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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預言的關係，二者是分不開的，

讀啟示錄也要讀預言、也要讀但以理書，這是與但以理書有關聯的歷史。讀啟示錄也要讀預言 也要讀但以理書 這是與但以理書有關聯的歷史

一、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日期：是跟逾越節有關係的。

馬可福音15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主耶穌是在星期五被釘十字架。

約翰福音19猶太人因這日是預備日、安息日是個大日，

就求彼拉多把耶穌從十字架上取下來。是逾越節落在安息日上。

主耶穌生於4BC AD1之間 出來傳道三年半至少應是33 34歲主耶穌生於4BC-AD1之間，出來傳道三年半至少應是33-34歲，

應於AD29-34之間。

列出尼散月十四日在星期五的：列出尼散月十四日在星期五的

4-5-19
3-20-26 主耶穌進耶路撒冷
4-1-33
3-28-36
3-25-39

是前星期日
3-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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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5 39
4-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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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9:1-3瑪代族、亞哈隨魯的兒子大利烏、立為迦勒底國的王元年。

但以理把年是哪一個，在歷史上可以去找的，但以理把年是哪 個，在歷史上可以去找的，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從書上得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耶利米，

論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七十年為滿。

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禱懇求。

在舊約聖經上，有幾個很重要的禱告，除了所羅門王獻殿的禱告，

有兩個禱告是息息相關的 個在但以理 個在尼西米有兩個禱告是息息相關的，一個在但以理、一個在尼西米，

因為產生了但以理的禱告，最後七十個七產生了，從甚麼時候開始呢？

從尼希米開始，他們各用開始的一整章講到他們的禱告內容。從尼希米開始 他們各用開始的 整章講到他們的禱告內容

但以理被俘虜到耶路撒冷，他看到他們在被俘虜的時候，

耶利米已經寫了，神告訴耶利米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是七十年為滿，

表示但以理現在已經被劃出了，因為他被俘虜的時候少年人，加上七十年，

所以他現在應該是八十歲不到九十歲。

他 算 時間到了 因為神給耶利米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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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算，時間到了，因為神給耶利米的預言，

所以他為了時間到了神的應許，他就禁食、披麻蒙灰。



幾個重要的禱告都是從認罪開始...
但以理書9:4我向耶和華我的神祈禱、認罪，說：但以理書9:4我向耶和華我的神祈禱、認罪，說：

主阿，大而可畏的神，向愛主守主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

9:20我說話、禱告，承認我的罪、和本國之民以色列的罪，

為我神的聖山，在耶和華我神面前懇求。

從認罪開始，從自己的罪、認到全家的罪、國家的罪，而且是披麻蒙灰的禱告。

我 禱 象 加 列 奉命9:21-24我正禱告的時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見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飛來，

約在獻晚祭的時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說：但以理阿、

現在我出來要使你有智慧、有聰明。你初懇求的時候，就發出命令，現在我出來要使你有智慧 有聰明 你初懇求的時候 就發出命令

我來告訴你、因你大蒙眷愛．所以你要思想明白這以下的事、和異象。

神所發出來給他的一些異象。

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七，要止住罪過、除淨罪惡、

贖盡罪孽、引進永義，封住異象和預言、並膏至聖者。

最後這七十個七，最後的目的就是世界最後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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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這七十個七，最後的目的就是世界最後的結束，

神的國就要建立起來。

這七十個七是有時間的...
9:25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9:25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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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艱難的時候，

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

這七十個七的開始，是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到甚麼時候呢？到受膏君王、就是彌賽亞出來的時候，

必有七個七 和六十二個七 共加起來是六十九個七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一共加起來是六十九個七，

但是神給他講是七十個七，就是還有一個七跟他是分開的。

正在艱難的時候，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濠就是下水道。帶

尼希米記1:1-2哈迦利亞的兒子尼希米的言語如下。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445BC)、

把時間都寫出來了，聖經很少這樣清楚的告訴我們歷史。

基斯流月、猶太人的月曆，

我在書珊城的宮中。那時、有我一個弟兄哈拿尼、同著幾個人從猶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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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書珊城的宮中。那時、有我一個弟兄哈拿尼、同著幾個人從猶大來．

