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以理書                   㐧八章      第二異象 - 公綿羊與公山羊                           8/2/20 

 

㐧八章開始又回到用希伯來文寫。 

 

㐧二章到㐧七章均是用亞蘭文，可以看到一個特別的結構，彼此對應： 

㐧二章 尼王巨像夢，   㐧七章 但以理四獸夢， 

㐧三章 三友火窯事件， 㐧六章 但以理獅坑事件， 

㐧四章 尼王的驕傲 一> 㐧五章 伯沙撒的驕傲   个 

 

一、三、六章 -三亇在逼害中持守信心的故事，是為了給在列國中受害的神的子民帶來盼

望，他們受苦是因為人的國背棄神成了獸，所以勉勵我們要耐心等候神國的降臨統治我們

的世界，為衪受苦的子民辯護。但是什麼時候才會這麼做呢？最後的三個異象探討的就是

這個問題。 
 

這幾章主要是說以色列国受外邦統治至弥賽亞国建立的過程： 

(1) 但8章  - 以色列在希腊統管下的遭遇； 

(2) 但9章  - 以色列在歸回時期至弥賽亞建国之間的遭遇； 

(3) 但10-11:35      - 以色列在波斯与希腊統管下的遭遇； 

(4) 但11:36-12:13 - 以色列在末世的遭遇。 

 

總言之，從第八章開始，神藉但以理預言以色列在不同時期的遭遇： 

(1) 在波斯時期回歸祖家，重建庭園、圣殿、城牆； 

(2) 在希腊統治下經歷各方摧残，尤在安提阿古(安提奥古以彼芬尼)之時； 

(3) 在羅馬時期，再次完全滅亡，重演主前586年的故事，直至神的国擊破末時羅馬帝国 

   在敵基督率領下對神的反叛為止。 

 

神在本章内回答了一些問題：神的選民在這段「外邦人日期」的期間，有怎樣的遭遇、将

来的命運又如何⋯。 

 

异象的史地（8:1，2） 

第八章是但以理看到的㐧二異象，是㐧一异象(7:1) 二年后的事，所以7、8 兩章是在㐧五

章前發生，是伯沙撒在位第三年。有関於㐧七章四獸異象中的最後兩隻獸：熊- 公綿羊 / 

瑪代波斯帝國) 與 豹- 公山羊/ 希臘)。此時但以理約七十出頭，他看見一個与先前所見不

同的異象。這次他不是在梦中，可能在白天看見。他在巴比倫宮中，在异象中看見自己在

以攔省書珊城内的烏莱河邊。但以理不可能跑到以攔接受這异象，他只在异象中被帶到那

里觀看异象（如先前的以西結般，結8: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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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一隻兩角公綿羊被一隻獨角公山羊打敗，後來獨角折斷長出四角，其中一角長出小

角，逼迫上帝的聖所(8:1-14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但以理見兩角公綿羊，攻擊對手無可匹敵。牠任意而行，日漸壯大(V1-4) 

V2- 「我以為在」：不一定是身體真正在，也可能如 結 1:1 8:3 40:1 一様，是靈被轉移到 

                另一個地方。 

    - 「書珊城」：「書珊宮殿、書珊城堡」。「城」亦作「堡」，整座城像一座堡壘，十 

                分堅固。主前539年古列大軍滅了巴比倫，成為波斯京城之一(尼1:1; 斯 

                1:2)，為波斯的冬季首都。「書珊」即百合花，該地盛產百合花。今屬 

                                伊朗。主后1901年考古學家在此掘出了知名的漢摩拉比法典，是古巴 

                比倫第六代國王漢摩拉比頒布的一部法律，比摩西五經早了約五百年。 

    -「烏萊河」：流經書珊城東北的一條寬274.4公尺（900尺）的運河。因此河的利便，  

               使后来希腊軍艦隊輕易奪取了書珊城。 

V3-「公綿羊」：在歷史上言，公綿羊是指瑪代波斯的帝国(8:22)。綿羊是波斯的國徽， 

               國神，波斯的君王會戴著公綿羊徽章的頭盔率領軍隊。 

    -「這角高過那角，更高的是後長的」：高矮兩角指聯盟国勢力不均，主前550年波斯 

               的古列掌握全国(高角)，瑪代成一省(矮角)。 

     此后，古列雄心万丈，走遍東西南北各處，攻无不克，建立了波斯帝国，往西征服 

     巴比倫及呂底亞，往北征服亞美利亞及西古提，往南是埃及。 

 

