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六
章 基督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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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1:2-4, 7, 16, 20, 39:7；耶利米书21:8-10

“你们如果离弃罪恶，解救被
欺压的，照顾孤儿，供应寡
妇，我就会医治你们。但是
你们若不向我回转，就必会
被刀箭吞灭。你们的土地将会
荒凉，你们的城邑也必被火焚
毁。你们的儿子会被掳去巴比

伦王宫里做太监。”

在约西亚、约雅敬和西底家做王期间（大
约公元前630-590年），耶利米是当时的先
知。他说：“神如此说，看啊，我把生命的
路和死亡的路都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
的人必遭刀箭、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
降迦勒底人的必得存活。但他们将会在巴
比伦成为奴隶。神如此说，我要向这座城变
脸，这座城必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

用火来焚烧这座城。”

在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
做王期间（大约公元前760-700年）
，以赛亚是当时的先知。神藉着以
赛亚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
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槽，但是以色列却不
认识我。你们是犯罪的国民，充满
罪孽的百姓，恶人的儿女……”

在以利沙之后，神兴起了其他先知，例如
以赛亚、耶利米和阿摩斯，来呼召人们离
弃偶像和罪。神藉着这些先知的口说话，

又叫他们写下将来要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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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说，“并且我要在怒气、愤 
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 
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 
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 
畜都必遭到大瘟疫而死亡。以后 
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 
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 

剑和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
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
中和他们仇敌并寻索其命的

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
他们，不顾惜、不怜悯。这是
耶和华说的。我的愤怒会像火一 
样着起，无人能以熄灭。他们会 
把你们带去巴比伦作奴隶，用刀 
剑宰杀你。很多去巴比伦的都会

死，并葬在那儿。”

（阿摩司书，公元前762年）

耶利米书21:5-10；阿摩斯书1:4-7144



阿摩斯书4-6

神藉着先知阿摩司说，“以色列 
的妇人就像母牛一样要求丈夫给 
她们足够的水喝。你们必不再管 
制你们的丈夫。你们必被拴住带 

去作巴比伦的奴隶。”

“你躺在昂贵的家具上吃精制的肥美食 
物。你还边听音乐边喝酒。你将公义丢 
弃于地，践踏穷人，苦待义人，收受贿 
赂。你栽种葡萄园，但你的敌人却要喝 
葡萄酒。你的军队会被毁灭，你也会被

带到他国去作奴隶。”

妈妈，我饿了。

神说，“我会毁灭伯特利
的祭坛，也会拆毁你们过
冬和避暑的房屋。你们欺
压贫穷人，收受贿赂，压

  碎贫乏的。我会使雨止住，
并降饥荒和瘟疫，但你们
还是不会悔改。你会栽种
葡萄树来酿造更多葡萄酒，
但是你们却还是喝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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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何西阿写到，“以色 
列必倒在刀下，他们的婴 
孩必被摔死，他们孕妇的 

肚腹必被剖开。”

巴比伦亡国多年
后，你们将会被驱 
逐到各个国家，你 
们会因遭受逼迫而 

流离失所。

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神的
话，他们就被驱逐到世界
各国，在神带领他们重返 

 家园之前他们必不得安息。

有一天，耶和华会
赦免以色列的罪，并 
赐给她自由。以色列 
将会像百合花那样开
放，又会像黎巴嫩的 

树木那样扎根。

为什么他们
总是来烦我们呢？ 
他们把所有的东
西都抢走了！

妈妈，我
们要住在 
哪里呢？

这一定能卖个
好价钱。说实在 
的，我挺舍不得 
那些犹太人走。 
他们在，我们就
有好生意。

这文件上说，
所有犹太人都必 
须三天之内离开
这个国家！

根据这个
规定，所有犹太人
都必须离开这个国
家，但离境时不得
携带任何财产。

我一直都 
想得到这
头牛。

公元前753年

以赛亚书10:21, 35, 51:11；耶利米书30:11；以西结书17:21； 
约耳书3:2；何西阿书13:16,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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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全地必然荒凉，你们要 
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但是 
七十年满后，我必因巴比伦 
的罪孽刑罚他的国民，我也 
要把剩下的以色列民带回来 

重建这地。” “耶路撒冷必被抛弃，她 
会像田地一样被耕种。”

