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以理書第七課 -- 四獸與兩羊的異象 (但 7:1 – 8:27)
1) 四獸異象的內容 (但 7:1-14)
- 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夢中得見異象 (~552-553 B.C.) 。
- 「天的四風」: 來自東南西北的大風，自然的力量。 大海是指動亂的世界。
- 「獅鷹」: 揉合強調第一獸的威武。 有翅膀的獅子是巴比倫的國徽，象徵尼布甲
尼撤和他所代表的巴比倫帝國。
- 「獸的翅膀被拔去」: 尼布甲尼撤因狂妄被罰，有如翅膀被拔的獅子，不像往日
一樣威風。 他謙卑後，獸心變回人心，復得王位和人心，恢復尊貴。 (參 但 4:2937)
- 「旁跨而坐」: 描寫此獸蹲立，一邊高一邊低，形容瑪代和波斯二國合併實力不
相等。
- 「口齒內啣著三根肋骨」: 指吞併的三國 - 巴比倫、呂底亞、埃及。「起來吞吃
多肉」指繼續侵併更多國家。
- 「又有一獸如豹, 背上有鳥的四個翅膀」: 豹，代表亞歷山大的希臘帝國，以迅
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征服各國。 第一獸衹有一對翅膀，而豹卻有兩對，可見第三國
行軍和征服敵人的速度非常快速。
- 「四頭」: 指亞歷山大死後國家分裂為四，由四位將領管治。
- 「第四獸」: 沒有指出是那種動物，可能是牠的形狀奇異。 第四獸象徵羅馬帝
國。「大鐵牙, 吞吃嚼碎」形容羅馬帝國所向無敵，隨意殺害戰敗國的人民。 這裏
與第二章所描寫的第四國呡合。 (參 但 2:40)
- 「小角」: 雖然稱為小角，力量卻最大，消減了其它三角(三王) 。「有眼像人的
眼， 有口說誇大的話」說明這是一個人，一個驕傲狂妄的人，說攻擊上帝的妄
言。 (但 7:25)
- 「像人子」: 指以色列民盼望的彌賽亞。 1) 表明衪不像那四獸 2) 「駕著天雲而
來」通常描寫上帝的來臨。 (參 出 16:10; 19:9) 3) 只有彌賽亞的國度是永遠的，衪
才是各國各族的人所事奉的對象。 4) 主耶穌自稱「人子」 (參 太 16:27; 可 10:45;
路 9:44) 。 衪也預言「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參 太 26:64; 可 14:62)
2) 四獸異象的解釋 (但 7:15-27)
- 「聖民」: 指忠於上帝的子民 - 以色列人。 (聖潔的國民 - 參 出 19:6) 無論是舊約
或新約，「聖潔」一詞都強調分別出來歸給上帝。
- 23 節: 「吞吃全地，並且踐踏嚼碎」形容第四國非常強大，戰無不勝，它吞滅、
粉碎所有敵對的勢力。
- 25 節: 這一王「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是與前三個國度主要的分別。「節期」
指以色列民宗教節日。「律法」指他們的信仰與道德。 此王逼迫以色列民並想改
變他們的信仰與律法。
- 天使簡略的解釋將來。 世上興起的國度必會被上帝消滅，只有上帝的國度和子
民才能永遠長存。

