕，詢問天使異象的真相，(首半部但以理是异象的解釋者，后半部他

則要倚靠天使的講解)。所得答案為四獸代表四亇國度將要在地上興起，最後上帝的子民要得到永

恆的國度。 

V15-「里面」：意「劍鞘」。 

       -「愁煩」：「憂傷」「抽攣」。 

       -「里面愁煩」：原文形容如劍出鞘般，内里虚空莫名、惊惶万分。 

V17- 四「王」：等同於是「國」。 

       - 「將」：「将」字是不完全動詞的表達方式，不是還未出現，是「還没有完成」，即四王還 

             未行完歷史走廊。 

V18-「至高者」：原文型態是「陽性複數」，與 7:9 的寶座同是「尊貴的多數」。 



       -「聖民」：原文是複數，「聖者」的意思，可能指天使、神的百姓，       8 

        「至高者的聖民」在死海古卷等文獻上，意義都是天使，但從前後文 7:21-22 ，可知 

         這裡應該是「神的百姓」的意思。 

       -「得國享受」：原文是「得到國度，並擁有這國度」。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有關第四獸的真情（7:19-22） 

但以理希望更了解第四獸的真情，為何第四獸与前三獸大不同？忽然他看見(第十次)第四獸的那

小角与圣民（以色列人）争戰(V21)，且胜了他們，直至亘古常存者插手干預，這群圣民才得伸冤

（轉敗為胜）而得進入神国（7:21-22）。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天使繼續解釋第四獸就是第四国（7:23-25） 

它能吞滅全地（較7:7的形容更進一步)，在領域及疆土方面尤胜前三国（7:23)。㐧四王(小角)折磨

至高者的聖民(V25)。但上帝要審判這個國，賜國度、權柄給至高者的聖徒一同作王(V27)。 
 

V20-「強橫」：「強大」。 

V22-「伸冤」：「審判」、「裁決」。 

V24-「後來又興起一王」： 就是小角，代表最後的一王。 

       -「制伏三王」：可能這三王不服他的管理而想反叛。有解經學者称這三国是歷史之影子， 

         歷史是叙利亞（北方王）、埃及（南方王）、米所波大米（東方王）。 

V25-「說夸大的話」：「夸大的話」，原文可譯作「反對的話」，直意則是「在旁邊說話」，含義「高 

             舉自己，与神同等」(如但11:36；帖后2:4；啟13:4，8，12，15) 

       - 「改變節期和律法」：律法可指宇宙之律，「上帝定的規範」或「摩西律法」。包括管理世 

         人及以色列的道德律，「節期（時令」代表以色列的宗教節日，是神管理世上的特權。 

         現今小角意想改變之，意是他想推翻神的管理，以致聖民被折磨。 

       -「一載、二載、半載」：原意「三次半」，即三年半 (4:16，25；12:7，12；啟2:14；13:5)。   

         不直接說「三載半」可能是為要表達小角迅速興起，看起來會延續到很久，最後卻突然 

         滅絕。 

有認為「一載、二載、半載」是希臘安提阿哥四世派其將軍阿波羅留迫害耶路撒冷開始(主前167

年6月)，到馬喀比清洁聖殿(主前164年12月)為止，大約有三年半的時間，也就是大約1277日。當

然這是認定第四獸是指「希臘」，這說法的弱點是希臘的安提阿哥四世滅亡後，以色列人並沒 

有統治天下諸國。 

 

如果認定這十角與小角是末日要發生的事情(目前還沒有發生)，那這異象就不難解釋了。亦即末

日前敵基督將會得勢，折磨神的子民。這預言還未應驗，這是基督第二次降臨的事情，屆時聖民

要享有國度與權柄。把這四個國家都當成目前都還沒出現的國家，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對。只是這

樣末日就可能還有一段時間了。 

 

當過去的預言一一實現時，相信未來的事必定成就。這些預言是有關以色列的命運（但在属靈原

則下看，甚多教訓警惕可用在任何時代属神者的身上，包括教會）。主必再來，賜給盼望。祂的

國是永遠的；一切掌權的都必事奉祂，順從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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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但以理書第一讀者的角度來看，他們也無法完全確定但以理所見的異象所指為何，但可以確

定的是人類歷史的進展中，好似那些兇惡而敵對神的帝國掌權，一國興起又被另一國取代。但事

實上神才是歷史背後真正的掌權者，祂將給予被壓迫的子民終極的正義。 

但以理所有的预言核心都是以色列，着眼于统管巴勒斯坦的国家，预言具體準確。对于统治以色

列的帝国，先是巴比伦、然后是波斯、再是希腊、后是罗马，这些预言连细节都一一应验。罗马

直到主前 63 年才统治巴勒斯坦。但以理書在公元前 500 年之前写成的，他对罗马帝国的预言直

到公元前 165 年还不为人所知。罗马帝国之后的事情就更无法预测了。但以理也预言了以色列重

建时的情况: 罗马帝国会按照族系分裂为一群独立的国家。这清楚地体现在经文中: 2:41,43 vs 

7: 24 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将要兴起的十个王。他之所以能凖确地预言未来，是因为他是

