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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和比較但以理書7和啟示錄13 and 17:7-
14提到的七頭十角獸

聖經所描述的七頭十角獸長相是靈意的還是真實的?

但以理與啟示錄所描述的七頭十角獸是不同的獸嗎?

我們今天處在甚麼時刻?又該如何面對七頭十角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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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所見的異夢

王啊，你夢見一個大像，這像甚高，極其光耀，站在你面
前，形狀甚是可怕。

這像的頭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和腰是銅的，

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
腳上，把腳砸碎；

於是金、銀、銅、鐵、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場上
的糠粃，被風吹散，無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
山，充滿天下。

這就是那夢。我們在王面前要講解那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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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所見的異夢

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獸，並天空的飛鳥，他都交付你手，使
你掌管這一切。你就是那金頭。

在你以後必另興一國，不及於你；又有第三國，就是銅的，
必掌管天下。

第四國，必堅壯如鐵，鐵能打碎剋制百物，又能壓碎一切，
那國也必打碎壓制列國。

你既見像的腳和腳指頭，一半是窰匠的泥，一半是鐵，那國
將來也必分開。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也必有鐵的力量。

那腳指頭，既是半鐵半泥，那國也必半強半弱。

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民也必與各種人攙雜，卻不能彼此
相合，正如鐵與泥不能相合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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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帝國─巴比倫（二37-38）

●但以理解釋金頭代表尼布甲尼撒王，也代表巴比倫帝國。金
象徵君主專政，尼布甲尼撒是一個極權的君主，不需向議
會、法院和選民負責，他統治是至高無上的。

●第二個帝國─波斯（二39上）

●但以理說大像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代表著巴比倫後來要興
起的帝國，但以理目睹巴比倫被波斯帝國所取替，這帝國亦
稱為瑪代─波斯，因為它是由瑪代人和波斯人共同建立的。
它比巴比倫版圖更大和更有能力，就如銀比金堅硬。它次於
巴比倫，就如銀比金的價值為低。與尼布甲尼撒不同，波斯
帝王並不能專權，他們要向律例負責。波斯帝國在主前539
年征服了巴比倫，統治世界200年。

●第三個帝國─希臘（二3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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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帝國─羅馬（二40-43）

●羅馬帝國在所有的帝國中是最有能力，以鐵的能力統治。由
於鐵是四種金屬中最普遍的，所以在羅馬統治下，百姓有他
們的公民權利，這是尼布甲尼撒所沒有想到的。這包括向高
等法院上訴，保羅運用這種權利。大像腳指頭的泥指出在羅
馬帝國的最後階段會出現更向前邁進的民主原則。半鐵半泥
說明民主權利和獨裁勢力的一個奇怪組合。

●究竟半鐵半泥是第五個帝國還是第四個帝國的最後階段？我
們在第二章裡不能下定論。但到了第七章有對比相同的異
象，我們將會知道只有四個而不是五個帝國。

●但以理書二章42節提到大像的腳趾，這裡通常被認為與但七
章7、24；啟十三1、十七3、12-17節的十角有相同的重要
性。這些角代表在第四個帝國的最後階段有十個王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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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七章但以理見到的異象

但以理說：我夜裡見異象，看見天的四風陡起，颳在大海之
上。

有四個大獸從海中上來，形狀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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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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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獸如豹，背上有鳥的四個翅膀；這獸有
四個頭，又得了權柄。

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第四獸甚是可怕，極其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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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七章但以理見到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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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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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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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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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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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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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七章但以理見到的異象

這四個大獸就是四王將要在世上興起。

然而，至高者的聖民，必要得國享受，直到永永遠遠。

那時我願知道第四獸的真情，他為何與那三獸的真情大不相
同，甚是可怕，有鐵牙銅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
踏；

頭有十角和那另長的一角，在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這角
有眼，有說誇大話的口，形狀強橫，過於他的同類。

我觀看，見這角與聖民爭戰，勝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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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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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七章但以理見到的異象

那侍立者這樣說：第四獸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國，與一切國
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並且踐踏嚼碎。

至於那十角，就是從這國中必興起的十王，後來又興起一
王，與先前的不同；他必制伏三王。

他必向至高者說誇大的話，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必想改變
節期和律法。聖民必交付他手一載、二載、半載。

然而，審判者必坐著行審判；他的權柄必被奪去，毀壞，滅
絕，一直到底。

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大權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他的
國是永遠的；一切掌權的都必事奉他，順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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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七章所記載的異象是在巴比倫王伯沙撒元年，內
容和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所見的異夢一樣，都講到歷史上四
個帝國的興替。第七章和第二章是可互相參照的。

●開首提到大海，大海是指這個世界，大海之中有四個獸先後
上來，表示世界上先後會出現四個大帝國，這四大帝國都是
跟選民有關。

●第一個獸代表巴比倫帝國，像獅子，但有鷹的翅膀，表示十
分強大又快速。在巴比倫的考古發現中，的確有獅頭鷹翅的
像。這個獸站立似人，又得了人心，這個跟尼布甲尼撒王的
經歷很相近。

