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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但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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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掌控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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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

聚光灯

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

“由于另一个异象，未来的各项大事有了进一步亮光的
启迪；而且在这异象将近结束时，但以理听见‘有一位圣者
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异象要
到几时才应验呢？’（但8:13）当时所得到的回答是：‘到二

要迟延。我的上帝啊，因
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
名下的。”
（但9：19）

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但8:14）这话使他困惑不
已。”（《先知与君王》第45章，第10段）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坏君的圣所。因
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
的燔祭交付它。它将真理抛在地
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

但以理得到一个从上帝而来的异象，是关乎世界
末了所要发生之事的。它给我们讲述了那些将
要发生在上帝百姓身上的可怕事情。这个异象
不仅令但以理非常害怕，圣经记载说当他看
到这个异象后竟然昏厥在地，病了数日。
上帝为什么要让但以理看见这么可怕的
事情呢？这个异象有什么益处吗？上帝
将未来的事告诉但以理，是全部的呢？
还是有所隐藏呢？
如果你将来的生活中将要发生一些
事情，你是愿意提前知道呢，还是
“伯 沙 撒 王 在 位 第 三
到时候大吃一惊呢？

走进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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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
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
说 ： ‘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
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
的异象（“军旅”或作“以色列的
军”），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
对我说：‘到二千三百日，圣所
就必洁净。’”

“我又听见乌莱河两岸中有
年，有异象现与我但以
理 ， 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 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
哪些因素将影响你在生活中所做
之 后 。 … … 我 正 思 想 的 时 此人明白这异象。……”
的决定？
候 ， 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
“‘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
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
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
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
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
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
“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
强盛的时候，那大角折断了， 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
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方” 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
原文作“风”）长出四个非常的 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
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他用
角来。”
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
“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 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
二千三百日的预言是圣经中涉及
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 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君之
历史时期最长的一个预言。圣经的
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 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
预言中，一日顶一年（结4：6），
因此二千三百日实际上就是指的二
它渐渐强大，高及天象，
千三百年。这个时期必定是在上帝
“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
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
处理小角带来的污秽之前很长的时
地，用脚践踏。并且 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
候。但以理书九章二十
五节告诉我们，这段
它自高自大，以为 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
时期将从有重建耶路
高 及 天 象 之 君 ， 明白其中的意思。”

吗？

你知道

撒冷的命令发出时作
除掉常献给君
为起点的。历史记载这
的燔祭，毁
件事发生在公元前四百
五十七年。经过二千
三百年，就到了公元一
八四四年。
很明显，上帝是在这个
预言时期开始前九十年时将
这个异象赐给但以理的。即便如
此，预言中所提到的事还是像上帝所
说的那样发生了。上帝的话是何等精确啊！

（但8:1,5,8-14,16,21,23-25,27）

妙语连珠

走出
故事
但以理对上帝给他异象的反应是什么？他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原文作‘大君’）米
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
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
得拯救。”（但12:1）
“上帝非人，必不致说谎；也非人子，必不
致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
要成就呢？”（民23:19）
“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
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书21:45）

山羊有一小角，起初很小，但后来却要高得顶天。这
个小角将来会做些什么事？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
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
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
胜了世界。”（约16:33）

上帝应许说那个小角将要被毁灭，但时间不久它又要兴起。上
帝为什么要让小角横行如此长时间才将它拔除呢上帝应许说那
个小角将要被毁灭，但时间不久它又要兴起。上帝为什么要让
小角横行如此长时间才将它拔除呢？

“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
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
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将我高
举在盘石上。”（诗27:5）

言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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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帝，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教训？