我問他們那些被擄歸回剩下逃脫的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尼希米記2:1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亞達薛西王二十年(445BC)、基斯流月

這兩個月相差了四個月，都在亞達薛西王二十年，這兩個月相差了四個月，都在亞達薛西王二十年，

但是在尼散月的時候已經在陽曆跨年了，本來445BC，如今444BC，
基斯流月大概是陽曆十二月，尼散月已經是第二年的三、四月份，

(444BC)在王面前擺酒，我拿起酒來奉給王。

一11b我是作王酒政的。是王所信任的人。

2:5王喝酒是很高興的，但那天一看，尼希米怎麼愁容滿面，2:5王喝酒是很高興的，但那天一看，尼希米怎麼愁容滿面，

王很愛尼希米，就問他甚麼原因，聖靈告訴他，

不要說耶路撒冷的情形，而要說列祖墳墓所在之地的荒涼。

我對王說、僕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歡、求王差遣我往猶大、

到我列祖墳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

王喜歡他 也關心到他的祖先 有這個關係存在王喜歡他，也關心到他的祖先，有這個關係存在。

2:6那時王后坐在王的旁邊。這個王后很重要…
王問我說：你去要多少日子、幾時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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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 你去要多少 子 幾時 來

我就定了日期，於是王喜歡差遣我去。

四個月裡他在向神禱告，他有沒有做準備的工作？一定有，

因為王問他，他馬上定出了日期、多少日子、甚麼時候去、因為王問他，他馬上定出了日期 多少日子 甚麼時候去

甚麼時候回來，所以他做了功課的。

神有他的時間，你要先預備好。聖靈帶領他所要講的話，

所以這個時候王是很高興的，差遣他去做這個事情。

2:7我又對王說：王若喜歡，求王賜我詔書。

和合本在翻譯的時候 還在清朝 不好意思寫「聖旨和合本在翻譯的時候，還在清朝，不好意思寫「聖旨」。

通知大河西的省長、准我經過、直到猶大。

2:8又賜詔書、通知管理王園林的亞薩，2:8又賜詔書 通知管理王園林的亞薩

使他給我木料、作屬殿營樓之門的橫梁、和城墻、

與我自己房屋使用的。

波斯王可能只聽到後者，你就是只要一個房子...
王就允准我、因我 神施恩的手幫助我。

2:9王派了軍長、和馬兵護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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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王派了軍長、和馬兵護送我。

我到了河西的省長那裡、將王的詔書交給他們。



但9:25從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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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七個七 和六十二個七

受膏君的時候是三月二十七日耶穌進耶路撒冷，

我們叫棕梠主日，那是將來主耶穌再來的預言。

那一個星期五就是逾越節開始，

逾越節沒有人用棕梠樹枝的，只有住棚節用的，是千禧年的代表。

受膏君的時候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1733199–1559319
=173880days
7 62 697+62=69
69x7x360
=173880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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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鐘是70，已經走到第69，
鐘擺就停下來了，叫教會時期，鐘擺就停下來了，叫教會時期，

一直到最後69個七，又開始往第70個七最後七年，

然後七年大災難，然後就是千禧年。

9:26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

彌賽亞被釘十字架，

無 有 有 來 滅這城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

AC70耶路撒冷被羅馬人毀掉了。

和聖所，至終從那天開始一直到世界的結束，和聖所 至終從那天開始 直到世界的結束

必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

荒涼的事已經定了。

9:27一七之內、他(敵基督)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

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行毀壞可憎的如飛而來，

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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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

從神來對他的憤怒，直到所定的結局。

七十個七的預言(但以理書9:24-27)

559BC大利烏二世古列王 千夫長加百列來傳遞：為你本國之民 還有聖城559BC大利烏二世古列王，
那是但以理禱告的時間

千夫長加百列來傳遞：為你本國之民、還有聖城，
已經定了七十個七，要止住罪過、除盡罪孽、引進永義、
封住異象和預言，並膏至聖者。

所以這是七十個七最後結束的時候，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真正的不是在耶穌十字架之前，而是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時候444BC亞達薛西一世。 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時候，
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444BC亞達薛西一世。
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