玛代波斯帝国: 银胸和胳膊 / 熊 / 公绵羊 

7:5- 熊’挺起了一边的身躯‘，是说身躯一边高于另一边。第 8 章‘公绵羊‘ 有两角，高出的

一角较迟才长出来，这两角较高的角占主导地位，而且是后来才长出来。印證波斯瑪代的

歷史事实。 

1. “两边、两角意即: 玛代和波斯两国，联盟成一个帝国; 

2. 一边高于另一边，一角高于另一角: 波斯占主导地位; 

3. 高出的角较迟才长出来: 波斯比玛代迟些才兴起並佔優勢。 

 

熊‘口中的牙齿衔着三根肋骨’，预表玛代波斯的三大征服性战争。8:4 说‘公绵羊向西、向

北、向南撞去’， 这些方位相应地指出了波斯玛代帝国的三大征服性战争: 西边的小亚细

亚地区、西北边的巴比伦以及以南的埃及地区。第 8 章中明显界定为玛代、波斯帝国的

公绵羊与第 7 章四兽中的熊對應，也是代表玛代波斯帝国。 (熊两边高低的身躯和口中三

根肋骨vs公绵羊的高低两角和冲撞的三个方向)。 

 

此處可見但以理是把瑪代和波斯當成是同一個綿羊帝國(V20)。之前所見的異象中，就不

可能会把瑪代和波斯分成兩個帝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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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見獨角公山羊，擊敗公綿羊，獨角折斷後有四角長出接替之 (V5-8) 

V5-「公山羊」：指「希臘帝國」，亞歷山大大帝供奉的神就是以公山羊頭為代表，他也 

               喜自稱為「山羊」。希腊人曾以独角公山羊作為他們民族的標志。 

    故在歷史上言，公山羊就是接續瑪代波斯国的希腊国(8:21)。 

    -「從西而來」：希臘位於波斯的西方。 

    -「腳不沾塵」：形容速度飛快，腳幾乎不觸地。亞歷山大的軍隊行進速度很快，瞬息 

      間就戰勝了無數的敵國。一位希臘史學家形容「亞歷山大的軍隊每次出征都不是步 

      行，而是飛奔。」 

V7-「觸倒在地」：希臘帝國在西元前334-331年間擊敗波斯帝國。 

V8-「大角折斷了」：西元前323年，亞歷山大遠征印度時，染上嚴重的熱病死亡。 

     -「四個....角」：西元前301年以後，希臘帝國分成加山大（迦散達）、呂西馬古(利絲 

                 馬哥)、西流古(西流基)、多利買四個國家。 

 

亚历山大大帝就是这个‘显眼的角’，希腊帝国的第一位君主。希腊军队进军的速度快的被

形容为 ‘快得脚不沾尘’。大角突然折断，被 ‘四个非常的角代替’ 明显是指亚历山大大帝的

英年早逝。 

 

兩羊大戰的异象，在歷史上有奇妙的應驗。亞力山大於336BC繼承王位后便整頓軍武，只

半年后，才二十二歲（334BC）便揮軍向波斯挑釁。是時亞力山大只有3万5千精兵，軍力

、輜力或地勤人員均遠不及波斯，三年間経三次戦役，於331BC征服了波斯国，時年僅

二十五歲。他有十一年之久一直在外南征北伐，長征東方諸国，遠至印度，終因勞成疾，

三十三歲時(323BC)病亡。 (山羊的大角折斷V8)－>長出四角(分裂如下)； 

其龐大的帝国被手下將領展開争奪戰，經二十二年內戰後(323 - 301BC)，帝国被四個將

軍瓜分为四个王国(7:6)：(1)加山大(Cassander) - 西方；(2)呂西馬古(Lysimachus) - 北方

；(3)西流古(Seleucus) - 東方；(4)多利買(Ptolemy) - 南方，致「天的四方」皆有希腊人

的足迹。 

 

