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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膏者必被剪除」後，末世便開始；亦即是六十
二個七與最後一七之間的間斷。 

 

但 9:25 你要知道，也要明白，從發出命令恢復和
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時候，必有七個七；
又有六十二個七（『必有七個七；又有六十二個七』
或譯：『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耶路撒冷
連廣場和濠溝，都必重新建造起來；那是一段困苦
的時期。 

但 9:26 六十二個七以後，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
所有（『一無所有』或譯：『不再存在』） 



末世時期的四個國度 

 

但 2:31 「王啊！你正在觀看，看見有一座大像，
那像甚高，非常光耀，豎立在你面前，樣貌十分可
怕。 

但 2:32 這像的頭是純金的，胸膛和手臂是銀的，
腹和腰是銅的， 

但 2:33 腿是鐵的，腳是鐵和泥混雜的。 

但 2:34 你正觀看的時候，有一塊非人手鑿成的石
頭，擊在那座大像鐵和泥混雜的腳上，把腳砸碎了。 

但 2:35 於是鐵、泥、銅、銀、金都一同砸得粉碎，
好像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那
打碎這像的石頭卻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全地。 

 

 

 



但 7:3 「有四隻巨獸從海中上來，形狀各不相同。 

但 7:4 第一隻獸像獅子，卻有鷹的翅膀。我一直在
觀看，看見牠的翅膀被拔去，牠從地上被舉起來，
兩腳像人一樣直立在地上；又有人的心給了牠。 

但 7:5 我又看見另一隻獸，就是第二隻獸；牠和熊
相似，挺起一邊的身軀，口中的牙齒銜著三根肋骨。
有人這樣對牠說：『起來，吃多量的肉吧！』 

但 7:6 此後，我繼續觀看，看見另一隻獸像豹，背
上有鳥的四個翅膀；這獸有四個頭，又有權柄給了
牠。 

但 7:11 「那時，因那小角說誇大話的聲音，我繼
續觀看，看見那獸被殺，屍體被毀，扔在烈火中。 

但 7:12 至於其餘的三獸，牠們的權柄都被奪去，
牠們的生命卻得著延長，直到所定的時候和日期。 



神國建立，並直到永遠 

 

但 2:44 那些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 神必興起另
一個永不滅亡的國，國權必不歸給別族的人。這國
必砸碎毀滅其他各國；並且這國必存到永遠。 

 

但 7:27 下  他的國是永遠的國；所有掌權的都必事
奉他，順從他。』 



「一位像人子的」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繼續觀看，看見有一
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到萬古常存者那裏，
被引領到他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尊榮和國度；各國、各族和說
各種語言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權柄，
是不能廢去的；他的國度是永不毀滅的。 



「至高者的聖民」得國 

 

但 7:27 那時，國度、權柄，和普天之下萬國的大
權，都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 

 

 



一個王 =小角 = 敵基督 
 
但 7:23 「那位侍立者這樣說：『那第四隻獸就是世上必有
的第四國，和其他各國都不相同；牠必吞吃全地，踐踏咬碎
全地。 
 
但 7:24 至於那十角，就是從這國中將要興起的十個王，在
他們以後，必有另一個王興起，和先前的王都不相同；他必
制伏三個王。 
 
但 7:25 他必說話，敵擋至高者；他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
又想改變節期和律法；聖民必交在他的手中，一載、二載、
半載（『一載、二載、半載』或譯：『一個時期、多個時期、
半個時期』）。 
 
但 7:26 但審判要開始，他的權柄必被奪去，他必被毀壞滅
絕，直到永遠。 
 
 
 
 



一個王 =小角 = 敵基督 

 

但 8:9 從這四個角中的一個角，又長出一個小角來，
這小角向南、向東和向榮美之地，不斷強大起來。 

 

但 8:10 牠漸漸長大，高及天象，把一些天象和星星摔
落在地上，用腳踐踏。 

 

但 8:11 牠狂妄自大，要高及天象之君；牠除掉獻給天
象之君的常獻祭，又拆毀他的聖所。 

 

但 8:12 因罪過的緣故，聖民（“聖民”和8:10、11的
“天象”原文是同一個字）連同常獻的祭都交給牠；
牠把真理丟在地上，任意而行，凡事順利。 

 