- 這裏諭言末世必有一王興起: 1) 他除掉一些君王 2) 他口出狂言褻瀆上帝 3) 他逼
害聖民 4) 他圖謀更改聖民的宗教信仰，但沒有成功 5) 聖民受他統治一段時期受
苦 6) 上帝審判懲罰他 (他被火燒死; 但 7:11, 26) 7) 基督與聖民獲得國度權柄，這
國度永遠長存。 (但 7:13-14, 27)
3) 兩羊異象的內容 (但 8:1-14)
- 在第七章的異象之後兩年 (~550 B.C.)
- 「以攔」是波斯的一省。「書珊城」是以攔省的首都。
- 「烏萊河」是書珊城的一條人工運河，它貫通城中兩條大河，再流經城的東北。
為何但以理會在異象中看見自已在百里以外的書珊城? 可能上帝要他在波斯首都見
波斯被希臘征服的異象。
- 「有雙角的公綿羊」代表瑪代和波斯。 波斯雖比瑪代較後才崛起，卻在古列王
的領導下，變得比瑪代更為強大，後來還克制了瑪代。
- 4 節: 「西」指巴比倫、敘利亞和呂彼亞; 「北」指亞米尼亞和西古提; 「南」指
埃及。「獸」指其它國家。
- 「公山羊」代表希臘。「腳不沾塵」形容希臘行軍迅速，瞬息間就戰勝無數國
家。「兩眼當中有一非常的角」代表希臘第一個君王亞歷山大。
- 第六、七節描寫亞歷山大征服波斯的經過。 原因早前波斯軍兩次攻打希臘，雅
典城也被焚燒。 多年後，亞歷山大掌權，帶領希臘軍長驅直入佔領了巴比倫和書
珊等城。 大利烏三世在逃亡中被殺，而波斯帝國就此滅亡。
- 8 節: 「正強盛的時候，那大角折斷」指亞歷山大的權力和成就達到巔峰時竟患
上熱病逝世，年僅 33 歲。
- 「四角」: 指亞歷山大死後，帝國被四個將軍瓜分。
- 9 節: 「小角」原文指「從一小處生出一角」，意指安提阿哥四世本來沒有資格
成為皇帝，而且起初力量微小，卻漸漸掌握大權。「榮美之地」指迦南地。
- 安提阿哥四世狂傲自大並迫害猶太人。 他曾下令殺 害眾多猶太人。 他命令百姓
把他當作神一樣的尊崇敬拜。 他在聖殿建立希臘丟斯神像和敬拜的祭壇，名乎其
實的「污穢了聖殿」。 他命令猶太人參與拜偶像的儀式，燒猶太律法書，強迫他
們接受希臘的宗教，改變他們的信仰。
- ニ千三百日意指選民受迫害有一段限期，不會無止境地繼績下去。 聖殿必會恢
復原狀，猶太人可以重新敬拜上帝。
4) 兩羊異象的解釋 (但 8:15-26)
- 19 節: 「惱怒，臨完必有的事」 - 指聖民犯罪不守上帝所立的約而令衪腦怒，在
受罰將完結時所發生的事。 選民的歷史揭開新的一頁。
- 24 節: 「卻不是自己的能力」 - 指上帝讓他暫時掌權。 但以理書強調一切地上王
權都是源於上帝，衪是至高的掌權者。
- 25 節: 「至於卻非人手滅亡」 - 安提阿哥四世不是戰死或被殺，而是病死。
- 26 節: 「將這異象封住」 - 但以理在伯沙撒第三年見異象，這些預言要幾百年後
才應驗，故要暫時保密。

總結:
福音派多數同意第七章的四獸象徵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臘，羅馬。「十角」和
「三角」代表古羅馬帝國至主再來前的國度，後者是在末世被敵基督所滅的三個國
度。「小角」是敵基督。 當敵基督正要加緊逼害聖徒的時侯被上帝完全消滅，故
聖徒所受的折磨祇是「一載、二載、半載」，他們在水深火熱中獲得拯救，沒有繼
續遭受嚴厲的折磨。「小角」被毀，「像人子」的彌賽亞獲得權柄，與眾聖徒一同
作王。 (參 太 24:3-36; 啟 11-19 章)
第七、八章再次提醒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太人，不要忘記上帝在世上掌權，他們要潔
身自愛，不讓任何事物影響他們的信仰。 在任何環境下仍然要忠於上帝，就算為
此遭受逼迫，上帝會按衪的時候插手于預。 一個狂妄的君王終必遭受刑罰，因為
上帝在世上掌權。 任何人如果驕傲與上帝對恃，必受衪的懲罰。
金句:
國度, 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大權，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 衪的國是永遠的，一切掌
權的都必事奉衪，順服衪。 (但 7:27)
問題討論:
1) 四獸與第二章尼布甲尼撤夢見的大像有何異同?
2) 誰是真正的掌權者?
3) 為何聖民多次受逼迫?