希腊帝国: 铜腹铜腰 / 豹 / 山羊 

“第八章的山羊也明显和第七章的豹对应。最明显的是这只豹子有四个头，对应着山羊的

四个角。对于四‘头’最直接的理解就是四位同时掌权的不同统帅，与四角对应。这就对应

了被描述为快得‘脚不沾尘’的山羊。豹的四個翅膀也再次与山羊的四角对应。” (”豹的四头

vs公山羊的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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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中長出一個小角，竟然挑戰上帝，破壞聖殿與獻祭制度(V9-14) 

V9-「小角」：應該是(希臘)西流基王朝的安提阿哥四世，主前175-164年做王。他在羅馬 

             曾有十四年為人質，也不是王位的合法繼承人。 

    -「向南」：指「埃及」。 

    -「向東」：指「波斯」與「帕提亞人」。 

    -「榮美之地」：原文是「榮美」，意思就是指「巴勒斯坦」，也就是指以色列人的應 

             許之地。 

V9,10,11-「強大」、「自高自大」：原文同為「變大、變強」之意。安提阿古四世的國 

             力漸漸變強，他的心態漸漸自大起來，到自認可与神同等的地步。 

V10-「天象和星宿」：可能指「天使與天軍」或「異教的神祇」，以後者較可能，安提 

             阿古四世迫害猶太人宗教信仰，強迫信徒放棄他們的神。 

      -「天象」：應該是「天軍」(出12:41)，而非「天體」。 

V11-「天象之君」：是「神」，指以色列的神（NASB，「天君」以大楷表達「真神」。 

      -「高及天象」：意指小角自称与神同等(賽14:13) ， 

      -「以為高及天象之君」：安提阿古四世自稱是天神宙斯的化身。登基後改名號為「以 

             彼芬尼」(Epiphanes「神的顯現」)。 

V12-「因罪過的緣故，有軍旅和常獻的燔祭交付牠」：原文意義不明，可能是「在常獻 

             燔祭的地方安放『罪過』(宙斯像)....」，或者是「因為罪過的緣故，有軍 

             隊交在他的手中，他起來反對常獻的燔祭」 ，或是「因為罪過的緣故，在 

             常獻燔祭的地方安放軍隊」。 

      -「軍旅」：意為「甚多犹太人」。 

      -「真理」：指的應該就是「摩西律法」 瑪 2:6 。 

 

V9-12：从四角中長出一小角，舉向三个方向，勢力日增，高及天上的星宿及天上之君，

又有軍旅与常献祭交付他，以致他霸道至極：(1)将天上的星宿抛落在地并践踏之；(2)除

掉天君的燔祭；(3)毁坏天君的圣所；(4)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且无不順利。 

 

在歷史中，希臘帝国被四将軍瓜分后，四角中出来的小角出自西流古王朝的王，名安提阿

古(安提奥古) 四世（Antiochus IV, 175-164 BC)。安提阿古四世宣称自己為「以彼芬尼」

（Epiphanes，意「顯圣」），說是希臘神宙斯的化身托世人間，吸引民眾信奉及擁護，

而漸漸强大（8:9）。 

他登位后立即窮兵黷武，先向南方埃及並東方諸小国下手，又進侵「榮美之地」(V9)。主

前168年12月，安提阿古成為國王，大軍進扰耶京，因他自視勢力龐大、高及天象，不可

一世，大發狂言。 

 

V10-12 ：預言的就是安提阿古四世推行希臘化政策：禁止聖殿的献祭，廢除犹太人的各

种宗教節期，焚律法書，禁止為小孩行割禮，違者處死。搶奪聖殿財物，立宙斯像於聖殿

中，强迫犹太人敬拜，在祭壇上獻豬，将猪血遍洒殿內各處，大大褻瀆聖殿及糟蹋犹太人 

的信仰，終於造成馬喀比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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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他在耶路撒冷，三日内把所有不服他命令的四万犹太人處死，又将一万人帶回叙京作

奴隶，故8:12說「有軍旅和常献的祭交付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順利」。 

 

安提阿古四世残害神的選民，以為自己高及「天象之君」，不知這是因神容許他之故，至

「罪過」、「軍旅」、「常献」都交付了他，這樣解說能回答甚多犹太人心中的疑問，為

何安提阿古這么残酷褻瀆選民仍然順利，是因神容許他放恣之故。 

 

V13-「要到幾時才應驗呢」：應該是「要持續到幾時呢」。 

V14-「二千三百日」：原文是「兩千三百個晚上和早晨」，可能指兩千三百日。但這裡 

             意思也可能是「兩千三百個晚上和早晨的燔祭」，也就是總共有1150日， 

             大約三年半的時間。 

 

