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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七章 1 - 14

1 巴比倫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夢，見了腦中的異象，

就記錄這夢，述說其中的大意。就記錄這夢，述說其中的大意。

2 但以理說：我夜裡見異象，看見天的四風陡起，颳在大海之上。

3有四個大獸從海中上來，形狀各有不同：有四個大獸從海中上來 形狀各有不同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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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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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後我觀看 又有 獸如豹 背上有鳥的 個翅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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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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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 頭有十角

但以理書第七章 1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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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根被牠拔出來。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這角前，連根被牠拔出來。

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說誇大的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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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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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卷都展開了在他面前侍立的有萬萬；他坐著要行審判，案卷都展開了。

11那時我觀看，見那獸因小角說誇大話的聲音被殺，

身體損壞，扔在火中焚燒。身體損壞，扔在火中焚燒。

12 其餘的獸，權柄都被奪去，生命卻仍存留，

直到所定的時候和日期。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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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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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東去大江東去

 第一章 ─ 導論，上帝給但以理的智慧，一4、17、20

 二到七章 ─ 列國興亡史，亞蘭文寫的 二到七章 ─ 列國興亡史，亞蘭文寫的

 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夢到人帝國的金像

 第七章但以理所夢海中的四個巨獸 第七章但以理所夢海中的四個巨獸

呼應著相同的一個神，

兩個人作了相同「人類歷史發展 的愛，兩個人作了相同「人類歷史發展」的愛，

合在一起，幫助我們了解上帝在人間歷史當中掌王權

神國長存史 希伯來文寫的 八到十二章神國長存史，希伯來文寫的；

瑪代波斯、希臘，希臘帝國之後國家分成四個部分

 第九章但以理禱告當中，

天使加百列告訴他七十個七

人間歷史在改變，大江東去…



大江東去大江東去

巴比倫帝國
605-539BC

瑪代波斯帝國
539-331BC

希臘帝國
331-168BC

羅馬帝國
168BC 476AD

背後有小角 ─
敵基督，168BC-476AD 敵基督
要逼迫神國

大江東去大江東去

上帝的兒子耶穌彌賽亞 ─ 那一位非人手所鑿的石頭，
讓尼布甲尼撒王所夢到的金像，甲 撒 像

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臘、羅馬，

砸得粉碎的石頭…砸得粉碎的石頭

正好是耶穌在 馬太福音二十六章 ─

我要駕著天雲降臨的彌賽亞、人子。我要駕著天雲降臨的彌賽亞 子

這個人子，就等於 第二章 的石頭，

在講上帝透過耶穌彌賽亞來毀滅人國。在講上帝透過耶穌彌賽亞來毀滅人國

人間帝國在改變，背後有撒但，

上帝透過耶穌建立新的國度，上帝透過耶穌建立新的國度，

祂如何乘著雲離開橄欖山，

也要最後末世的時候駕著雲降臨。也要最後末世的時候駕著雲降臨。

末世論是 但以理書第七章 最後的結束。

但以理書的預言非常準…
把瑪代波斯毀了 希臘的王是亞歷山大大帝把瑪代波斯毀了，希臘的王是亞歷山大大帝，

32、33 歲，幾乎要占領當時的全世界，
滅 推 迦薩之後 準備 打 路撒冷滅了推羅、迦薩之後，準備攻打耶路撒冷。

波斯時代，猶太人享受到相當的自由度…
大祭司穿著綴滿黃金首飾的紫袍，來迎接亞歷山大大帝。

亞歷山大看到這個穿著特別衣服的祭司，大吃一驚，

他出發之前，曾經夢到有這樣的大祭司告訴他說 ─
大王啊，你可以橫渡大海，必然可以占領波斯帝國。

八21 那公山羊就是希臘王；兩眼當中的大角就是頭一王。

先知書記載你要來 告訴亞歷山大大帝先知書記載你要來，告訴亞歷山大大帝 ─ 
你到我們這裡來絕對不是偶然，

有一位全知的神知道你要來有一位全知的神知道你要來…
亞歷山大大帝很歡喜，到聖殿獻祭，對猶太人特別從寬優待…

1. 人間是一部權位爭奪史

乾隆皇帝問他的名臣紀曉嵐乾隆皇帝問他的名臣紀曉嵐 ─
每日在長江舟楫上，到底有多少人次？

名 利紀曉嵐回答 ─ 只有兩個，名、利！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但以理書第七章 還有一個小角，

