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在人的國中掌權 - 但以理書 

第五課 公綿羊和公山羊, 七十個七異象 (但 8:1-9:27) 

 

ㄧ. 公綿羊和公山羊異象(八 1-14) 

 – 瑪代波斯帝國和希臘帝國興起 

 

  1. 異象的場景 

     – 身在巴比倫卻以為在波斯 (v.1-2) 
 

 A. 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 – 551B.C., 但以理約 69歲 

 

B. 異象中到了波斯 

我見了異象的時候， 

我以為在以攔省書珊城(波斯的百合花冬宮)中； 

我見異象又如在烏萊(我的領袖) 河邊(上面)。

  

 

  2. 看哪! 雙角的公綿羊 - 瑪代波斯帝國(v.3-4) 
 

雙角的公綿羊站在河邊，兩角都高(升高,驕傲)。這角高過(出自) 那角，更高的是後長的。 

我見那公綿羊往西(海)、往北、往南牴觸。獸(活的) 在牠面前都站立不住， 

也沒有能救護脫離牠手的；但牠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自我放大, magnify)。 

 

  3. 看哪! 公山羊 - 希臘帝國(v.5-8) 
A. 我正思想(分辨,理解) 的時候，看哪!  

   見有一隻公山羊從西而來，遍行全地，腳不沾塵。 

 

B. 這山羊兩眼當中有一非常 (顯而易見) 的角。 

 

C. 牠往我所看見、站在河邊有雙角的公綿羊那裡去， 

大發忿怒，向牠直闖(奔跑)。 

 

    a. 我見公山羊就近(擊打) 公綿羊，向牠發烈怒， 

   牴觸(打擊,殺害)牠，折斷牠的兩角。 

 

b. 綿羊在牠面前站立不住；牠將綿羊觸倒在地，   

  用腳踐踏，沒有能救綿羊脫離牠手的。 

 

D. 這山羊極其自高自大(一直+極其+變大)，正強盛的時候，那大角折斷了 

 

E. 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長出四個非常(顯而易見) 的角來。 

 

** 四個非常的角：亞歷山大的帝國被四位將軍瓜分。 

 
 1. 加山得（Cassander）：馬其頓和希臘 

 2. 呂西馬古（Lysimachus）：特拉西（Thrace）、大部分小亞細亞 

 3. 西流基（Seleucus）：敘利亞、及東面土地 

 4. 多利買（Ptolemy）：埃及 

 

 

 

 

 



  4. 小角(v.9-14) 

A. (從) 四角之中有一角長出(帶出)一個小(不起眼的)角 

 

a. 向南、向東、向榮美之地(迦南地)，漸漸(優秀,變大) 成為強大(一直+極其+變大)。 

   牠漸漸強大(一直+極其+變大) 

 

b. 高及天象(heaven host) ，將些天象( host)和星宿(stars) 拋落在地，用腳踐踏。 

   並且牠自高自大(自我放大, magnify)，  

 

   (一直到) 高及天象之君(host 統治者)；除掉(x2) 常獻(連續不斷) 給君的燔祭， 

   毀壞(丟,趕出)君的聖所。(在…其中) 因罪過(過犯) 的緣故，有軍旅( host)     

   和常獻的燔祭(連續不斷) 交付牠。 

 

c. 牠將真理拋(牴觸,打擊)在地上，任意而行，無不順利(昌盛,成功)。 

 

B. 我聽見有一位聖者說話 -到二千三百日，聖所就必潔淨 

 

又有一位聖者問那說話的聖者說：「這除掉常獻的燔祭(連續不斷)  

和施行毀壞(荒涼, 驚駭)的罪過(過犯)，將聖所(分別) 與軍旅(host) 踐踏的異象， 

要到幾時才應驗呢？(一直到幾時呢？)」 

 

他對我說：「(一直) 到二千三百日(日落+日出)， 

聖所(分別) 就必潔淨(轉為公義,被證明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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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使長加百列對異象的解釋(八 15-27) 

  1. 看哪! 這是關乎末後(end time)的異象 (v.15-19) 
 

看哪! 忽有一位形狀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聽見烏萊河兩岸中有人聲呼叫說： 

「加百列(神的戰士)啊，要使此人明白這異象。」他便來到我所站的地方。 

 

他一來，我就驚慌(被嚇到) 俯伏在地； 他對我說：「人子啊，你要明白， 

因為這是關乎末後(結局+時候)的異象。」他與我說話的時候，我面伏在地沉睡； 

他就摸我，扶我站起來， 

 

 

 

 

 



  2. 看哪! 這是關乎末後(end time)的定期(節令,節期,會眾)(v.20-27) 
 