但以理在異象中听到兩位圣者（天使）對話(V13)，那小角的肆虐要到几時才停止？在㐧

七章异象中他已得了一些有關会維持多久的指示（7:25 - 聖民必交付他手一載，二載，半

載）；那位天使給他解答，要到2300日圣所就回复先前的洁凈了(V14) 。 

 

「日」字原文作「傍晚与早晨」，于是產生二个不同的解釋： 

(1)「傍晚与早晨」縂和2300日，即1150足日，即3年另70日(360 日等于1年)，大約3 年 

   半 (仍相差110日）。 

   按史事計算，1150日从主前167年12月16日安提阿古四世褻瀆圣殿至瑪喀比族於主前 

   165年12月15日洁凈圣殿止（此解与實際1150足日仍有一段距离）。 

 

(2) 指2300日，如原文的用途，日夜為1日（如40昼夜就是40整日，非20日）。按上文指 

   出，安提阿古四世登位后残害犹太人，主前167年12月16日在圣殿内立宙斯(Zeus)神 

   像，至主前165年12月15日瑪喀比帶兵起義，成功清洁圣殿止。由此年倒算2300日， 

   就是主前171年安提阿古四世直至犹大瑪喀比族起義成功止，据西流古王朝志記，安 

   提阿古四世164年駕崩，共6年3月18日，連閏年算在内共有2300日。 

 

◎「成功」是好事，但也會帶來危機。史上的大君王因某些特質，帶來輝煌的成功，但這 

  些出衆的成功往往讓他們忘記自己的限制，甚而做出挑戰造物者的愚昧行為。這樣的錯 

  誤，也會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箴 30:8-9 的禱告，就遠比目前盛行的成功神學，來得有智慧多了。(-求你使虛假和謊 

  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 

  華是誰呢？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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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加百列奉遣解釋異象本質，並給但以理力量(V15-1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但以理想更多了解异象的含意，忽有像人形的天使加百列在他面前出現，且有声音(可能

是神)發出，吩咐天使向但以理解釋异象的意義(V15，16)。 

V16-「人聲呼叫」：這應該是上帝的聲音，也只有他能夠命令天使長。 

      -「加百列」：原文意義是「神的戰士、神的英雄」。由以諾一書中可知加百列是天使 

                長之一，也是以色列的守護天使。 

 

天使來到但以理前，他立時惊慌俯伏在地(神顯圣時的表現)，天使呼但以理為「人子」，

提醒他是「人」的地位，向他保證他会明白异象。天使称這异象為關乎末后的(8:17)。此

時但以理神智頓失（nirdamti，中譯「沉睡起来」），表示他因這异象及天使的出現，受

到冲激而失去知覺。天使摸他，使他站起来。（8:18）。 

V17-「人子啊」：這是上帝對以西結的稱呼 結 2:1,3,8 ，表明人的軟弱。 

      -「末後」：「末了的時候、結束的時候」，應該是指「希臘壓迫結束前」或「以色列 

           人被異族統治結束前」的異象，非「末日」(雖然這字也可以指「末日」）。 

V18-「面伏在地沉睡」：應是指「暫時失去知覺」，這是人得知上帝計劃時，太過驚慌 

           而導致的。人的精神力和體力相當有限，無法承受靈界異象的衝擊。 

      -「站起来」：原文可指「回复先前的光景」，即回复知覺。 

 

天使說明此行目的就是要「指示」(原意「使知道」)他二方面的事： 

           (1)惱怒臨完必有的事；(2)末后的定期（8:19）。 

V19-「惱怒臨完必有的事」：直意「惱怒末期的事」，「惱怒結束」，神發烈怒時；忿 

           怒審判的後期；later in the time of wrath-NIV)。 

    「惱怒」是指神向選民最後的忿怒，而大施管教之時(11:36)。 

     神之管責常借外邦人的手，如先用亞述国(賽10:5，25)，再是巴比倫(哀2:6；亞 

     1:12)，今次(最后)在末時，借着敵基督施行末次的管教。 

     惱怒的事」与「外邦人的日期」皆是神管治世界之方法；前者是關乎以色列，后者 

           与外邦有關。 

      -「末後的定期」：「惱怒末期的事」即「末後的定期」：既是定期就是不能逃避的。 

   