正在艱難的時候，耶路撒冷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
69
*

尼希米記：他建城牆是五十二天建就好了，怎麼會用了
七七四十九年呢？這裡是講到：耶路撒冷連街帶濠
都必重新建造，所以真正完成的時間，四十九年時間。

7

70
*

過了六十二個七，七個七在前、六十二個七在後，
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主耶穌必被釘十字架，一無所有。

AD33主耶穌被釘十字架
7

11

AD70耶路撒冷人反抗羅馬
人，提多將軍進軍耶路撒冷

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
但以理書七十個七早就已經預言了

至終必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一直
到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

到了我們現在，AD1948以色列復國，AD1976重新進入
耶路撒冷，第一次他們的國旗重新插進祖先所在的地方。

多 堅定盟約往前推七年 中東簽訂合約

再往下有多少時候，我們不知道，我用X代表。

70
*
7

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

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X-3.5D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

往前推七年，X-7AD中東簽訂合約，

第
70

不知道年歲 就是耶穌基督再臨

最後直到所定的結局，就是耶穌基督再臨 從神來的憤怒，傾在敵基督的身上，
直到所定的結局。

個
7

XAD不知道年歲，就是耶穌基督再臨。

所以這七十個七的時間表，神已經告訴我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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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七十個七的時間表，神已經告訴我們了，

而且從我們現在回去看，完全跟歷史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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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考古學家挖出來，所寫的字就是詩篇137:5耶路撒冷阿，我若忘記你...。

但以理書第五章講到巴比倫帝國被滅的時候但以理書第五章講到巴比倫帝國被滅的時候，

沒有一場戰爭，波斯取代巴比倫是輕而易舉的。

最後一個王伯沙撒的時候，在宴賓客，最後 個 伯沙撒的時候 在宴賓客

拿出從耶路撒冷聖殿裡俘虜過來的金銀寶器。

結果那一天神的手指頭在他殿內的牆上寫字，

沒有人能解釋那字的是甚麼 所以他們找了已經退休的但以理 請他來解釋沒有人能解釋那字的是甚麼，所以他們找了已經退休的但以理，請他來解釋。

但以理書5:24-31因此從 神那裏顯出指頭來、寫這文字。

所寫的文字是彌尼、彌尼、提客勒、烏法珥新。講解是這樣：所寫的文字是彌尼、彌尼、提客勒、烏法珥新。講解是這樣：

彌尼、就是神已經數算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

提客勒、就是你被稱在天平裏顯出你的虧欠，

毘勒斯、就是你的國分裂、歸與瑪代人和波斯人。

但以理書5:24-31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給但以理穿上，

把金鍊給他戴在頸項上 又傳令使他在國中位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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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金鍊給他戴在頸項上，又傳令使他在國中位列第三。

當夜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殺，瑪代人大利烏、年六十二歲、取了迦勒底國。

在歷史上，似乎他非常相信但以理的預言，因為是神的手指頭在牆上寫字。

所以那天晚上叫所有的衛隊一層又一層保護他，在王宮裡頭。所以那天晚上叫所有的衛隊 層又 層保護他，在王宮裡頭。

他一直等到那一天半夜，他發現「我還活著」，他好高興—但以理的預言講錯了，

我還存在。這句話剛剛講的時候，衛隊的隊長從後頭一刀把他殺了。

而且怎麼樣沒有戰爭呢？因為巴比倫城幼發拉底河是通過城裏頭，

那一天的白天，波斯人就把河水改道，他們的敢死隊可以用河床，就進城了。

歡宴 這 進 城 就把城牆 的守 給解決 城門 開王宮裡還在歡宴，這些人進了城，就把城牆上的守軍給解決了、城門大開，

波斯軍隊就衝進來，不需要打了，

因為裏頭的軍隊根本沒有準備，因為裏頭的軍隊根本沒有準備，

巴比倫的老百姓到第三天，

才知道他們的王換人。

就這麼安靜的接管了。

波斯就取代了巴比倫，

沒有一個重要的戰爭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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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重要的戰爭就結束。

