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權限 Attribution

本教會網站所提供的教育事工內容主要是主日學，主日講道，特
別聚會，和查經材料，包括講義和音像。歡迎本會弟兄姐妹及各
地基督徒免費使用。使用時請提及出處（本教會及其作者）。
教會網站上讀經班教材乃根據王文堂牧師的原著編修。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www.cbcwla.org

新、舊約讀經班講義原著：王文堂牧師
www.biblereadingclass.com

http://www.cbcwla.org/
http://www.biblereadingclass.com/


先知書讀經班

但以理書7-12章
01/28/2018, CBCWLA



讀經班的金句

•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

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

後3:16-17）

•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2 Tim. 3:16-17, 

NIV）



讀經班的課程要求

1.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2. 上課前必須已經讀完該週的進度

3. 參加每次上課的隨堂測驗

4. 不遲到，不早退，專心上課，有良好的學習態度



讀經者的信念

1. 我相信聖經是神純全無誤的話語，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

高準則

2. 我相信神會藉著聖經向他的兒女說話

3. 我相信一個人若是喜愛神的話語，並且謹守遵行，這人便為

有福



•主題：「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簡單的說就是「神掌

權」，

•主題經文是4:17：「這是守望者所發的命，聖者所出的令，

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

與誰，或立極卑微的人執掌國權。」

•主要內容：是談論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等國，神在這

些人的國中掌權，他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只有耶和華才是

歷史的主宰，只有神的國才存到永遠。

但以理書介紹



但以理書介紹

• 分段：但以理書共有十二章，根據它的內容，剛好可以從中分

為兩段：

• 1) 歷史部分，1-6章（歷史中的異象）

• 2) 異象部分，7-12章（異象中的歷史）



異象中的歷史：四巨頭，七章

第七章的四巨獸和第二章的大像的四部分，都代表四個

人的國度：

• 1.獅子和金頭代表巴比倫帝國。

• 2.熊和銀胸代表波斯-瑪代帝國。

• 3.長翅膀的豹和銅腹，代表亞歷山大建立的希臘帝國。

• 4.極其可怕的獸和半鐵半泥的腳，代表羅馬帝國。

• 「說誇大的話的小角」7:8，多數解經家認為是指「敵

基督THE ANTICHRIST」。



異象中的歷史：四巨頭，七章

玛代，波斯



異象中的歷史：四巨頭，七章

• 得到權柄，榮耀，國度的「人子」（7:13-14）是指耶穌基督。這是一個很

重要的彌賽亞預言，後來耶穌就是以「人子」自稱。

• 「亙古常在者」（7:13, 22）是指永生的真神。

• 極其可怕的獸頭上的「十角」(7:7, 20)代表這隻獸（羅馬）有十足的力量，

並非一定是代表十個國家。

• 過去有許多人將其解釋為歐洲共同市場將會由十個國家組成，如今歐洲共

同市場早已超過十國，這種說法不攻自破。



亙古常在者 ANCIENT OF DAYS

• 我觀看，見有寶座設立，上頭坐著亙古常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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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

常在者面前，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

他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 直到亙古常在者來給至高者的聖民伸冤，聖民得國的時候就到了。（但

7:9,13-14,22）



公綿羊與公山羊，八章

• 公綿羊的頭上有兩隻角，「兩角都高，這角高過那角」。

• 公綿羊代表「波斯-瑪代」帝國，「這角高過那角」，代表波斯大過瑪代。

• 公山羊代表希臘帝國。山羊的「兩眼當中有一非常的角」，這角代表亞歷山大大帝。

• 公山羊向公綿羊大發烈怒，折斷他的角，代表亞歷山大將擊敗波斯，建立希臘帝國。

• 山羊頭上的大角將會折斷，長出四個非常的角。這代表亞歷山大死後，他所建立的

國家將分為四個部分：馬其頓與希臘本土，小亞細亞，敘利亞，埃及與巴勒斯坦。

• 四角之中，長初一個自高自大的小角（8:9-14），這隻小角是指污穢聖殿的敘利亞

王ANTIOCHUS IV EPIPHANES。天使加百列解釋了這個異象（8:15-26）。



七十個七，九章

• 先知讀先知書：但以理從書上得知「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論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七十

