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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回顧但㇐~四



第五章解明奇異的文字

㇐、不敬虔的筵席(但五1~4)

1.背景概略(五1)

2.盛筵(五2~4)

二、奇異的文字(但五5~9)

1.神蹟(五5)

2.王的恐懼(五6)

3. 哲士被召(五7~9)

三、召見但以理(但五10~6)



第五章解明奇異的文字

四、文字的解釋(但五17~28)

1.引言(五17~21)

2.伯沙撒的驕傲(五22~23)

3.提出解釋(五24~28)

五、結果(但五29~31)



原文

彌尼

提客勒

烏法珥新

名詞

彌那
= 60舍客勒

舍客勒
(重量單位)

烏：而且
法珥新 (複數)：㇐半

動詞

數算

稱重

毘勒斯
(單數)

半彌那 or
半舍客勒
or 波斯

分裂



巴比倫

瑪代

波斯

550BC
539BC

呂底亞

埃及

546BC

525BC

提瑪

耶路
撒冷



賽13:17-19
我必激動瑪代人來攻擊他們。瑪代人不注重銀子，也不喜
愛金子。
他們必用弓擊碎少年人，不憐憫婦人所生的，眼也不顧惜
孩子。
巴比倫素來為列國的榮耀，為迦勒底人所矜誇的華美，必
像神所傾覆的所多瑪、蛾摩拉一樣。

耶51:11

你們要磨尖了箭頭，抓住盾牌。耶和華定意攻擊巴比倫，

將他毀滅，所以激動了瑪代君王的心；因這是耶和華報仇，

就是為自己的殿報仇。

先知預言：巴比倫將亡於瑪代



第六章但以理與獅子坑

㇐、新政府(但六1~3)

二、詭計(但六4~9)

1.查探但以理的工作(六4)

2.簽署諭令(六5~9)

三、忠心與被控(但六10~15)

1.但以理繼續在禱告的事上忠心(六10)

2.奸臣的控訴(六11~15)



「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們

發怒，將他們交給仇敵擄到仇敵之地，或遠或近，他們

若在擄到之地想起罪來，回心轉意，懇求你說：『我們

有罪了，我們悖逆了，我們作惡了』；他們若在擄到之

地盡心盡性歸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賜給他們列

祖之地和你所選擇的城，並我為你名所建造的殿禱告，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聽他們的禱告祈求，為他們伸冤；

饒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們的一切過犯，使他們在擄他

們的人面前蒙憐恤。因為他們是你的子民，你的產業，

是你從埃及領出來脫離鐵爐的。」 (王上8:46-51)

所羅門獻殿時的禱告





第六章但以理與獅子坑

四、判刑與拯救(但六16~23)

1.但以理的判刑(六16、17)

2.但以理得神拯救(六18~23)

五、兩項重大結果(但六24~28)

1.誣告者受罰(六24)

2.榮耀神的諭令(六24~28)



第㇐個異象：四大帝國(七1)

第二個異象：安提阿古四世(八1)

第三個異象：七十個七(九1)

第四個異象：超自然力量的爭戰(十1)

551

553

536

538



第七章四大帝國

㇐、背景概略(但七1~3)

二、異象的內容(但七4~14)

1.三大帝國(七4~6)

2.第四個帝國(七7~8)

3.神審判將來的羅馬(七9~12)

4.基督的千禧年國度(七13、14)

三、解釋(但七15~28)

1.概括解釋(七15~18)

2.第四獸的解釋(七19~28)



第七章四大帝國

㇐、背景概略(但七1~3)

二、異象的內容(但七4~14)

1.三大帝國(七4~6)

2.第四個帝國(七7~8)

3.神審判將來的羅馬(七9~12)

4.基督的千禧年國度(七13、14)

三、解釋(但七15~28)

1.概括解釋(七15~18)

2.第四獸的解釋(七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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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七:4)

1



又有一獸如熊，就是第二獸，

旁跨而坐，口齒內啣著三根肋

骨。有吩咐這獸的說：「起來

吞吃多肉。」(但七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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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七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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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獸與

前三獸大不相同，頭有十角。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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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七7-8)

4 小角



我觀看，見有寶座設立，上頭坐著亙古常在者(Ancient of Days)。

他的衣服潔白如雪，頭髮如純淨的羊毛。寶座乃火焰，其輪乃烈火。

從他面前有火，像河發出；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萬

萬；他坐著要行審判，案卷都展開了。(但七9-10)

啟1:14

啟20:12



第七章四大帝國

㇐、背景概略(但七1~3)

二、異象的內容(但七4~14)

1.三大帝國(七4~6)

2.第四個帝國(七7~8)

3.神審判將來的羅馬(七9~12)

4.基督的千禧年國度(七13、14)

三、解釋(但七15~28)

1.概括解釋(七15~18)

2.第四獸的解釋(七19~28)



