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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英善牧師

《但以理書》和《撒迦利亞書》的研讀

I.《但以理書》

《但以理書》被稱為末世預言的脊柱 (back bone of end-
time prophesy)；在猶太人心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猶太

人的舊約聖經分為三部分：

(一) 摩西五經 (the Law)；

(二) 先知 (Prophets)：從《約書亞記》到《列王紀下》、

《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及十

二小先知書；

(三) 寫作(Writings)：《詩篇》、《箴言》、《約伯記》、 

《雅歌》、《路得記》、《耶利米哀歌》、《傳道書》、

《以斯帖記》、《但以理書》、《以斯拉記》、《尼希

米記》、《歷代志上下》 (作一本書算) 共十二本書。

猶太人視但以理為一官員，因為他被擄到巴比倫後，服

事巴比倫王。神藉但以理對尼王說預言，啟示神末世的

計劃。雖然《但以理書》在猶太人的聖經中，沒有被列

在先知書的類別裡；然而在新約聖經裡，主耶穌直接稱

他為先知 (太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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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寫作文字上看，《但以理書》分成兩

大部分：但以理書1:1-2:4上及8—12章是

用希伯來文 (Hebrew) 寫成。在這部分，神

啟示祂掌管以色列的歷史，及以色列的末世

計劃。而但以理書2:4下-7:28這部分是用

亞蘭文 (Aramaic) 寫成，是神啟示祂對外邦

列國的末世計劃。

以色列人被擄亡國的時候，有許多的疑

問：神的主權能力是否發生了問題？祂怎會

讓外邦人將自己的選民擄去，讓聖殿被毀？

神應許把迦南地賜給以色列民永遠為業，現

在他們被擄亡國，失去這地，神給亞伯拉罕

的應許是否落空？現在神的選民亡國，受外

邦的勢力所管制，那神所應許給大衛的國度

是否會復國？

《但以理書》的主題信息，是要直接回

答以色列人心中一切的疑問。神藉著但以理

的預言，叫他們知道神仍在掌權。神的主權

是完全可靠的，但以理的信息成為他們的安

慰。神並沒有放棄以色列人，只是現在外邦

人的勢力暫時要興起，到了時候，神必差遣

所應許的彌賽亞來建立祂的國度，使祂給亞

伯拉罕的應許全然應驗。《但以理書》分為

兩個主要的段落：

一. 神藉但以理及他三個朋友彰顯祂的

主權。(但1—6章)

 神掌管以色列的歷史。他們被擄是

在神的計劃中。

 神允許巴比倫興起把猶大滅掉。

二. 神藉但以理啟示將來的計劃，叫世

人知道祂應許給以色列的國度必會

應驗。(但7—12章)

 神掌管以色列及世界邦國的歷史與 

 未來。

II.《撒迦利亞書》

有學者指出《撒迦利亞書》的重點是在彌賽

亞身上 (most messianic)，書中的內容充滿

了末世的啟示 (most truly apocalyptic)。
《撒迦利亞書》中所預言的是：

1. 彌賽亞的來臨：

祂第一次來臨被猶太人所拒絕；祂第二次再

來要復興以色列國度。舊約聖經預言了祂這

兩次來臨的內容，但沒有說明某段經文所指

的是第一次或是第二次的來臨。現在我們在

新約時代回顧舊約的歷史，便很清楚地看到

哪些經文是指彌賽亞第一次的來臨，哪些經

文則是指彌賽亞第二次的來臨。聖經一個明

確的例子是賽9:6-7。

a.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賽9:6上) 

這是指彌賽亞第一次的來臨。祂道成

肉身，藉童貞女馬利亞降生為人，為的

是要為人的罪代死在十字架上。(參賽

9:6; 亞9:9)

b. 「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

頭上。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祂的政權

與平安必加增無窮。祂必在大衛的寶座

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

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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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必成就這事。」(賽9:6下-7) 這是

指彌賽亞第二次的來臨，祂是要來作王

的。祂第一次來原本也是要來作王，

但猶太人拒絕祂，以致祂把復興以色列

國的事延遲到祂第二次來臨的時候才實

現。

2. 以色列要遭受大迫害

但神會保護他們，他們必不致全然被滅絕。

他們在受末世王(敵基督)的殺害前，神要把

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在以色列人身上 

(亞12:10)。他們便悔改，接受耶穌為他們

的彌賽亞。他們必得享受神為他們預備的千

禧年國度。(參但7:2, 7, 13-14)