   不少「无千禧年」派的学者将「末後的定期」解釋作安提阿古四世的活動，歷史上早 

   已應驗，不用等候将来出現。但希腊四国的命運是從主前168历経30年陸續敗亡於羅 

   馬手中，安提阿古四世在主前164年便死亡，所以「末后的定期」不能指在他身上，    

   因他之后還有「末后」。主張有千禧年的學者視小角的异象含「有双指」的意義，如 

   8:1-14是指但以理時代不遠的将来，即安提阿古四世的預言史，而8:15-27則指遥遠的 

   将来，即敵基督肆虐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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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天使解釋公綿羊(瑪代和波斯)，公山羊(希臘)，四角(四國)，小角(興起的一王)，逼迫神的

百姓，終將滅亡(V20-25)。 

 

1.有關双羊（8:20-22） 

天使指出所見的双羊，代表瑪代波斯国和希腊国。公山羊(希腊国)的大角就是頭一王亞歷

山大，于主前323因病寿終，如大角折断。 

V21-「希臘」：原文是「雅完」，意義也就是「希臘」。(下同)。 

V22- 亞歷山大歿后，其国四分五裂，四王各自妒忌猜疑，互不往来，常借小故交戰，致 

              无一人的權勢能及亞歷山大。 

 

2.有關一王（8:23-25） 

V23-「犯法的人」：「叛逆的人、犯罪的人」，以色列人或地上的政權。 

      - 面貌「凶惡」：「強壯的、有能力的、猛烈的」，表示態度強烈，手段激烈。 

      -「雙關的詐語」：「難解的謎語」，意指「詭計多端的」。安提阿古四世以政治手腕 

              聞名，成功排擠自己的姪子取得王位。 

V24-「不是因自己的能力」：表示「他的能力是神所賦予的」或「他的能力是魔鬼給予 

              的」。後者的可能性比較大 

V25-「坦然無備....毀滅....」：可能是指西元前168年，安提阿古四世的將軍阿波羅紐以 

              稅務官的身份進入耶路撒冷，然後乘人熟睡時殘殺耶路撒冷的居民。 

      -「非因人手而滅亡」：西元前164年安提阿哥四世突然得病身亡。 

 

在希腊帝国四国的末時，快被第五国（羅馬）取代前，這時犯法的人罪惡滿盈(指犹太人

罪惡昭彰，神不得不插手干預管教)。在安提阿古四世為王前，犹太人早已离開真神，将

希腊宗教、文化广傳遍處；過外邦人淫逸的生活，他們譏笑遵守律法的敬虔人士，更在耶

路撒冷建希腊偶像廟宇及健身院，實行希腊化的生活方式，故神興起一王(「不是因自己

能力」，是神容讓他興起)，這人面凶心惡，又詭詐多端(「双關的詐語」)，任意行大毁

滅的事(「非常的毁滅」)，包括殺害忠勇的戰士(「有能力的」)及神選民(「圣民」)， 

連天下的（「万君之君」）也敢挑釁，至終他得不到善終（8:23-25）。 
 

◎馬喀比革命由西元前167年12月祭司馬他提亞起來抗暴，主前166年馬他提亞死後，三 

  子猶大承接領導地位，人稱他為馬喀比(鐵鎚或大錘」之意，代表他作戰時勇猛非凡)， 

  打敗安提阿古的軍隊，攻入耶路撒冷。主前164年12月25日猶太人重新獻殿。(註) 

  但以理沒有提及馬喀比革命，因此沒有人認為但以理書的成書年代会晚於馬喀比革命，  

  而且安提阿古四世突然死亡的年代是西元前164年，這明顯是個預言。 
 

◎我們可以理解這個異象是為了在安提阿古四世治理下痛不欲生的猶太人，而受啟示記錄 

   下來的，為了給他們希望，知道終得拯救。當我們覺得痛苦難耐時，其實上帝也知道， 

  衪會為我們預備出路， 



                8 

 

林前 10:13 說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

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註)修殿節（Festival of Dedication）是唯一一個沒有記載在舊約聖經裡的猶太人節期，  

