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以理启示录

简介

此文献属拜占庭时代后期的作品〔公元 9 世纪〕 ，其现存的手

抄本为希腊文，亦很有可能是其原来的语言。它所提及的一些历史事

件帮助我们能更准确地确定它的成书日期。七章 14 节记载了帝国由

君士坦丁堡迁到罗马的事情，时为公元 800 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在

罗马获加冕为主。六章 10 节以后出现的女统治者是爱任依女皇，她

是拜占庭最后一位的统治者，在位年期为公元 797 至 802 年。因此，

此文献的成书时期应在公元 801 年前半年至爱任依统治的结束〔公

元 802 年十月三十一日〕之间。由于此文献相当着重君士坦丁堡的

事，故相信成书地点亦为这曾作帝国首都之地。

书中第三至五章所正面描述的君主应为君士坦丁五世,他甚为支

持反图像运动，也是最重要的一员。第六章提到另外两位统治者，则

写得较为负面:利奥四世〔775-780〕 和爱任依〔797 用 802〕，他们

二人都是反对反图像运动。爱任依曾经在 787 年〔在尼西亚第七次

的大公议会上〕恢复图像敬拜，并判定反图像者为异端。因此，本书

作者本身很可能是反图像者或是支持反图像运动的。

本书似乎关心政治多于神学。书中提到的上帝都跟国家的政治历

史相关。世人被分作两个阵营:基督徒和信别教的人，例如犹太人和

阿拉伯人〔「以实玛利之子」四 10〕。作者采用了二世纪末基督徒用

以代表基督的刻画〔在希拉波立的阿伯基奥斯的坟墓上〕——一条被

童贞女捉住的鱼，藉此在第九章里道出有关敌基督的故事。



作者只间中引用圣经，但他最多仿效的是约翰的启示录中的意象

和语言。此书整体的结构都倚重约翰在启示录十六 12 至 21 节所见

的异象，即上帝第六和第七碗的烈怒。作者跟约翰一样，宣称「主的

日子近了」〔十四 14〕 。

文本

一 1 上帝的话记着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

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瘟疫和星宿偏离轨道的事。」

2 阻挡夏甲儿子们的小树将会枯萎。3 夏甲的三个儿子将要到伟

大的巴比伦去，〔他们的〕名字〔是〕奥华察、亚西亚发、莫发沙；

亚西亚发是第二个儿子，莫发沙是第三个儿子。4 以实玛利将下到急

流之地去。5他在迦克顾设立他的阵营，从拜古庭伸展开去。6 另一

个儿子将去到安提阿、基利家、以伯利亚的安拿托利亚、特拉散、士

每拿、及至七山〔之城〕。7 他将流罗马人的血。8 另一个儿子将去

到波斯之地，〔直到〕加利利、亚美尼亚边境、特庇桑城。9 他将去

到米罗卑斯之地。l0他要把所有两、三岁以下的男孩，全部杀尽。11

他用刀剑灭绝他们。12 第三个儿子将去到北边的地区、米斯亚普利、

辛诺普利、撒利曹、克斯彼特之地、光明的山谷、庇推尼、大斐诺斯

之地、克斯奥普利、大谋利安，及至于七山〔之城〕

二 1 这些人〔将会〕把罗马境内所有两、三岁以下的男孩，全

部杀尽。2 他们将集合起来，朝向大海扩展开去。3 他们船只所载的

〔将会有〕千千万万。4 其余还有数不过来的千万财宝。5 那里的人

拒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圣洁的恩赐，他们将随从叛教的人。6 教会



中的各种献祭都会停止。7 人们嘲讽敬拜上帝的礼仪。8 祭司不再作

上帝的仆人。9 以实玛利将高声呼叫，自夸说：10 「 罗马人的上帝

在哪里?谁也不能帮助他们，因为我们已经全然击败他们。」11 夏甲

的三个儿子实实在在会如此向罗马人吼叫。12 他们将渡海前往拜占

庭，进入七山〔之城〕。13 他们彼此商议说：14「来吧，让我们利用

船在海上造一座桥，然后把我们的马运到拜古庭，就是那七山〔之

城〕。」

15 罗马人的君王和七山〔之城〕的地主富户都要藏在山洞和岩

石穴里。 16 他们将忍受惶恐和痛苦。17 山岭变得大有用处。18 七

山〔之城〕的人民要忍受刀剑之苦。19 祸哉，祸哉 20 怎样才能战

胜基督徒的正统信仰，怎样才能击败那尊贵和赐生命的十字架的大

能?