3. 神必審判所有曾迫害以色列的外邦國度

先知撒迦利亞和先知哈該是同時期傳預言

的先知。他鼓勵以色列人完成重建聖殿的工

程。舊約沒有提說到教會的事，《撒迦利亞

書》也不例外。(弗3:5) 所以解釋《撒迦利

亞書》時，不要把經文解釋為與教會有關。

Dr. Patrick Tang

《撒迦利亞書》的大綱分段：

I. 八個異象 (亞1:1-6:15)

II. 四個信息 (亞7:1-8:23)

III. 關於彌賽亞的兩個預告(亞9:1-
14:21)
A. 第一個預告：彌賽亞被拒絕 

(亞 9:1-11:17)
B. 第二個預告：彌賽亞終必作王 

(亞12:1-14:21)

仔細研讀這兩卷書，可以幫助我們更加

認識神的主權。祂掌管宇宙天地萬物、人類

歷史及未來。祂的應許必照祂的預言應驗。

祂愛我們，照祂的美意成就祂在我們身上的

旨意。無論在任何情況、任何難處下，都要

堅信神的話、主權、能力及祂的美意。也從

但以理身上學功課；他有總不動搖的信心、

總不改變的敬虔生活。他生命的美好靈性是

我們的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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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 響] 

一
對基督徒夫妻在吵，男的說：「看妳這

樣子，總是跟我唱反調，難道這是叫順

服的妻子嗎.......？」

「女人要沉靜學道，一味地順服。」提

摩太前書  2:11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服主。」以弗所書 5: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這在主裏面是相宜的。」歌羅西書 3:18 

自古以來，一般的國家民族傳統思想，

也是比較重男輕女，有子便萬事足，甚至乎

若生下的是女嬰，便把她拋下河去！

這些封建社會制度下，作妻子的，不論

是基督徒與否，根本是在無選擇的情況下要

順服丈夫，就算不「服」，也需要「順」。

現今社會女權地位提升，事業滿有成就

的女強人處處皆是。主內這些能幹又充滿自

信的姊妹，順服丈夫會否很難做得到呢？

其實，順服並不等於「順從+屈服」；沉

靜，不等於愚昧的凡事贊同，要完全依賴聽

從丈夫，處處必定要說是，千依百順的盲目

跟從。

那麼，作順服妻子應從何處作起點呢？

以下的經文可能帶來一些提醒：

• 當覺得有點對丈夫不服氣時，要知道

✑ 于  媺

這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 

(歌羅西書3:23)

• 當覺得自己總是比丈夫優秀時，不可

輕看他，要存心謙卑，看別人比自己

強。(腓立比書2:3)

• 當覺得丈夫處處不是時，切忌督責、

挑剔、批判，不要看他眼中的刺，而

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樑木。(馬太福音

7:3)

• 當丈夫有不對時，便要彼此饒恕，正

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你一樣。(以弗所

書4:32)

• 當覺得丈夫的愛心不足時，便要繼續

以愛心對待，我們愛，是因為神先愛

我們。(約翰一書4:19)

• 當覺得自己吃虧甚為委屈時，要堅信

神在中間掌管一切，在主裏的勞苦不

是徒然的。(哥林多前書15:58)

• 當覺得丈夫在自己身上發洩情緒時，

要先控制自己的情緒，離棄忿怒，不

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失見證。(詩

篇37:8)

恆切為丈夫守望禱告，求神親自幫助

他作家中的頭(帶領者)，也為自己禱告，求

神幫助能活出像基督的生命，求聖靈加添能

力，用愛心包容丈夫的軟弱，繼續尊重他，

以神的愛來感化他。這時候，若以合宜的態

度給丈夫提出建議，他便容易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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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對《利未記》只是草草通讀，沒有認真看

待。神的律例都有神的美意，是整個文明社

會健康的道德、法律規範，除了食物之潔淨條例在

新約中已明確不再限制之外，其他的律例其實在當

今仍應遵行。

看到神之公義，提醒自己神雖有恩典慈愛，但

神之公義聖潔也不可忽視，對人的背逆，不順從、

不尊敬神，神都有嚴厲的審判。

當年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就是神，今天的世

代，我們都去隨從了各種偶像，把神在我們生活中

邊緣化了。

神為人設計了禧年、安息年，這是與人和大自

然都得祝福的「大同」理想境界。然而人卻因私

慾拒絕遵從，不反省自己的生命，常常厭棄神的管

教，偏行己路，選擇性的聽神的話，沒有全然的

信，求主幫助!