一個王 =小角 = 敵基督 
 
但 8:23 「在這四國的後期，犯罪的人惡貫滿盈的時候，
必有一個面貌兇惡的王興起，他詭計多端。 
 
但 8:24 祂的權勢強大，卻不是出於自己的能力；祂必
造成驚人的毀滅；祂任意而行，凡事順利；祂必毀滅
有強力的，又毀滅聖民。 
 
但 8:25 祂運用詭計，行騙無往而不利；他心裡狂妄自
大；他必乘人不備的時候，毀滅許多人；他要起來攻
擊萬君之君，最後卻非因人的手被毀滅。 
 
但 8:26 關於所說二千三百個晚上和早晨的異象是真的，
但你要把這異象封住，因為那是關於將來許多的年日
的。」 
 



一個王 =小角 = 敵基督 

 

但 9:27 一七之內，他必和許多人堅立盟約；一七
之半，他必使獻祭和供物終止；他必在殿裡（『殿
裡』原文作『翼上』）；設立那使地荒涼的可憎的
像（『可憎的像』原文是複數），直到指定的結局
傾倒在那造成荒涼的人身上。」 

 

 



一個王 =小角 = 敵基督 
 
但 11:36 「那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過所有的神，
又說一些怪誕的話攻擊萬神之 神。他必行事順利，
直到 神的忿怒完畢；因為所定的事必會實現。 
但 11:37 他必不尊重他列祖所拜的神，也不尊重婦女所
愛慕的神，無論甚麼神他都不尊重，因為他必自大，
高過一切。 
但 11:38 他倒要敬拜保壘的神，用金銀寶石和各樣珍寶
去敬拜他列祖所不認識的神。 
但 11:39 他必得著外族神的幫助，攻破堅固的堡壘；凡
承認他的，他必使他們大得尊榮，又使他們管轄許多
人，並且把土地分給他們作賞賜。 
但 11:40 「到了末期，南方王要和他交戰；北方王必帶
著戰車、騎兵和大批戰船，像暴風一般來到他那裏；
他必侵入列國，如洪水氾濫，橫掃而過。 
 



一個王 =小角 = 敵基督 

 

但 11:41 他也必侵入那榮美之地；必有許多國傾覆；
但那些以東人、摩押人和亞捫人的首領，必被拯救
脫離他的手。 

但 11:42 他必伸手攻擊列國；埃及地也不得脫離。 

但 11:43 他必掌管埃及的金銀寶藏和一切珍寶；呂
彼亞人和古實人都必追隨他。 

但 11:44 但從東方和北方必有消息傳來，使他驚惶，
他就在烈怒之下出兵，要把許多人殺盡滅絕。 

但 11:45 他必在海和榮美的聖山之間支搭如宮殿一
般的帳幕；然而他們的結局來到，必沒有人能幫助
他。 

 



敵基督的出處 

 

敵基督是在第四個國度中的十王時期，敵基督則制
伏十王中的其中三王，繼而興起的。 

 

 

但 7:23 「那位侍立者這樣說：『那第四隻獸就是
世上必有的第四國，和其他各國都不相同；牠必吞
吃全地，踐踏咬碎全地。 

 

但 7:24 至於那十角，就是從這國中將要興起的十
個王，在他們以後，必有另一個王興起，和先前的
王都不相同；他必制伏三個王。 

 

 

 



敵基督的出處 

 

 

但 8:9 從這四個角中的一個角，又長出一個小角來，
這小角向南、向東和向榮美之地，不斷強大起來。 

 

但 11:37 他必不尊重他列祖所拜的神，也不尊重婦
女所愛慕的神，無論甚麼神他都不尊重，因為他必
自大，高過一切。 

 

 

 



敵基督的特點 : 
 
1.面貌兇惡 ；詭計多端 
 
2.權勢強大，卻不是出於自己的能力 
 
3.他任意而行，凡事順利 
 
4. 他運用詭計，行騙無往而不利 
 
5.他必乘人不備的時候，毀滅許多人 
 
6.他心裡狂妄自大；他要起來攻擊萬君之君；又說 
    一些怪誕的話攻擊萬神之 神 
 



8.他必毀滅有強力的，又毀滅聖民。 

 

9.他有很強大的軍事力量 

 

10.他入侵以色列；有很多大國家屈服；但也有些
小國能幸免。 

 