三 1 听着，弟兄啊，上帝忍耐他们的恶行。2 第一个儿子将在

拜古庭摆设他的卧椅。3 他攻打他们，他们被打败。4 罗马人的君王

亵溃上帝，说：5「祸哉，祸哉，我们在天上没有王，在地上也没有。」

6 因为这话，上主要向罗马人施怜悯，替他们报复，他要以公正

报复他的敌人。7 将有大声音从天上出来，又有可怕的大地震，天使

将从天上发出声音。8 上主将摇头，他的怒气临到夏甲的三个儿子，

又临到以实玛利的后人。9 上主要取去罗马人胆怯的心，把〔它〕放

在以实玛利人的心中，又将以实玛利人的刚强，放在罗马人的心中。

10 上主要兴起罗马人中的一个王，人们说他是没有用处的死人，又

以为他在多年前已经死了。11 上主将这人保存在波斯的外围地土里。



12 这〔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以字母表中的字母「 k 」〔作

为开始的〕。13 这人将在黄昏时分来到七山〔之城〕。14 他作好准备

对付敌人。15 到了星期六的早上，当太阳升起时，他和他的两个小

弟弟将发起一场大型的战事，还击打夏甲的儿子和他们的国。16 罗

马人的领袖将齐集在拜占庭。17 甚至罗马的祭司、主教和修道院的

院长也要配备武器作战。

四 1 当王与两个小弟弟会合以后，他将发起大能的战事，攻击

夏甲儿子的国。2 他将屠杀他们，好像将芦苇草放在火中燃烧一样。

3 他们流出来的血足以淹死一只三岁大的公牛。4 王独力追赶千人，

两个小弟弟使万人逃跑。5 以实玛利和夏甲的儿子最终要被屠杀。6

战争的大、流血之多，是自从世界的根基设立以来所未曾见过的。7 血

流成河，与大海混合，直流到一里半之远。8 在七山〔之城〕的街道

上，流出来的血高至连马匹也给淹死。9 以实玛利和他的国只剩余三

营人。10 以实玛利的儿子将一直服侍罗马人，直到最后，他们服侍

在七山〔之城〕赶驴的宫长三十年。11 以实玛利的境况比罗马人更

为凄凉和悲苦，他活在刀剑和被囚的日子之下。12 罗马人想寻找以

实玛利的踪迹，却寻不见。13 这要应验先知的话〔说〕： 14 「若不

是主上帝弃绝了他们，若不是上主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

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 」

五 1 罗马人的王要把一切的仇敌和敌人服在他的脚下。2 他的

王权永远长存，他的两个小弟弟也是一样。3他的名声从东方和西方

发出。4 权势只属于一个王国。5 没有人能抗拒他，因为这人乃是从



上帝而来，他要终止所有战事。6 地上将有真正的和平。7 人们将在

各处建设城市和城堡。8 他们又在文明的世界广设上帝所喜悦的祭

坛。9 岛屿和山岭全都住了人。10 地上的面包、酒、橄榄油、金和

银的产量都在增加。11 那个王还要终止地上一切的仇恨和敌意。12

他们的武器变成锣刀。13 他将作王三十六年。14 罗马人的领袖想发

起战事，却不能。15 地上四周的人都惧怕他们。16 王将荣耀归予上

帝，因为上帝在他作王的时候，赐给他地上一切的好处，自从世界的

根基立定以后，上帝从未厚赐过这样的恩泽。17 王要在平安中睡去。

18 三十三年以后，他的两个小弟弟也要在平安中被取去。

六 1 将会有另一个王在北方兴起。2 他所作的，尽是不洁和不

义，他又行各样的邪恶。3 他与母亲、儿子、兄弟和姊姊结连。4 他

驱逐修道院的修士，将所有修道院联合起来，又叫修女说谎欺骗他的

国。5 他的作为大大的违背上帝。6 祸哉，祸哉，基督徒有祸了。7 怀

孕的妇人有祸了。8 人们不再颂赞上帝。9 主上帝将从天上发出火焰，

吞灭他们。10 之后另一个愚昧人和外邦女子将统治七山〔之城〕。11

她在七山〔之城〕的南面掌权。

七 1 哀哉!基督徒有祸了。2 哀哉!建立在七山之上的巴比伦有祸

了，因为拜占庭的上帝要离开你。3 你的圣洁和庙宇也要离你而去。

4 你的荣耀逝去。5 哀哉!七山之上的巴比伦，新拜占庭啊，你有祸

了。6 哀哉!基督徒的族类有祸了。7 列国〔将进行〕突袭，罗马人

无不胆战心惊，罗马人的国中再次出现屠杀和骚乱。8 教会被破坏。

9 人们的信心瓦解。10 妇人从别教的人怀胎。11 因此你有祸了，可



恶的巴比伦，众城之母，因为上帝将烈火般的怒气倾倒在你身上。12

一时之间，你坚固的城墙塌下。13 你里面只剩下君士坦丁大帝的一

根柱子，凡在海上的，无不悲痛哀悼。14 他的国被夺去，转交给罗

马。

八 1 另一个重要的王权在犹太兴起。2 他的名字〔叫〕但。3 那

时，犹太人将再次聚合，他们虽然曾经分散到各城各国，却是不能变

改的希伯来族类。4 他们将一同聚集在那里。5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见

他们的王。6 他们要压迫全地上的基督徒族类。7 哀哉!哀哉!义人有