第七章的異象
第一獸

第二獸

第三獸

第四獸

亙古常在者

人子

描述
像獅子，有鷹的翅
膀; 翅膀被拔去，
像人用兩腳站立，
得了人心。
像熊，旁跨而坐;
口內啣著三根肋
骨。 吞吃多肉。
像豹，背上有鳥的
四個翅膀。 有四個
頭，又得了權柄。
甚是可怕，極其強
壯，大有力量，有
大鐵牙，銅爪，吞
吃嚼碎，剩下的用
腳踐踏。 頭有十
角。 又長起一個小
角，把在前的三角
連根拔出。 這角有
像人的眼，有口說
誇大的話。
坐在寶座上，衣服
潔白如雪，頭髮如
純淨的羊毛。 寶座
乃火焰，其輪乃烈
火。 從衪面前有火
像河發出，事奉衪
的有千千，在衪面
前侍立的有萬萬。
一位像人子的，駕
著天雲而來，被領
到亙古常在者前。

解釋
地上興起四國度的第
一國

結局
權柄被奪去，生命
卻仍存留，直到所
定的時候和日期。
同上

同上

第四個國度必吞吃全
地，並且踐踏嚼碎。
這國必興起＋王，後
又興起一王。 他必制
伏三王，並向至高者
說誇大的話。 必折磨
至高者的聖民，必想
改變節期和律法。聖
民必交付他手。

獸因小角說誇大話
的聲音被殺, 身體
損壞, 扔在火中焚
燒.

衪坐著要行審判，案
卷都展開了。 給聖民
伸冤，聖民得國的時
候就到了。

得了權柄，榮耀，國
度，使各方，各國，
各族的人都事奉衪。

衪的權柄是永遠
的，不能廢去; 衪
的國必不敗壞。 至
高者的聖民，必要
得國享受，直到永
遠。

第八章的異象
公綿羊

公山羊

描述
有雙角的公綿羊，站在
烏萊河邊。 兩角都高，
這角高過那角，更高的
是後長的。 它往西、往
北、往南牴觸，獸都站
立不住，不能脫離它手;
它任意而行，自高自
大。
從西而來，遍行全地，
腳不沾塵。 兩眼當中，
有一非常的角。它向公
綿羊大發忿怒，向它直
闖，牴觸並折斷公綿羊
的兩角。 把公綿羊觸倒
在地，用腳踐踏。 這山
羊極其自高自大。 正強
盛的時候，大角折斷
了，又在角根上向天的
四方長出四個非常的角
來。
四角之中，有一角長出
一小角; 向南、向東、
向榮美之地，漸成為強
大，高及天象，將天象
和星宿拋落在地，用腳
踐踏。 它自高自大，以
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
常獻給君的燔祭，毀壞
君的聖所。 將真理拋在
地上，任意而行，無不
順利。

解釋
是瑪代和波斯王

結局

是希臘王
兩眼當中的大角是頭一
王

後長的四角是後來與起
的四國，只是權勢都不
及頭一王。

這四國末時，犯法的人
罪惡滿盈，必有一王興
起，面貌兇惡，能用雙
關的詐語。 他的權柄必
大，卻不是因自己的能
力，他必行毀滅，事惰
順利，任意而行; 必毀
滅有能力的和聖民。 用
權術成就手中的詭計，
心裏自高自大，毀滅多
人，又要站立起來攻擊
萬君之君。

這王致終卻非
因人手而滅亡
到 2300 日聖
所就必潔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