(作者來自柏斯 Grace City Church)

丈夫們沒可能永遠是對的，

順服丈夫卻是神所命定，除非當

中涉及對罪的妥協，那就可作

出許可的抗拒，「順從神，不順

從人，是應當的。」(使徒行傳 

5:29)

只有順服丈夫，才能作美好

見證榮耀神，幫助丈夫得著鼓勵

和造就，甚至把他挽回，生命方

能彼此成長。

神定計劃有次序

先造男然後造女

活像基督感化人

順服丈夫因為神

循規蹈矩神命定

主裏相宜的尊敬

能讓主來居首位

絕不徒然要吃虧

✑  Amy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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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點

廣
受人敬重的寶牧師藉異象創立以城教

會，並曾在那裏數年設立聖經學堂，

教授系統神學，所以會眾普遍有良好的聖經

基礎。由於有其他召命，寶牧師暫別以城教

會，交由當地同工打理。牧師走後，教會諸

多問題湧現，很快就傳到寶牧師的耳中。奈

何寶牧師有好些重任在身，於是委任他那位

得意門生阿泰做署理主任牧師去管理以城教

會。

阿泰年輕，缺乏牧養的經驗，而當中

有一位有教導且有牧養恩賜的牧者，亦覬覦

主任牧師的職分，只是那人太多關顧各人的

事，而沒空管理自己的家，導致兒女荒廢學

業，不返教會，且走向邊緣化；但在教會

裏，他除了委身牧養的工作外，解經亦頭頭

是道，深得人心。阿泰在會眾面前，豈敢眨

他不是主任牧師的人選呢？

亦有信徒領袖在商界長袖善舞，教會視

他為管理人才而推薦他為執事，只是傳聞他

在生意上有瞞稅之嫌，對供應商的貨款時有

拖欠，教外的名聲是毀譽參半。

教會最近有幾個人傳講似是而非的異

教，特別向著一些不太認識聖經的人下手，

目的是誘惑他們離棄真道，阿泰有責為真理

辯護，只是對著這些雄辯滔滔的假教師，感

到極大的壓力。

在信眾的層面，很多人對聖經的教訓都

是止於頭腦知識，而缺乏愛心的實踐，更甚

者是一些能言善辯的信徒領袖，他們動輒都

要為不同的看法或方法來力爭己見，製造紛

爭。

阿泰對教會諸多問題，看似一座、一

座大山，不知如何跨越，他膽怯帶來的無

力感，令他舉步維艱。他時常想寶牧師能親

身出馬就好了，他必可以撥亂反正，人也必

尊重寶牧師的權威，畢竟阿泰還是有很多 

「人」的想法。

以上是一個虛構的故事，可能你正在

讀《提摩太前書》，你會覺得有些情節是似

曾相識，而這些境況又不斷在歷代的教會裏

重演。感謝神，保羅因不能馬上去到提摩太

那裏，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他，使他也可以

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並且歷世歷代的

教會，亦可以取這些教牧書信內的原則作借

鑒。此外，提摩太所需要的不止是保羅的提

點和鼓勵，更需要是藉禱告得主的幫助。

願神的僕人都按神的心意去牧養主的教

會，得主的稱讚！

也為如此擺上的牧者致以由衷的敬意!