祸了。

九 1 他作王的时候，敌基督将从低处和阴间的深渊出来。2 他

进到一条小鱼里面。3 他来到广阔的大海。4他被十二个渔夫捕去。

5 渔夫彼此激怒大家。6 其中一人将会战胜其余的同伴，他的名字

〔叫〕犹大。7 他把鱼据为己有，去到一处名叫高舍的地方，以三十

银钱卖了那条鱼。8 买鱼的人是个童女。9 她的名字〔是〕不义，因

为她将生下「不义之于」。 1 0 她的姓氏是「沉沦」。11 她在鱼的头

上摸一下，便怀了胎，怀的正是敌基督。12 她怀胎三个月，便产下

了儿子。13 她给他哺乳四个月。14 他来到耶路撒冷，作假教师。15

他看来很安静、文雅、无诡诈。16 他身高十五呎。17 他的头发长长，

〔直到〕脚跟。18 他〔将会〕很高大，有三个冠。19他的脚印也很

大。20 他的眼睛像晨星，右〔眼〕如同狮于。21 他下额的牙齿〔如

同〕铁，下颌如同钻石。22 他的右手〔像〕铁，左手像铜。23 他的

右手〔长〕四呎半。24 〔他有〕长面和长鼻，面貌并不对称。25 他



的额上有三个字母：「A 」 ，「K 」 ，「 T 」。26 「A 」 代表「我

否认」 ,「K 」 代表「我完全拒绝」 ,「 T 」 代表「那恶龙」。 27

敌基督作教导的工作，也同时学习。

十 1 那时，地上盛产谷物、酒和橄榄油，是自从世界的根基设

立以来所未曾见过的。2 麦穗倒出有半篱其大麦。3 葡萄树生出百倍

的葡萄藤。4 葡萄藤结出万粒〔葡萄〕，收成有一百簸箕。5 橄榄树

的种子将得着成全。6 各样耕作和庄稼都有丰收。7 土地将有丰收，

结出百倍的果子。

十一 1 犹太人和耶路撒冷域中的人将建议说：2 「来吧，让我

们拥立这令人钦佩的人作王。」3 他们于是立他作王，并在三天〔之

后〕为他加冕。 4 他将作王〔三年〕。 5 在他作王的头一年，地上

一切农作物尽都失收。6 全地上也找不着半簸箕谷物、半瓶酒、或是

其它果子。7 之后有大瘟疫袭击全地。8 大陆上的人纷纷逃到海岛去，

海岛上的人又逃到大陆去。9 那个时候，疾病横扫全地，瘟疫之灾是

前所未有的严峻。10 多人死亡。11 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

罪人呢?

十二 1 不洁的灵和鬼魔从阴间、峭壁和峡谷出来，如同海里的

沙。2 他们依附敌基督，诱惑基督徒，又杀死妇人的婴孩。3 他们吃

她们的奶。4 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又为自己挖掘坟墓，说 5：「你

们已经死去的人有福了，你们比我们有福三倍，因为你们不必经历这

些日子。」 6 有些人下到海上，他们〔将会〕如此说：「圣洁的大海

啊，愿你浪涛的怒气吞噬我们。」7 罗马人全部在哀悼。8 犹太人将



得到一时的狂欢和快乐，罗马人却被邪魔压迫和苦待。9 地上变得像

钢一样。10 所有绿叶都要枯萎。11 地上的树木和花朵全都枯死。12

湖泊、河流和水井都干涸了。13 水气也全然消失。

十三 1 之后，敌基督拿起一块石头，说∶2「信我，我就把这些

石头〔变成〕面包。」3 犹太人便拜他，说：4 「你是基督，我们向

你祈祷。因为你的缘故，基督徒的族类使我们极为悲伤。」5 敌基督

夸耀自己，对犹太人说：6 「不要伤心。7 再过一〔会儿〕，基督徒

便会知道和明白我是谁。」8 敌基督高声吩咐那火石说： 9 「在这些

犹太人面前变成面包。」l0 石头不听从他的吩咐，却变成了一条龙。

11 龙对敌基督说：12「你这充满不公不义的，你为何想做你没有能

力做到的事呢? 」 13 龙在犹太人面前公然地羞辱敌基督。

十四 1 那时，有三个男人出来指证他〔是〕蒙骗人的骗子。2 他

们其中两个来自天上，另一个则是地上的人，他们走到敌基督面前，

对他说∶3 「你这不义的工人、永火的继承人，你有祸了。」4 他们

将走遍全地，对受苦的基督徒说∶5 「听着，世人的儿子啊，不要拜

他，因为他不是基督，也不是敬畏上帝的人，却是敌基督。」6 很多

基督徒将会跑到众圣徒的脚前，7 对他们说：「圣徒啊，我们该作甚

么?」8 我们基督徒应藏在哪里?」9 很多基督徒将躲藏在山岭、山洞

和地穴里，〔并且〕获得拯救，那不忠的塞缪尔不能捉拿他们。10 当

敌基督找到那三个人时，他将立时用刀剑致死他们。11 这要应验先

知大卫所说的话：12「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13 敌基督将

要作王，鬼魔逼迫世人，犹太人谋划虚妄的诡计，要陷害基督徒。上



主的大日子近了。14 审判和报应的时候快到了。15 魔鬼的诡计必要

落空。16 世上的光必然开花，他就是我们的主基督，是荣耀的王，

一切的荣耀、尊贵和权能全属于他，直到永远。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