就是 啟示錄的魔鬼 ─ 那個撒但就是 啟示錄的魔鬼  那個撒但

 但以理書第十章波斯的天使 ─ 魔君，是有靈界的

人間權位爭奪史改變過程當中有撒但，人間權位爭奪史改變過程當中有撒但，

是一個激烈的屬靈爭戰。

以弗所書第六章 ─ 我們不是跟屬血氣的，以弗所書第六章 我們不是跟屬血氣的，

是跟空中屬靈的、掌權的在爭戰。

權位爭奪史背後有撒但，權位爭奪史背後有撒但，

被牠奴役、甚至逼迫屬神的百姓。



2. 人類爭奪權位，手法殘酷

第二個獸起來吞吃多肉 第五節第二個獸起來吞吃多肉

 第七節第四個獸極其強壯、大有力量，

有大鐵牙 吞吃嚼碎 剩 的 腳踐踏有大鐵牙、吞吃嚼碎，剩下的用腳踐踏

 第八節 說誇大的話 ─ 有敵基督

七25 折磨至高者的聖民、逼迫屬神的百姓

 十、十一章安提阿古伊比法尼逼迫屬神的百姓，

後來逼迫出馬加比革命

 尼布甲尼撒王逼迫屬神的百姓，甲 撒 屬神的百

放到火窯、獅子坑裡面

 新約時代希律王，

人間為了權位，爭奪的手法很殘酷，

新約時代希律王

殺伯利恆兩歲以下的小孩子

人間為了權位，爭奪的手法很殘酷，

屬神的百姓在這世界中，是很脆弱的…

3. 人類所爭奪的權位是短暫的

巴比倫之後是波斯 希臘 羅馬 是短暫的巴比倫之後是波斯、希臘、羅馬，是短暫的…
第四章 ─ 尼布甲尼撒王有七年吃草如牛，在給他清醒過來，

上帝讓尼布甲尼撒王夢到人間帝國的改變 ─
 精金頭，代表巴比倫王，不是永遠的、是短暫的短暫的

 亞歷山大大帝，死後國家分成四個部分

 羅馬帝國後來分成十個王

蘇東坡 ─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那些不懂得…不關心上帝國度的人，那 不懂得 不關 上帝國度的人

但以理第七章 之後，關心永恆的國度 ─
人子駕著天上的雲、彌賽亞的國度！人子駕著天上的雲 彌賽亞的國度！

神的百姓不要那麼關心政治，更要關心神國，

人類所爭奪的權位，人類所爭奪的權位，

背後有敵基督的本質，而且是短暫的。

4. 神的兒女擁有的卻是永恆的權威

 第二章 ─ 尼布甲尼撒王不能說夢、忘了夢，術士不能解夢，

上帝藉由但以理，把王所作的夢道出來、又幫他解夢

 第五章 ─ 伯沙撒王以為我是老大，

用聖殿的東西飲酒作樂；

上帝就在皇宮牆壁上寫字，讓他知道 ─
在天平裡顯出虧欠，你的國要歸於瑪代波斯，瑪代波斯，

人間帝國都在改變 屬神的百姓如果認識上帝

瑪代波斯就把伯沙撒王毀了

人間帝國都在改變，屬神的百姓如果認識上帝，

就像但以理所夢的 七章13 ─

人子得了權柄 榮耀 國度人子得了權柄、榮耀、國度，

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服事祂。

祂的權柄是永遠的祂的權柄是永遠的。

亞歷山大大帝 耶穌

都死在三十三歲

為你我而死為自己死 為自己活 為你我而死

死在十字架上

無所有 孤獨前行

為自己死、為自己活

死在帝王的寶座

多采多姿 領軍千萬 一無所有、孤獨前行

用祂的血來洗刷全世界

死時失去 切 包括身體

多采多姿、領軍千萬

血洗全世界

活著贏得世界 死時失去一切，包括身體

死後贏得世人對祂的信靠

活著贏得世界

活著贏得世人對他的恐懼

死在加略山

把自己給了出去

死於巴比倫

為自己贏得了一切

征服所有人的墳墓

神變為人，成為別人的祝福

征服了所有的帝國

把自己變成神

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建立的帝國後來被改變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知道

禱告禱告

幫助我們知道 ─
人間政權會改變、手法很殘酷，

屬神的百姓有避難所 ─
有彌賽亞萬王之王、成為我們遵從的對象！

幫助教會尊主為大，

敬畏神 敬拜神 服事上帝敬畏神、敬拜神、服事上帝，

傳揚耶穌的救恩。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