8月12日(星期六)日麗風和的冬日清晨，來

自各區不同查經班的23位同工分別從悉尼

的東西南北來到座落在 Pennant  Hills  的
Mount St. Benedict Centre，參加在這裏

舉行一年一度的同工退修日。

這次退修日很高興邀請到聖經信息協

會(澳洲)的顧問羅勵鵬牧師傳講主題信息：

「往下扎根，向上結果」，羅牧師透過詩篇 

1:1-3和約翰福音15:1-8讓我們從聖經中看

到有關：屬靈生命不能「結果子」的原因、

屬靈生命結果子的重要條件、屬靈生命中 

「多結果子」的反思。也從加拉太書5:16-
26 的經文更清楚知道靠著聖靈，才能結出聖

靈的果子。

羅牧師還從滕近輝牧師所著的「路標」

一書，讓我們認清以色列選民失敗的七個比

喻，我們要儆醒遠離罪惡，多親近神結出屬

靈的果子榮耀神。

我們因著主耶穌基督十架寶血的救贖得

以成聖，我們與主耶穌基督有更深的結連，

能活出更豐盛的生命為主多結果子，為主 

「多結果子」是神對我們一生的呼召，願我

們與神同行、與神同工，今生單單為主而

活、為主所用：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

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約15:8 

[協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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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消息] 同工退修日

[08]   Newsletter 2017 / November Issue 23 



[收支簡報]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2016/17年度全年收支簡報
 1/7/2016- 1/7/2015- 
 30/06/2017 30/06/2016 
 $                       $

學費及售賣聖經收入 14,984.53 13,710.39

奉獻 77,072.30 75,952.45

其它收入 3,935.87 1,074.16

總收入 95,992.70 90,737.00

銷售成本及開支 94,682.34 91,897.65

 1,310.36 -1,160.65

十週年籌款活動淨收入 11,590.02 0.00

盈餘/(不敷) 12,900.38 -1,160.65

如有感動，在金錢上支持本會 
推動信徒讀經運動，可用以下奉
獻方法:

1.  請以支票抬頭Cheque payable  
“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 寄回本會。

2.  可直接存入本會銀行帳號， 
收條寄回本會。

Bank :  
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
Branch : Hornsby East Side NSW
BSB: 032285   A/C No. 302665

[協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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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經信息協會 神恩實在豐厚，轉眼香港聖經信息協會已成立廿五載，本年十一月

將有感恩聚會及培靈會在香港舉行，歡迎參加。詳情如下：



2018 年课程可自选地点及时段参加 //  
日间 :上午10:30 至中午12:30 //  
夜间 : 晚上 7:30 至晚上 9:30

讲师：邓英善牧师 (媒体播放)

以上日期和地點的安排，日後如有變動，將在查經班另行通告。

圣经信息查经班  
Cal-Bible Study Class 
(C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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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书】
【撒迦利亚书】
【约珥书】
【启示录】

2018

	 聚會地點点	 	 但以理書／撒迦利亞書	 約珥書／	啟示錄

	 西南区    周一(日间) 国、粤语  周一(日间) 国、粤语 
   西雪梨华人基督教会    12/2/18 ~ 26/3/18 (7周)  30/7/18 ~ 24/9/18 (9周)
  90 Homebush Road,    7/5/18 ~ 4/6/18 (5周)  15/10/18 ~ 29/10/18 (3周)
  Strathfield, NSW 2135

  西 区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宣道会希伯仑堂    12/2/18 ~ 26/3/18 (7周)  30/7/18 ~ 24/9/18 (9周)
  51 Hawkesbury Road,     7/5/18 ~ 4/6/18 (5周)  15/10/18 ~ 29/10/18 (3周)

  北 区    周一(夜间) 粤语  周一(夜间) 粤语
  Chatswood    12/2/18 ~ 26/3/18 (7周)  30/7/18 ~ 24/9/18 (9周)
  Church of Christ    7/5/18 ~ 4/6/18 (5周)  15/10/18 ~ 29/10/18 (3周) 
  365 Victoria Avenue,      
  Chatswood,

     周二(日间) 粤语  周二(日间) 粤语
  NSW 2067    13/2/18 ~ 27/3/18 (7周)  31/7/18 ~ 25/9/18 (9周)
         8/5/18 ~ 5/6/18 (5周)  16/10/18 ~ 30/10/18 (3周)
          

  南 区    周二(夜间) 粤语  周二(夜间) 粤语
  华人恩典基督教会     13/2/18 ~ 27/3/18 (7周)  31/7/18 ~ 25/9/18 (9周) 
  1A, Kensington Street,    8/5/18 ~ 5/6/18 (5周)  16/10/18 ~ 30/10/18 (3周)
  Kogarah, NSW 2217