說：「看哪! 我要指示你惱怒(厭惡,憤恨) 臨完(盡頭,結尾)必有(發生) 的事， 

因為這是關乎末後的定期(結局+指定的時間)。 

 

A. 雙角的公綿羊- 就是瑪代和波斯王。 

 

B. 公山羊就是希臘王 (v.21-23) 

 

兩眼當中的大角就是頭一王。 

 

至於那折斷了的角，在其根上又長出四角，這四角就是四國(kingdoms)， 

必從這國裡興起來，只是權勢(力量,勢力) 都不及他。 

 

C. 小角 (v.23-25) 

 

這四國(kingdoms) 末時，犯法的人(背叛) 罪惡滿盈，必有一王興起， 

面貌凶惡(強壯,有能力,猛烈的)，能用(明白,理解) 雙關的詐語(謎語,寓言,詭計多端)。 

他的權柄(力量,勢力) 必大，卻不是因自己的能力(力量,勢力) ； 

他必行非常的(難以瞭解) 毀滅，事情順利(昌盛,成功)，任意而行； 

又必毀滅有能力(強大,為數眾多) 的和聖民。 

 

他用權術(睿智,狡猾) 成就(昌盛,成功) 手中的詭計(欺詐)， 

心裡自高自大(自我放大, magnify)，在人坦然(平靜)無備(昌盛)的時候，毀滅多人； 

又要站起來攻擊萬君之君，至終(結束) 卻非因人手而滅亡。 

 

D. 所說二千三百日(傍晚黃昏)的異象是真的 (v.26,27) 

 

a. 你要將這異象封住(住嘴)，因為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 

b. 於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數日，然後起來辦理王的事務。我因這異象 

     驚奇(喪膽)，卻無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 長出一個小角 

 

安提奧古斯‧伊庇凡尼斯（Antiochus IV Epiphanes, 西流基之後第八位君王） 

 

次經馬加比壹書第一章 44-50節記載， 

 

「王（安提奧古斯）又派遣使臣帶著詔書到耶路撒冷及猶大各城，命人隨從外邦的習俗， 

廢止聖所內獻的燔祭、和平祭和奠祭；破壞安息日和節期；污穢聖所及祭司，卻要建築祭壇、

殿宇及偶像神廟，獻豬和不潔之牲口為祭；他們還要停止給子孫行割禮，又行各樣不潔和 

褻瀆的事，污穢靈魂，目的是要他們忘記律法，改易各樣禮規。」 

 

「到兩千三百日聖所就必潔淨」：約六年四個月，此時間約等於安提奧古斯反猶大行動開始，

到聖殿得潔淨、重建之時（此時領袖為猶大馬喀比，Judas Maccabeus） 

 

三. 但以理為耶路撒冷禱告 (但九 1-20) 538B.C. 但以理 82 歲 

  1. 起因 (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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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第一次被擄 605B.C.  已 67年 

 南國亡  586B.C.  已 52年 

 

 

 



  2. 向神認罪悔改 (v.3-14) 

 A. 謙卑自己 - 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 神祈禱懇求 

 

 B. 尊榮神 Elohim, Adonai 

        主啊，(我們祈求你), 大而可畏的 神，向愛主、守主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 

 

   C. 認罪 

  a. 我們犯罪作孽，行惡叛逆， 

b. 偏離你的誡命典章(審判,公義)， 

c. 沒有聽從你眾先知的話。 

d. 眾人都得罪(背叛+奸詐)了你，君王、首領、列祖得罪了你，就都臉上蒙羞。 

e. 違背(反叛)了他，沒有聽從神的話，沒有遵行他律法。 

 

D. 咒詛和災禍臨到 (v.15-20) 

a. 摩西律法上所寫的咒詛和誓言都傾在我們身上 

b. 大災禍(evil) 臨到我們，成就了警戒我們和審判(審判審判)我們官長的話 

c. 我們卻沒有求耶和華使我們回頭離開罪孽，明白你的真理。 

 

E. 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義 

耶和華使災禍臨到我們身上，因為耶和華─我們的 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義；我們並

沒有聽從他的話。 

 

  3. 呼求神的拯救 

 A. 呼求神的大能 

主─我們的 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領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 

 

B. 呼求神的仁義 

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義，使你的怒氣和忿怒轉離你的城耶路撒冷 

 

a. 為自己使臉光照你荒涼的聖所。…, 荒涼之地和稱為你名下的城 

b. 因你的大憐憫 

 

C. 求主不要遲延重建耶路撒冷的時間 

   a. 求主垂聽(傾聽)，求主赦免，求主應允(傾聽)而行，為你自己不要遲延 

b. 因這城和這民都是稱為你名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