那时，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 
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教 
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教训必出于 

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 
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家 
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 
成犁头，把他们的枪打成 
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 
国，他们不再学习战事。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 
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 
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 

亲口说的。”

我们必永远奉耶和华的名行事。耶和华 
说，在那日，我必招聚那被驱逐的，使 
他们成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 

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

这个预言后来应验了，耶路撒 
冷果真遭到了仇敌的破坏。

耶利米书25:11-12；弥迦书3:12 (公元前750–686年), 4:1-7

到末后的日子（世界的末了），圣 
殿必被重建，百姓会再回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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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耶利米预言道：

西底家在神面前行了可憎恶之
事，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与他的民 
必被掳到巴比伦，但他的眼却不 
能见巴比伦，他必会失明。你们 
会留在巴比伦七十年之久。

以色列人被管教一段时 
间之后，神要赦免他们 
的罪，耶路撒冷又会再 
次被居住直到万代。

把这本书带到巴比伦 
念给百姓听，好让他 
们知道在回去之前要 
经历什么困难。

我必重建大卫的王位，而你们 
也必回归并拥有你们的地产。

神曾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必继承迦南 
地到万代。神是不会食言的。然而，如果 
他的百姓犯罪，神还是会任凭他们被掳到 
列国，也会任凭他们在那里事奉假神，但 

最终神会把他们带回应许之地。

七十年后，巴比伦将被北方的军 
队所征服。到那时，我们余下的 
人就会回来重建这城和圣殿。

以西结预言道：“他 
们虽被驱散到列国， 
但神最终还是会带他 
们重返家园。”

耶利米书34:3, 51:60-61, 52:11；约耳书3:20-21； 
阿摩斯书9:11-15；以西结书1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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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也必掳掠埃及，使她 
成为荒凉之地。四十年后， 
她会从巴比伦回归并存留到 
末日，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 
样辉煌。到了末日，埃及和 
亚述必与我以色列民联合， 
达成三国和平条约。那时我 

就会祝福他们。

非利士人会被毁灭而不复存在。亚 
实突、以革伦和亚们也必如此。以 
东会变得荒凉。泰尔也会被摧毁， 
她所有的石头和树木都要被扔到海 
里，她的地会像石头一样平滑，并 

会成为渔民晒网的地方。

但是波斯（伊朗）、土耳其、埃塞 
俄比亚和利比亚会一直存留到最
后，那时他们要图谋侵略以色列， 
但他们会死在以色列的山上。

圣经上所有的预言都是完全准确无误的。那些 
被预言要消失的城市和国家都不复存在了，而 
那些被预言要存留的国家今天依然存在。

以西结书25, 26:15-19, 29:12-16, 30:1-8, 38:39；耶利米书25:15-26；阿摩斯书1 149



有5000多名犹太人作为战俘被带到
巴比伦。他们把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 
人掳去为他们的国家服务。这些人当 
中，有一个名叫但以理的，他向来遵 
守神的诫命，并顺服亚伯拉罕的神。