  西北区    周三(日间) 粤语  周三(日间) 粤语
  播道会活石堂    14/2/18 ~ 28/3/18 (7周)  1/8/18 ~ 26/9/18 (9周)   
  5-7 Castle Hill Road,    9/5/18 ~ 6/6/18 (5周)  17/10/18 ~ 31/10/18 (3周)
  West Pennant Hills,    
  NSW 2125

      西北区    周四(夜间) 粤语  周四(夜间) 粤语
  澳洲华人宣道会迦南堂    15/2/18 ~ 29/3/18 (7周)  16/8/18 ~ 11/10/18 (9周) 
  2/4 Gladstone Road,      10/5/18 ~ 7/6/18 (5周)  18/10/18 ~ 1/11/18 (3周)
   Castle Hill, NSW 2154 

             



	 聚會地點点	 	 但以理書／撒迦利亞書	 約珥書／	啟示錄

	 西南区    周一(日间) 国、粤语  周一(日间) 国、粤语 
   西雪梨华人基督教会    12/2/18 ~ 26/3/18 (7周)  30/7/18 ~ 24/9/18 (9周)
  90 Homebush Road,    7/5/18 ~ 4/6/18 (5周)  15/10/18 ~ 29/10/18 (3周)
  Strathfield, NSW 2135

  西 区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宣道会希伯仑堂    12/2/18 ~ 26/3/18 (7周)  30/7/18 ~ 24/9/18 (9周)
  51 Hawkesbury Road,     7/5/18 ~ 4/6/18 (5周)  15/10/18 ~ 29/10/18 (3周)

  北 区    周一(夜间) 粤语  周一(夜间) 粤语
  Chatswood    12/2/18 ~ 26/3/18 (7周)  30/7/18 ~ 24/9/18 (9周)
  Church of Christ    7/5/18 ~ 4/6/18 (5周)  15/10/18 ~ 29/10/18 (3周) 
  365 Victoria Avenue,      
  Chatswood,

     周二(日间) 粤语  周二(日间) 粤语
  NSW 2067    13/2/18 ~ 27/3/18 (7周)  31/7/18 ~ 25/9/18 (9周)
         8/5/18 ~ 5/6/18 (5周)  16/10/18 ~ 30/10/18 (3周)
          

  南 区    周二(夜间) 粤语  周二(夜间) 粤语
  华人恩典基督教会     13/2/18 ~ 27/3/18 (7周)  31/7/18 ~ 25/9/18 (9周) 
  1A, Kensington Street,    8/5/18 ~ 5/6/18 (5周)  16/10/18 ~ 30/10/18 (3周)
  Kogarah, NSW 2217

  西北区    周三(日间) 粤语  周三(日间) 粤语
  播道会活石堂    14/2/18 ~ 28/3/18 (7周)  1/8/18 ~ 26/9/18 (9周)   
  5-7 Castle Hill Road,    9/5/18 ~ 6/6/18 (5周)  17/10/18 ~ 31/10/18 (3周)
  West Pennant Hills,    
  NSW 2125

      西北区    周四(夜间) 粤语  周四(夜间) 粤语
  澳洲华人宣道会迦南堂    15/2/18 ~ 29/3/18 (7周)  16/8/18 ~ 11/10/18 (9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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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帖前後、提前、多、瑪》的研讀11 月中便順利完成，有270

多人參加。求神的真道繼續建立學員的靈命。

• 感謝神！新的聖經信息查經班最近在 Queensland 的 Toowoomba 誕生。

• 感謝神！Sydney, Gosford, Melbourne, Adelaide, Perth 和 Toowoomba 

的好幾間教會，仍持續在教會內開辦聖經信息查經班，求神保守弟兄姊妹

有繼續渴慕神話語的心。

• 求神親自吸引更多人報讀 12/2/18 開始的《但以理書》和《撒迦利亞

書》查經班，一同在至聖真道上造就自己。

• 求神帶領協會和悉尼及其它澳洲城市的眾華人教會能彼此配搭，同心合意

推動有系統的讀經運動，建立生命。

[感恩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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