瑪代、波斯是一個族，最後是波斯帝國，都在聖經上。

但以理書第一個王叫亞士帖基、但9:1叫亞哈隨魯，這是一個王的代號。但以理書第 個王叫亞士帖基、但9:1叫亞哈隨魯，這是 個王的代號。

但5:30瑪代人大利烏傳過來。

但11:2現在我將真事指示你、波斯還有三王興起、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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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王就是古列王，下令以色列第一次歸回，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聖殿，

第四個王大利烏一世拉5:7 6:1，AD490進攻希臘，第四個王大利烏一世拉5:7,6:1，AD490進攻希臘，

第一次波斯國與希臘國的戰爭，

產生了今天奧運會的馬拉松賽跑。

希臘國那時還沒有國，是十個城邦，以雅典是最大的。

波斯準備進攻雅典海灘，其他的城邦都派軍隊到雅典

來幫助他們，他們是等在海岸上等波斯下船。

從波斯進攻到希臘，地中海的氣候是很糟糕的。

波斯最厲害的是行軍，但他們在海上經過風浪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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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最厲害的是行軍，但他們在海上經過風浪之後，

已經饋不成軍了，上岸之後，果然被希臘的聯合城邦給打敗了。



四個王結束，第一次波希戰爭，傳到他的兒子亞哈隨魯一世485BC，
他父親說海軍對我們不利，第二次波希戰爭是在撒拉米打的，他父親說海軍對我們不利，第二次波希戰爭是在撒拉米打的，

結果也打敗了，而且是亞哈隨魯親自出征的。

失敗回來後，非常不高興，在宴客時，他第一個太太居然不參加，

所以他就把皇后廢掉了。這也是神的旨意，讓以斯帖最後被選為皇后。

他的兒子就是尼希米記的亞達薛西，424BC第二次歸回以斯拉帶著聖經回耶路撒冷，

第三次歸回 就是尼希米重新去建造耶路撒冷城牆 王后當時也在場第三次歸回，就是尼希米重新去建造耶路撒冷城牆。王后當時也在場。

我後來在歷史上去查，亞達薛西王不是以斯帖的兒子，

而是被棄掉那個王后的兒子，是以斯帖帶大的，而是被棄掉那個王后的兒子，是以斯帖帶大的，

所以他也認以斯帖為他的母后，尼希米特別把以斯帖記載在聖經上，

沒有講她的名字，但是跟亞達薛西的關係是這樣的。

但11:3-4必有一個勇敢的王興起、執掌大權、隨意而行。他興起的時候、

他的國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開、卻不歸他的後裔、治國的權勢

也都不及他 因為他的國必被拔出 歸與他後裔之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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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不及他、因為他的國必被拔出、歸與他後裔之外的人。

勇敢的王指的是亞歷山大。

希臘國打了幾次沒有結果，十個城邦合併成為馬其頓、不是雅典，

他們興起了一個王，就是亞歷山大。他們興起了一個王，就是亞歷山大。

他征服印度沒有成功，在印度河得了瘟疫回來，就死了。

他沒有告訴哪個人去扶持王子登陸，最後講了一句話—
歸與最有能力的人。結果他有四個部將，

每個都認為自己是最有能力的，所以最後他的國不歸他的後裔，

希臘帝國分為四份 這是歷史上的結果希臘帝國分為四份，這是歷史上的結果。

波斯帝國亞達薛西二世、亞達薛西三世、亞塞士、大利烏三世，

就是亞歷山大進攻的，波斯帝國最後一個王。

過去波斯公主都是很漂亮的，亞歷山大就娶了他的女兒，

成了波斯國的女婿。成了波斯國的女婿。

那個公主生了一個孩子才幾個月大，亞歷山大就死了。

最後成了三朝頂立，就是三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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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頂立

馬其頓王國

三朝頂立

西邊—馬其頓王朝，

最小的一個

西流基王國 對耶路撒冷言，他們

是從北邊來進攻的，

叫做北王

多利 國

叫做北王，

是西流基王朝

南王—埃及多利買王朝
多利買王國

南王 埃及多利買王朝

羅馬，30BD的時候

這是整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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