虽然但以理身为巴比伦的囚犯，但 
他仍立志对神忠心。掳掠他的人因 
为知道他里面有圣灵，就让他在巴 

比伦的哲士中有一席之位。

巴比伦王尼布甲 
尼撒做了一个不 
寻常的梦。

神啊，我们
因列祖的罪受到了惩
罚。愿您现在帮助我们 
在这陌生的国家里谨

守您的律法。

天上地下的
神，宇宙万物的主 
宰，我们感谢你赐
予我们食物。

这梦到底有什么意
思呢？肯定是神托梦来
启示我将来的事。

你们都是有智慧
的人，你们自己也说 
神会对你们说话。现 
在先告诉我，我梦见 
了什么，然后再告诉 
我这梦的意思。

可是，你不告
诉我们你梦见了什么， 
我们又怎么能解你的梦 
呢？除了神，世上无人

有这样的能力。

公元前605年，就如先 
知所预言的那样，以色 
列被巴比伦所征服。

俘虏被带到巴比伦大约在公元前588-605年——但以里书1:2-7, 17-21, 2:1-11150



我知道你们
都是骗子，神并没
有向你们说话！我要 
杀掉你们全家，也
要使你们的房屋
成为粪堆！

但以理，我很抱歉，
明天你与城中所有的哲 
士都要被处死。王再也
不相信他的哲士了。

但是，万军
之耶和华既知道王所 
做的梦也能解释他的 
梦。我需要单独去祷 
告，你看看是否能让 

王多等一天。

神啊，你是宇
宙独一的主宰，
世上没有别的神能 
与你相比。请你把 
将来的事向您的

仆人显明。

快，带我
去见王！

如果你不能
告诉王他梦见了 
什么，他会当场
把我给杀了。

王啊，你
是诸王之王，因 
为天上的神赐给 
你这权柄。神已 
将日后的事指示

给你了。

不要浪费我的
时间！你到底能不 
能解我的梦？

那创造宇宙
万物的真神已将 
你的梦向你的仆 
人显明了。

但以里书2:12-30

但以理，
你留意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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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啊，在金头和
银胸的下面，你所看到的
是一个铜做的腹部。这铜代 
表的是第三帝国，也就是希 
腊帝国。它将会在波斯王国 
之后出现，并会拥有非常
敏捷和凶猛的军队。

银的胸膛代表的
是另一个帝国，也就
是米堤亚和波斯帝国。
在你死后，他们将会征
服巴比伦，并像你一
样统治全世界。

王啊，你梦
见了一个很大的
像。这个像代表你 
的帝国和在你之后
的三个帝国。

说得对！我没把我
的梦告诉任何人！你的 
神才是唯一的真神！

你就是那金头，
在你没有征服以色列
国之前，我们的先知曾 
说过，神必因我们的罪 
而审判我们，并要把我 
们交在你手中。你掌权 
时会是巴比伦最昌盛

的时期。

那用铁做的腿就是第四
个帝国，它与其他的帝国有所 
不同。它必摧毁许多国家。你 
所看到那用铁和泥做成的脚， 
在末日必分为十个部分，

并且会很脆弱。

但以里书2:31-33, 39-43152



王啊，你又看
到一块从山上凿出
来的大石头，但这石
头不是人手所凿的。
这大石从山上滚下来
砸到这座像的脚，并
在一瞬间把所有的
王国都毁掉了。

但以理在巴比伦六十八年。他在那 
里解了许多梦，也预言了许多将来 
的事。尼布甲尼撒王死后，他的儿 

子伯沙撒继承了他的王位。

一天夜晚，在伯沙撒的一个酒宴 
上，突然出现一只神奇的手在墙 
上写字。但以理被叫去翻译这墙 
上的字。神赐给他智慧，使他能 

明白这不为人知的语言。

先知预言到巴比伦会亡国，敌人 
会趁他们醉酒没有察觉时闯入巴 
比伦两扇开着的门。就在但以理 
说话时，敌人就已经进了城。

毫无疑问，你所说的
都是出于神的，否则你不会 
知道这梦的细节。我要让你 

来管理所有的文士。

王啊，你得罪了
神。今晚先知的预言
就会应验，你的王国
会被夺去交给米底亚

人和波斯人。

这石头代表
的是神的儿子， 
他会到这个地球 
上建立一个荣
耀的国度。

到末世，所
有的死人都要复活受 
审判。那些作恶的要 
受羞辱，而那些行善 

的要得永生。

传道书12:13-14；以赛亚书9:6-7, 45:1；但以里书2:34-35, 44-48, 5:1-29； 
启示录20: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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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底亚和波斯征服巴比伦后，但以理发现
了先知耶利米写的一卷古书——圣经中的一 
卷。他读到这卷书时非常震惊，因为神早就 

预言了以色列会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

之后，那些余下的以色列人会回到耶路撒冷 
重新修建城墙和圣殿。当但以理接着往下读
时，他发现早在200年前，先知就预言到了 
那个下令让他们重返故土的波斯王的名字。 就像经上预言的那样，赛流士在犹 

太人被俘70年后释放了他们。当时 
有52,000人返回以色列重建城邑。

已经快六十九年
了……只剩下一年了。书 
上说大流士行神的旨意， 
是神的仆人，他会下令让 
我们重返家园。主啊！我 
的神，宇宙的主宰，你 

是配得称颂的！

正如神应许亚伯
拉罕的，他已赐给我们这块

地作永远的产业。他告诉我们的父 
辈，倘若我们侍奉别的神，他就会 
使我们落入敌人的手中，但他也说 
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子民。神持
守了他的应许。我们既然回
来了，就应该顺服他。