11.戰勝後，他很富有，但他與承認他的人分享權
力及財富 

 

 



大戰爭 

 

 

但 11:40 「到了末期，南方王要和他交戰；北方王
必帶著戰車、騎兵和大批戰船，像暴風一般來到他
那裏；他必侵入列國，如洪水氾濫，橫掃而過。 

 

但 11:44 但從東方和北方必有消息傳來，使他驚惶，
他就在烈怒之下出兵，要把許多人殺盡滅絕。 

 

 



「敵基督」逼迫「至高者的聖民」 

 

但 7:25 他必說話，敵擋至高者；他必折磨至高者
的聖民，又想改變節期和律法；聖民必交在他的手
中，一載、二載、半載（『一載、二載、半載』或
譯：『一個時期、多個時期、半個時期』）。 

 

但 8:13 我聽見一位聖者在說話，又有一位聖者問
他：「這個關於除掉常獻的祭，和引致毀壞的罪過，
以及踐踏聖所和聖民（『聖民』和但8:10、11的
『天象』原文是同一個字）的異象，要到幾時呢？」 

但 8:14 祂對我說：「要到二千三百個晚上和早晨，
聖所才得潔淨。」 

 

 

 

 



「敵基督」逼迫「至高者的聖民」 

 

但 9:27 一七之內，他必和許多人堅立盟約；一七
之半，他必使獻祭和供物終止；他必在殿裡（『殿
裡』原文作『翼上』）；設立那使地荒涼的可憎的
像（『可憎的像』原文是複數），直到指定的結局
傾倒在那造成荒涼的人身上。」 

 

 

 



「敵基督」逼迫「至高者的聖民」 

 

一載、二載、半載 

一個時期、多個時期、半個時期 

二千三百個晚上和早晨 = 1150 日 

一七之半 

 

1150 < 1290 < 1335 
忍耐等候、再忍耐等待、再再忍耐等候 

 

 

 

 



「敵基督」的滅亡 

 

但 2:34 你正觀看的時候，有一塊非人手鑿成的石
頭，擊在那座大像鐵和泥混雜的腳上，把腳砸碎了。 

但 2:35 於是鐵、泥、銅、銀、金都一同砸得粉碎，
好像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那
打碎這像的石頭卻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全地。 

 

但 7:11 「那時，因那小角說誇大話的聲音，我繼
續觀看，看見那獸被殺，屍體被毀，扔在烈火中。 

 

 

 

 



「敵基督」的滅亡 

 

 

但 7:26 但審判要開始，他的權柄必被奪去，他必
被毀壞滅絕，直到永遠。 

 

但 8:25 祂運用詭計，行騙無往而不利；他心裡狂
妄自大；他必乘人不備的時候，毀滅許多人；他要
起來攻擊萬君之君，最後卻非因人的手被毀滅。 

 

但 11:45 他必在海和榮美的聖山之間支搭如宮殿一
般的帳幕；然而他們的結局來到，必沒有人能幫助
他。 

 

 

 



「敵基督」的滅亡 

 

但 9:27 一七之內，他必和許多人堅立盟約；一七
之半，他必使獻祭和供物終止；他必在殿裡（『殿
裡』原文作『翼上』）；設立那使地荒涼的可憎的
像（『可憎的像』原文是複數），直到指定的結局
傾倒在那造成荒涼的人身上。」 

 



「至高者的聖民」得拯救 

 

但 7:22 直到萬古常存者來到，為至高者的聖民伸
張正義；聖民擁有國度的時候就到了。 

 

但 9:24 「為你的同胞和你的聖城，已經定了七十
個七，要結束過犯，終止罪惡，遮蓋罪孽，引進永
義，封住異象和預言，並且膏抹至聖所（『至聖所』
或譯：『至聖者』）。 



受膏者必被剪除 

     第一個國度 

     第二個國度 

     第三個國度 

           第四個國度 

     十王出現 

          取代其中三王，繼而興起敵基督 

            敵基督壯大   

  最後一七 – 與強國結盟，戰勝列國，籠絡人心 

  最後一七之半 - 除掉常獻的祭， 

           踐踏聖所和聖民， 大戰爭 

             敵基督被滅，第四個國度被滅 

     其餘三國度被滅 

神國建立 – 「一位像人子的」及「至高者的聖民」得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