●第二個獸是熊，代表瑪代波斯帝國，口齒含著三根肋骨，代
表瑪代波斯曾經有三次主要戰績。

●第三個獸是豹，代表希臘帝國。豹是跑得很快的動物，代表
亞歷山大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席捲歐、亞、非洲，建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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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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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應該是第二章像的鐵腳，是羅馬帝國，
2：40如此形容：「必堅壯如鐵，鐵能打碎剋制百物，又能
壓碎一切，那國也必打碎壓制列國。」

第二章中的金像十個腳趾頭是腳的延伸，極可能與這裏第四
個獸頭上十個角是相通的，假如鐵的腿和第四個獸都是指羅
馬帝國，自從1453年東羅馬被回教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擊敗後，都是處於一個潛伏的期間，許多解經家相
信這個部份應該仍未在歷史上出現，是敘述將來羅馬帝國的
延續，羅馬帝國(即歐洲)將來會復興，並且到末世時只有十
個成員國，在新羅馬帝國未出現之前，羅馬帝國的影響力臨
到世界各國，包括美國的法律和商業制度有些都沿用羅馬時
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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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獸代表羅馬帝國，但以理沒有說牠似甚麼，只說這獸
甚是可怕。這裡所說的獸，一方面代表古代的羅馬帝國，但
同時也講到未來的羅馬帝國。歷史上，羅馬帝國並沒有正式
滅亡，到現今歐洲各國，以前都屬於羅馬帝國。這獸的頭有
十角，代表一個完整的政權，卻彼此間有分歧，現今的歐盟
亦由多個國家組成，彼此也有分歧。這裡提到有一個小角，
這代表末日的敵基督，他向神說誇大的話，逼迫神的子民，
以及改變節期和律法。

但以理所看見的四個獸代表四個王或帝國，但最後他看見人
子，就是基督，將要建立永恆的國，給選民享受。四個帝國
都要受到審判，首先，但以理看見寶座，第二個景象講到神
審判四個獸及敵基督。第三個景象講到有一位像人子的出
現，就是基督，建立永恆的國。在這個異象中，但以理看見
敵基督要折磨聖民一載、二載、半載，代表大災難中的三年
半，所以在人的國度裡，以色列人會受苦。



17



18

啟示錄第十三章十角七頭獸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
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

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那
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他。

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那死傷卻醫好
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從那獸，

又拜那龍─因為他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拜獸，說：誰能
比這獸，誰能與他交戰呢？

又賜給他說誇大褻瀆話的口，又有權柄賜給他，可以任意而
行四十二個月。

獸就開口向神說褻瀆的話，褻瀆神的名並他的帳幕，以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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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獸的七頭十角十冠分別代表甚麼？
經文：啟13：1
我又看見㇐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
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海獸七頭十角十冠，身體像
豹，腳像熊，口像獅子，並從龍手中獲得全部的能力；這獸
分明是但以理書7：3〜7所預言的獸，集歷代凶惡帝國的戻
極，是空前絕後最龐大的敵基督大帝國。
七頭與十角分別代表同㇐隻獸的兩大身分，是以用「七」及
「十」區分之。「七頭」上各有褻瀆神的名字，表示每頭都
反對神，但究竟「七頭」代表甚麼?
它們代表由歷史至末世抵擋神國的外邦國。以色列是信神之
國家，在歷史上，凡抵擋以色列國的皆是抵擋神的。從有史
以來直至未世，共有七大帝國，明顯地抵擋以色列國，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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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角與十冠代表甚麼
它們代表末世羅馬帝國的成員。
(1)獸的身體具有豹、熊、獅的形狀，與但以理書7：7、24的
第四獸相同，那是指羅馬獸。但羅馬帝國在A.D. 396年分為
東西兩方，帝國雖分裂，卻未覆亡，故他們的後代國度若聯
合起來，可稱為「復興的羅馬帝國」，亦即敵基督國。
(2) 獸的十角與但7：7、20、24的十角獸相同，這十角相等
於十王(但7：24)，也是啟13： 1的十冠冕。
(3) 十角＝十冠冕＝十王＝十趾(但2：42、44)＝列王在位之
時。
(4) 正如七頭代表七個反叛神的國度時期，十角十冠代表最後
反叛神國度的十王在位的時期。
(5) 這末世「復興的羅馬帝國」從撒但領受大權，故此它便能
作出超凡反叛神的事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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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第十三章十角七頭獸

我又看見另有一個獸從地中上來有兩角如同羊羔，說話好像
龍。

他在頭一個獸面前，施行頭一個獸所有的權柄，並且叫地和
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傷醫好的頭一個獸。

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從天降在地上。

他因賜給他權柄在獸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說：要給那受刀傷還活著的獸作個像。

又有權柄賜給他，叫獸像有生氣，並且能說話，又叫所有不
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

他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
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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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出來的獸