我们得好好安
排一下，先修城
墙再建圣殿。

亚伯拉罕的
神啊，你已经照你所 
说的把我们带回了故
土。求你教导我们行 
在你的旨意中。

我带了一些清
水来解渴。我们
开始工作吧。

但以里书9:1-2；耶利米书25:11-12, 29:10154



神要指示你末日将
发生的事。他已经启示尼布甲尼撒， 
会有四个帝国统治全球。现在已经有

两个出现了。在米底亚和波斯帝国之后 
会有希腊帝国。它会很快得胜，但也会 
很快被倾覆并分裂成四个王国，它们之 
间会一直征战直到只剩下两个王国为
止。这两个国又将彼此征战数年，直
到第四个帝国——就是那个怪兽

所代表的国家战胜为止。

第四个帝国会像铁一样，
比在它之前的帝国都强大凶猛。它会

征服 全世界，但在这之后，它会分裂成十个
国家。那时，会有一位传讲和平的人出现，他就 
是那只怪兽头上长出的最后一个角。在末日的时 
候，他会阿谀奉承并许诺和平，为的是征服和毁 
世界。他还会在犹太人的圣殿里做可憎恶的事，
让圣殿变得不圣洁，以此阻止献祭。接着就

会发生全球性的大灾难。但公义的人
会被拯救脱离这一劫难。

此时，但以理已年纪老迈，所以他没有和别人一起回国。但他仍 
在米底亚波斯王国担任重要职务，帮助国王治理国家。后来，神 
又用几个异象来启示他从那时起直到世界末日要发生的事。其中 

一个是那有关怪兽的梦，一个天使告诉了他那个梦的意思。

155但以里书7:17-28；马太福音24:4-25



创世纪 49:9-10; 诗篇 22, 53; 以赛亚书 7, 9:1-2, 42:1, 49:6, 53; 但以理书 9:25-26; 
弥迦书 5:2; 撒迦利亚书 9:9; 马太福音 24:1-2; 希伯来书2:9

撒迦利亚9:9 你的王谦谦和和地骑着驴 
驹。
弥迦书5:2 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 
有。
创世记49:9-10 细罗，
犹大的儿子。
以赛亚书7 一个童贞女
以赛亚书9:1-2 外邦人的加利利（加利 
利到耶稣的时代才会属于外邦人。）
诗篇22 受难的弥赛亚

但以理，神想让你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从波斯 
王下令重建圣殿到弥塞亚为赎罪被杀共有483年， 

接着圣殿会再次被拆毁。

这个预言必会应验，弥塞亚会被膏抹作王，罪的 
问题会得到解决，人将会得到永远的公义。

就像但以理书记载的， 在483年满了的时候，耶稣 
凯旋地进入了耶路撒冷。

神告诉亚当和夏娃有关女人后裔的事之后，又赐给了 
人类更多有关基督的预言： 

神告诉亚当和夏娃：女人的后裔要来毁灭那恶者。神告诉挪亚：弥塞 
亚将会是闪的后代，而不是雅弗和含的后代。神告诉亚伯拉罕：那救 
赎主会是他儿子以撒的后裔。神告诉以撒 ：那应许的后裔会从他儿子 

雅各而出。神告诉雅各：基督会是犹大的子孙。

以赛亚书53 他会被他的子民拒
绝；在他死的时候，手和脚会被刺穿；他
会被赤身挂起来；他口渴了，却有人给他
醋当水喝；他会死在两个强盗中间，并且
会被埋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
以赛亚书42:1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 
会将公义传给外邦人。
以赛亚书49:6 他会成为外邦人的光，并 
且施行拯救，直到地极。
以赛亚书42:2-3 他外表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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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对四个帝国的预言都完全应验了。

公元前330年，希腊的亚力山大展开了一个

持续7年的战役，征服了当时的世界， 

包括庞大的米底亚和波斯帝国。 

希腊一直统治到公元前167年，

直到第四个帝国——罗马帝国的出现。

罗马——尼布甲尼撒梦里那像的铁腿和脚所

代表的王国，也就是但以理异象中的怪兽。

它的势力和领土会不断扩张，

就像先知所预言的那样。

公元前第5年，

它开始了对以色列的铁腕统治。

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