从上帝领受启 示。而且那位能预知未来的上帝，也肯定是那位能控制未来的上帝。 他是真神!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第四獸的收場 (7:26，27) 

第七章講到最後的強國，降服於敵基督。然後上帝的國度降臨，人子駕着榮耀的雲來到，衪要對

付敵基督，征服所有地上的國家，讓世上成為上帝和基督的國度。第70個7就在這裡，這最後一亇

7充滿了患难，它分為兩半，各三年半。啓示錄裡也提到這數字，1260天、42個月、三年半大患難

時期。但以理看到基督㐧一次和㐧二次降臨的事。 

第四獸的小角折磨神的選民至神忍无可忍的地步，神就以審判者的身分介入，奪去及毁滅這小角

的權勢(帖后2:1-8；啟19:11-21)，然后為選民建立那應許給他們永遠的国度（啟20:1-6)。 

 

有数点理由可指出這要建的国确是基督在世上的国 (7:27) 非指属靈国度。 

1) 這国度出現在十角及小角被毁后，属靈的国不需要等到此時； 

2) 敵基督的国仍在将来，而属靈的国早已存在； 

3) 7:13，14及7:27指同一的国，那是基督第二次来臨后才建的，属靈的国早已存在； 

4)「各方各国各族」及「全地掌權的」在7:27是指将来的事，至今還未實現（7:14）， 

  而属靈之国已在進行中； 

5) 耶穌基督視但以理有關国度的預言仍未應驗（太24:15；但12:11）； 

6) 啟13:1；17:12的异象仍是連續性非回顧性。 

两异象中，第四王国的细节如下: 

1. 都含有铁，強調它極其強壯 －2:40和7:7; 

2. 都说它会将其他王国毁坏殆尽 －2:40和7:7，19; 

3. 都包含了数字十，用脚趾暗示的‘十’，或指明的‘十角’－2:41-42 和7:24; 

4. 都先后以两种形态存在，第二章铁腿分裂成铁和泥的混合物; 第七章一个王国興起十个同时单独 

    掌权的王国 －2:41-43，7:24 

5. 以后种形态存在的王国，其后紧接着的便是神永恒的国度－2:44 和 7: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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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全幅末世預言看，第四国(就是敵基督国)服在小角的領導，他的任務主要是反對神，并折磨神

的選民。歷世歷代中，「反犹潮」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末世時這种事尤甚于歷史上已發生的例子

（太24:9，10；25:35-46；啟13:5-7，20:4)，敵基督反對神的百姓，企圖改變神的道德律、管理律

等，災難期的后三年半，他极大肆虐以圖毁滅神的選民，推翻神的律法(但9:26，27；結37:23；

啟12:6，14；13:5)，但神在适当之時必出手干預并制服他，神的国（弥賽亞国）随着建立起来，

神的国是本章的第五国，亦是相等本書2:45打碎列国之「石頭国」。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异象的結果（7:28） 

但以理明白這异象的意義后大為惊惶困扰，尤因第四獸的小角諸方折磨神的圣民而憂心不已，但

他没有懷疑這事的真确性，完全承受下来，存記在心(没有与別人共享之，可能其三友已逝世)，

待神以事實證明此异象的真确 (此節結束本書用亞蘭文写成的部分)。 

 

當我們對敵基督有進一步的認識以後，我們可以持有三個態度來面對： 

一．注意中東局勢的發展，當敵基督將要來臨時，以色列將是世界局勢的中心。 

二．根據對預言正確的了解去解釋。知道每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是神完成祂計劃的一部分。如此會 

    幫助我們在混亂中保持冷靜。我們或許會面對許多的攻擊，但卻不被擊倒。 

三．根據神的應許期待基督的再來。既使在大災難中我們也不需要懼怕敵基督。因為我們知道這 

    故事的結局－我們將與基督一同得榮耀。帖前 4:16-18。 
  

表面上敵基督提供了人類的希望，甚至戰勝人類所懼怕的死亡，看起來他給人類帶來希望快樂，

但這表面的一切卻是引到永遠的滅亡。約翰在約翰一書2:18-22提醒我們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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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他

們出去，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 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或都有知識）。 

我寫信給你們，不是因你們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們知道，並且知道沒有虛謊是從真理出來的。 

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嗎？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督的。 

 

按歷史及末世啟示，羅馬国可分作三个階段（頭一階段已在歷史上完成，其它仍待将来才實現)：

1)「獸的階段」(7:23)，是歷史上的羅馬国； 

2)「十角階段」(7:24)，是将来十国聯盟時； 

3)「小角階段」(7:24) 是敵基督掌權時。 此時以色列人在災難期广受敵基督的迫害, 尤以在七年災 

   難的后半期為甚 (但9:26，27；啟12:1-6，13-17），受害者達三分二人(撒迦利亞12 : 8 , 9）， 

   直至基督二次降臨，才消除敵基督的国度，建立應許，的弥賽亞国（啟19:14-26）。 

 

分裂成许多小国，正是 1948 年欧洲的确切状况。惊奇的预言是，第四兽的最后形态会是多种族自

愿加入的联盟，不是通过战争而建立的帝国: ‘他们也会和各种人混杂’。不仅如此，这个联盟不会

形成一个联合统一的国家: ‘却不能彼此粘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