   但仍深受猶太人重視。猶太人稱修殿節為Hanukkah，約10:22（《新譯本》譯成「獻 

   殿節」），又被稱為「燭光節」或「燈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天使強調異象的真實，須暫時保密。但以理病了幾天，仍無法了解異象的涵意(V26-27) 

V26- 「二千三百日的異象」：原文是「晚上、早晨的異象」(見V14)。 

      - 「是真的」：天使保證異象確会發生，不是一種象徵或隱喻。 

      -「昏迷不醒」：「筋疲力盡」。 

 
◎ 但以理當時不明白這異象的意思。我們現在已經明白，這顕示並非所有的異象都是第 

  一領受者都可以完全明瞭解釋的，我們也不能希望透過操練或懇求就可以理解所有的異 

  象。 

 

天使解釋异象後，再申述2300日（8:14，26）是千真万确的（或保證只有那么［長］短

的時間），要但以理将之「封住」，不容外人知曉或「不要讓之失落」(即善加保存，以

防失傳)，因為那异象是關乎「末后的事」，即有關選民在末期的遭遇，這些預言非同小

可，涉及以色列在敵基督国下的命運，所以必須鄭重保存，以防万一。 

 

在歷史上，這「一王」(V23)就是安提阿古四世，於希腊帝国末期興起，成為叙利亞西流

古的王（175-164BC），此時以色列也極為敗坏，神借着他手管教選民。安提阿古四世

為人詭詐奸惡(帖后2:9-10；啟13:12-14)。在主前171-164年間，他殺害不順服他轄管的

人，他的報應不久来到，主前164年一場戦役中惨敗，傷痛過度憂郁致死（有說他患上癲

癇病而死），故應驗了經上說「非因人手而滅亡」(V25)。 

 

但安提阿古四世的手段亦是關乎以色列末后的事；換言之，他對選民的残害是将来一位更

厲害残虐以色列者的影子，這将来要出来的人就是敵基督（反對「万君之君」）（将

7:24-26；8:10-13；9:27等處合看）。 

安提阿古四世残害犹太人的歹毒手段，他將來的影子(敵基督)会胜之而无不及。敵基督的

滅亡亦是非因人手的，主再来時將被主殲滅(啓19:19)。 

 

V27-，异象的結果 

异象的含義惊人過甚，但以理再度喪失神智（意「不是自己」nihyeti)。臥病多日，此后

他繼續替王辦事，仍不能完全領会异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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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V26-所說二千三百日的異象是真的 

  7:25-『聖民必交付他手，一載二載半載。』這裏的『一載二載半載』的時期，在啟

示錄的預言中也多次提起。有時說『一載、二載、半載』，即三載半，或說三年半；有時

說『四十二個月』，有時說『一千二百六十天』。（啟12:14,6.13:5. 11:2,3）。又按照

預言表號中時間的一貫解釋原則，都一直是以『一日頂一年』。（結4:6,7.民14:34.但

9:24-27）。因此這裏的1260日，實際上也就等於1260年。 
 

    為甚麼這裏的三載半，不是日數1260天，而作1260年呢？有三個理由： 

1· 七章異象中的預言都屬表號性質，例如四獸、十角、小角等。因此這裏的年數問題， 

  也應按一貫的解釋原則，以『一日頂一年』來計算。 
 

2·這裏的『一載、二載、半載』在啟示錄中被解釋為『四十二個月』或『1260天』。這 

  種算法本身就已顯明『一載二載半載』是具有表號性意義的，而不是按照實意解釋的。 

  如果是按實意解釋的話，那麼這裏的『一載二載半載』就不會是1260天了，而應該是 

  大約1278天了，因實際上一年不止360 天，而大約是365天多一點。這裏既將一年定為 

  三百六十日，一月定為三十日，這本身就是一種預表的算法。 
 

3·在但以理啟示錄的預言年代算法中，幾乎都是採用『一日頂一年』的原則計算。如但以 

  理8章的『二千三百日』，9章的『七十個七日』，12章的『一千二百九十日』和『一 

  千三百三十五日』，以及啟示錄2:10的『十日』，9:5 的『五個月』和 9:15 的『一年 

  一月一日一時』，11:9-11的『三天半』等等，都是按照『一日頂一年』來計算，並獲 

  得精確應驗的。因此七章中的『聖民必交付他手，一載二載半載』，即三載半，1260 

    日也應按照1260年來計算，並且也果然獲得精確應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