這裡說『從地上出來的獸』，外型像羊羔，意思就是『看起
來像羊羔』，羊羔在這裡當然指的就是耶穌基督。不過他卻
是『龍』的本質，是『魔鬼』的本質。這裡我們看見一個特
質，這個獸是『模仿基督』、『外型像基督』，但是本質卻
是『魔鬼的本質』。在教會歷史中，我們對這段經文以及附
近的經文所提到的三個對象，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了解了。

第一、『龍』、『古蛇』、『魔鬼』、『撒但』，這裡很清
楚就是這位敵對者。

第二、十三章一開始講到『海中出來的獸』，那是敵基督。

再來這裡講的『地中出來的獸』，是一個迷惑眾人的，是看
起來像基督卻是龍的本質的，那是指假先知、假教師。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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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節說：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從天降在地
上。牠因賜給牠權柄在獸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
人。

這裡非常清楚，出現了一個動詞叫做『迷惑』。假先知來到
世上就是要迷惑教會。那麼，什麼是迷惑呢？迷惑就是說一
些似是而非，半真半假的道理。假如很明顯一看就錯的事情
不會迷惑我們的。是一些半真半假，好像對又好像不對的這
些事才會迷惑人。

所以，在末世中千萬要記住，假先知用各種迷惑人的手段，
使教會受虧損。當然，我們一定能記住《啟示錄》第二章、
第三章，那邊講到當時七個教會所面對的困難，其中兩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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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節說：牠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
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做買賣。

這節經文就告訴我們，要在手上、額上有獸的印記，意思就
是：要與獸有來往的，被獸控制的人才能夠在世上過生活。
換句話說。在今天的世界，我們要在世上過生活，好像獸無
所不在的控制我們。正因為這一個真相，我們才需要提醒自
己，也需要彼此提醒，因為獸的控制無所不在、無孔不入，
因此末世教會的的確確是要過一個警醒的生活。

18節說：在這裡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
因為這是人的數目，它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

十八節最後一節說，面對這樣的情況聖徒就要小心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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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第十七章十角七頭獸

天使對我說：你為什麼希奇呢？我要將這女人和馱著他的那
七頭十角獸的奧祕告訴你。

你所看見的獸，先前有，如今沒有，將要從無底坑裡上來，
又要歸於沉淪。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
冊上的，見先前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的獸，就必希奇。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經傾倒了，一位還在，一位還沒有來
到；他來的時候，必須暫時存留。

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獸，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
並且歸於沉淪。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們還沒有得國，但他們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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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出現了兩次。這個描述
與對基督的描述非常相近。這背後其實就顯出了一個意義，
這個意義就是：獸在模仿基督。所以在末世的時候，人常常
被迷惑。在這裡說，名字沒有記載在生命冊上的人，也就是
與救恩無份的人就被迷惑，於是就分不清楚，到底應該跟從
『獸』，還是應該跟從『真正的基督』。

「智慧的心」要去思考，因為這裡不太好明白。這裡說「七
頭」，獸不是有七個頭嗎？說七個頭代表示王，也就是「七
座山」。那到底是王？還是山呢？可見這裡所謂七個頭是象
徵，象徵『王權』。山在舊約裡面也經常是指『權位』的代
表。

七座山、七個王，代表七是完全的勢力，完全的數目字代表
著這個七個頭、七個王、七座山就是一個完全的地上的權
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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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還沒有來」，就是《但以理書》所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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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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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所定的結局」（但9：27）的那一位。這個
「他」是誰？有人說，他就是復興羅馬帝國的一位該撒；
「他來的時候，必須暫時存留」（啟17：10）及「我看見獸
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啟13：3）

「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的那個獸，是第八位。剛剛不是講
到七嗎，現在怎麼又來了第八位呢？這個數目字的討論應該
這樣去思考：『七』是象徵著『完全』，『八』是『七』的
完全系統的重新開始。例如，主耶穌基督是七日的第一日復
活的，所以第一日是什麼呢？就是七循環之後，新開始的第
八天。所以在這裡講的第八位，其實是象徵著這個獸是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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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章說，獸的七頭中有一個頭受了致命傷，不過醫好了，
意思就是這個獸有一點像死裡復活的耶穌基督一樣。這又是
一個獸要模仿基督的一種描述。當天使跟約翰解釋完這個
獸，獸是什麼呢？總結一下：

這獸是模仿基督的獸，這個獸有地上所有權柄的獸，不管這
個權柄的更替如何。

這獸—就是是模仿基督復活的獸，不過不管獸如何地模仿，
最後獸終要滅亡。

對於獸和獸上面的那一位淫婦，就是巴比倫這樣子的象徵語
言，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提醒。這個提醒就是：在末世好多似
是而非的假道理，迷惑眾人在末世之中，我們的確要小心、
要分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