年為滿。」每位先知雖然可從神得到某方面的啟示，但並非全部的啟示。

• 但以理雖然得到神的啟示，但卻需要讀了耶利米的書，才知道猶太人被擄的日子將要期滿了。

• 這件事使我們不敢自滿，自以為甚麼都知道，因為連但以理都要借助於別的先知的書，才能

知道神在其他方面的啟示。

• 禁食祈禱：禁食祈禱的目的是要在神面前刻苦己心，時常與認罪有關。

• 但以理在神面前禁食，以懺悔的心向神認罪祈禱。他感謝神對以色列人的諸般恩典，並「承

認我的罪，和本國之民以色列的罪」。



七十個七，九章

• 天使按手：但以理禱告之時，天使加百列來按手在他身上。「按手」有

「肯定」和「加添力量」之意。

• 七十個七：按照一般的解釋，每一個數字代表一年，七十個七就是四百九

十年。

• 「從岀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必有「七個七和六

十二個七」，也就是六十九個七，共483年。

• 說「七個七」，可能是指將耶路撒冷完全重建，共花了49年。

• 一般認為，最後一個七，和之前的六十九個七中間有間隔。最後一個七幾

時來到，我們並不知道。



天使與魔君，十章

米迦勒與加百列：聖經只提到兩位天使的名字，

• 1.一位是米迦勒，爭戰的天使（MICHAEL THE WORRIER），

• 2.另一位是加百列，傳信息的天使(GABRIEL THE MESSENGER)。

波斯與希臘的魔君：魔君是邪靈，雖然暫時攔阻神的使者，最終卻被擊敗。

• 靈界的戰爭是真實的，基督徒是與「空中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只要信靠

神，穿上屬靈的全副軍裝，最終必能得勝。



希臘的未來，十一章

• 波斯諸王：古列王之後，「還有三王興起」。在那之後還有第四王，「四

王必富足遠勝諸王。他因富足成為強盛，就必激動大眾攻擊希臘國。」

• 這第四王就是以斯帖記的亞哈隨魯王，他曾經遠征希臘，無功而還。

• 勇敢的希臘王：是指亞歷山大王。

• 分裂的國家：亞歷山大死後，國家分裂為四分，「卻不歸他的後裔」，而

由他的四個部將掌權。



波斯，539-330 BC

希臘，330-166 BC

猶大王朝，166-63 BC

羅馬，63 BC 以後

亞歷山大
多利買（埃及）
西流古（敘利亞）

猶太人於兩約之間
所經過的四個時期：

1. 波斯

2. 希臘

3. 猶大王朝

4. 羅馬

馬克比/哈斯摩尼王朝

舊約結束

新約開始

約

4
0

0
   

年



希臘時期，330-166 BC

334 BC，22歲的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帶著大約五萬人的

軍隊，跨海征討擁有百萬雄師的波斯帝國。這項不可能

的任務，在千年一遇的軍事天才亞歷山大的手中完成了。

330 BC，亞歷山大徹底擊垮了波斯的軍隊，波斯王被

部下所殺，波斯帝國滅亡。猶太人從此開始被希臘人所

統治，為時 160餘年。



亞歷山大東征（334-323 BC）
十年之間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帝國



亞歷山大英年早逝，死時並未指定繼承人。相傳部下問他要傳位給
誰？亞歷山大在病床上說：「傳給最強的！」亞歷山大留下一個遺
腹子，卻在後來的權力爭奪戰中妻子與兒子都為人所殺。亞歷山大
所建立的大帝國，最終為四個部將所瓜分：多利買（Ptolemy）得
埃及地，西流古（Seleucus）得敘利亞地，李斯馬（Lysimachus）
得小亞細亞，卡桑德（Cassander）得馬其頓。



•猶太人在西流古 THE SELEUCIDS 的統治之下

•埃及多利買王朝統治猶太人一百多年之後，

敘利亞王安提阿古三世於 198 BC打敗了多

利買王朝，奪取猶太地。

• 198-166 BC，在西流古王朝統治之下的這

三十多年，是猶太人最黑暗的日子。



•那行毀壞可憎的 THE ABOMINATION THAT CAUSE 

DESOLATION

• 168 BC，敘利亞王安提阿古（ANTIOCHUS EPIPHENES 175-164 

BC）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設立宙斯的祭壇，殺豬為祭，大大污穢

聖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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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惡違背聖約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惟獨認識神的子

民必剛強行事。（但11:31-32）

• 你們看見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不當站的地方（讀這經的人須要會

意）。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可13:14）



但以理書十一章
南方王與北方王
之爭

南方王是埃及的
多利買帝國

北方王是敘利亞
的西流古帝國



希臘的未來，十一章

• 南王與北王之間的戰爭：四個國家之中，北方的敘利亞國西流古王朝

（SELEUCUS）和南方的埃及國多羅米王朝（PTOLEMY）連年戰爭，打了

一百多年，互有勝負。

• 但有一大帥：羅馬大將LUCIUS於主前190年打敗了敘利亞王。

• 必有一卑鄙的人：敘利亞王安提古思四世ANTIOCHUS IV以詭計奪取了他

侄子的王位，登基之後危害猶太人，並曾以偶像豬肉等物污穢聖殿。



安提阿古四世
那行毀壞可憎
的
汙穢聖殿，在
聖殿拜偶像，
獻豬肉，燒毀
聖經，屠殺猶
太人



未了的事，十二章

• 名字在冊上的人：天使對但以理說：「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塵埃

中的，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

• 啟示錄也有類似的記載，凡名字在生命冊上的，都必得救。天使說「其中有得永生的」，

• 耶穌也曾說，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至滅亡，反得永生。若有人領人歸主，以至於得永生，他們就

是那些「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 一載，二載，半載：也就是三年半。過了三年半，就是「打破聖民權力的時候」。

• 啟示錄說，到了末期，「外邦人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四十二個月就是三年半。

• 另外，啟示錄也說到兩個見證人要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以一年三百六十日計算，這也是三年

半。

• 至於這三年半的詳情是甚麼，我們不得而知，只知道是和末期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