巴比倫 波斯

希臘 羅馬

七17
四王興起



巴比倫帝國 波斯瑪代帝國

希臘帝國 羅馬帝國



金頭

銀胸

銅腹

鐵腿

半泥半鐵的腳

巴比倫帝國(605-538BC)

波斯瑪代帝國(538-331BC)

希臘帝國(331-146BC)

羅馬帝國(146BC-500AD)

末世十國聯盟(????AD-)

但二31-45 尼布甲尼撒第二年(603BC)夢中的像

包含多利買王朝和西流基王朝

二32、37、38

二32、39

二32、39

二33、40、41

二32、42、43 但七1-14 但以理見異象(553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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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7:4)

1

巴比倫帝國

尼布甲尼撒發瘋



又有一獸如熊，就是第二獸，旁

跨而坐，口齒內啣著三根肋骨。

有吩咐這獸的說：「起來吞吃多

肉。」(但7:5)

2

波斯瑪代帝國

旁跨而坐 (It was raised up on 

one of its sides)：側身起立

波斯強於瑪代，靠波斯而崛起。

三根肋骨：波斯所征服的三個大

國 — 巴比倫、呂底亞、埃及。

熊：波斯常靠人海戰術，以蠻力

取勝。波斯王亞哈隨魯遠征希臘

時，就動員了250萬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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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7:6)

3

豹與四翅：亞歷山大行軍神速，

僅花八年就征服天下。

四頭：亞歷山大死後帝國被四

將領瓜分，分成馬其頓、小亞

細亞、敘利亞、埃及。

希臘

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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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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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7:7-8)

4

羅馬

帝國

末世十國聯盟
敵基督

小角



透明的眼光
華勒斯著但以理書 P149~151

這段經文警告我們，㇐種龐大的獸性政府可能會出現(七19)，其
惟㇐的統治方式是暴力(七20)，並且它非常自誇、自恃(七20下)
，甚至要隨意更改優良的傳統與律法，及深得人心的美好習俗(
七25)。當這獸將其毒爪特別伸向神的子民，我們就必須格外警
醒。若我們發現政府控制社會的政策，是特意與福音為敵，要
從教會內部加以控制，使她無法抗拒獨裁的計畫，那麼從本章
看，紅燈的確亮了。此外，當㇐種權勢開始要求人付出絕對的
愛與忠誠，似乎取代了神的地位，我們也應當小心。在歷史中
，我們可以看到㇐些例子，如希特勒的統治，也有學者提出英
國、蘇俄或中國，就是那從深海來的獸，要毀滅人性與基督徒
的信仰。



第八章第二個異象：安提阿古伊皮法尼

㇐、背景概略(但八1、2)

二、異象的內容(但八3~14)

1.雙角公綿羊：瑪代波斯(八3~4)

2.單角公山羊：希臘(八5~8)

3.小角的出現：安提阿古伊皮法尼(八9~14)

三、異象的解釋(但八15~27)

1.解釋者加百列(八15~19)

2.初步解釋(八20~22)

3.雙重的預言(八23~25)

4.這異象的重要性(八26~27)



波斯希臘

波斯錢幣(綿羊)馬其頓錢幣(山羊)



波斯希臘



波斯希臘



亞歷山大擊敗波斯王大利烏三世(333BC)



亞歷山大擊敗波斯王大利烏三世(333BC)

亞歷山大 大利烏三世



336BC (20歲) 繼任為馬其頓王

331BC (25歲) 征服波斯

323BC (33歲) 暴斃

他給近東帶來文化上的統一，達一千年之久

亞歷山大大帝



亞歷山大出殯的場面



大角折斷

長出四角

四角之中，有一角長出

一小角，漸漸成為強大



埃及

多利買

(南方王)

馬其頓

卡桑德

色雷斯/小亞細亞

呂西馬加

亞歷山大死後約20年，帝國分成四部分：

敘利亞/巴比倫

西流基

(北方王)



他的哥哥西流基四世被大臣所弒後，他以幼主的監護人身分向別迦摩王

借兵，殺了叛臣之後，卻自己登基作王。

他為了徹底實施希臘化，對猶太人極其殘暴，意圖消滅猶太信仰。

他掠奪聖殿財物，毀壞耶路撒冷，褻瀆聖殿，在祭壇上獻豬，灑豬血。

在殿中為宙斯設立祭壇。廢除在聖殿中之禮拜與常獻的燔祭。

禁止猶太人守安息日，禁止守節期，禁止受割禮，違者處死。

焚燒舊約經卷，私藏經卷者處死。拒絕吃豬肉或偶像之祭肉者處死。

他用各種嚴刑迫使猶太人放棄信仰。數萬猶太人遭屠殺，或被販為奴。

安提阿古四世(Antiochus IV Epiphanes)

西流基王朝的第八個君王(175-164 BC)。

自稱「伊皮法尼」(神的顯現)，以自己為希臘主神

宙斯的化身；人卻稱他「伊皮曼尼斯」(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