“宁 可 在 黑 暗 中 与 上 帝 同
行，也不愿在光明中踽踽独
行。” ——马利•加里迪纳，十

怎样能将这个信息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呢？

九世纪美国诗人。

“当我读完圣经最后一页，我发
现到此为止，上面预言的事全部应
验了。”——比利•格雷罕姆，美国当
代布道士。

“上帝早已看到你将来的苦难，祂已为你
作好了战胜它的准备，上帝不是要免除你的
苦难，而是要洁净你的瑕疵。” ——C. S.刘易
斯，二十世纪爱尔兰学者，小说家。

“任何反对上帝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约翰•加尔文，
十六世纪法国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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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惊喜，但是
生活给我们的惊喜实在是太少了。
耶稣预言我们将来会有苦难。同
时祂也应许我们将来必要得胜。
在本周课程“你的看法”这部分，你
需要做决定，是提前知道将来的
事情，还是到了时候大吃一惊。无
论将来临到我们的试炼是有预兆
还是突然出现，有一件事是可以
肯定的，那就是上帝决不会让我
们措手不及。当你想到上帝对你
将来人生旅途中所发生的事了如指
掌时，你会有什么感觉？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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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阅读本周课程“走进故事”中的
经文，然后回答“走出故事”中的
问题。上帝将未来要洁净圣所的
信息告诉了但以理。圣所以及其
中的一切侍奉都是预指耶稣的牺
牲，耶稣的牺牲将要根除这个世
界上一切的罪。上帝警告世人，
仇敌将来要带来一套虚伪的救赎
计划。去找神父或者圣徒认罪寻
求赦免，而不是直接去到上帝面
前，这种错误的异端涂抹了耶稣
洁净我们的罪孽，也涂抹了我们
通过祷告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
的权利。
上帝将这个信息记载在圣经中，
就是为了警告祂的百姓谨防将来
所要遇到的欺骗，并使他们也能
去将这个警告传给世人。
仇敌经常用一种逼真的赝品引诱
我们离开上帝的计划。你曾经遇
到过哪些虚假的赝品呢？你是如
何回应它们的呢？

星期一

当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但以理
时，他和以色列中被掳的百姓还
住在巴比伦这个异乡。但以理期
盼着他的民族在不久的将来能够
获得自由，但上帝却让他看到了

这些令他触目惊心的异象。结果，
但以理便不确定自己民族的苦难
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请阅读本周课程存心节。并用自
己的话将它重新写出来。

这个祷告表现了但以理怎样的信
心？关于但以理与上帝之间的关
系，这个祷告说明了什么？

星期二

在本周的“聚光灯”中，怀爱伦谈
到了上帝对于由那小角引起之问
题的解决方法。那小角污秽了圣
所并想要除去常献的祭。上帝洁
净圣所并使之重新成圣。上帝要
给圣所带来更新。上帝要通过审
判来做这件事。当你想到审判时，
你的脑海中出现了什么？
在一场竞赛中最令人激动的时刻
莫过于最后的裁判了，因为此时
要宣布一个获胜者。上帝宣称所
有爱祂并遵守祂诫命之人将要成
为胜利者。虽然我们要经历残酷
的战斗，但当审判来临时，我们
将被上帝定为配进祂的国，成为
与罪恶作战的得胜者。

灵的平安呢？因为我们确信上帝
了解我们前头的艰难，并且已经
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使我们能够
走过去。你愿意将自己的未来交
托给上帝吗？

星期四

但以理书最明显的一个主题就是，
无论环境看似多么可怕恶劣，上
帝都在掌握全域。无论风暴是如
何黑暗，上帝都应许要带领我们
走过。上帝不仅将未来黑暗的时
刻指给我们，同时祂还应许要拯
救我们。祂的话是确实的。就像
我们能够仰赖祂的预言，同样，
我们也可以靠赖祂的应许。
当我们周围的环境变得黑暗时，
我们必须紧紧握住上帝圣言的亮
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
路上的光。”（诗119:105）选择一
两个能够提醒你记起上帝能力以
及祂带领你经过艰难时期计划的
应许，将它们记在心中。并将这
些应许写在卡片上，放在一个你
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

星期五

无论大小，什么事情也不会让上
帝感到惊讶。祂通晓万事万物，
并且提前有计划能够最后解决这
些事情。什么样的环境可能会让
你觉得上帝把你忘记了呢？什么样
的环境会使你想要忘记上帝呢？

星期三

我们一直在奇怪为什么上帝要将
这么吓人的异象显示给但以理。
在本周课程的“妙语连珠”中，耶
稣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我将这些
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
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
界。”（约16：33）。
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未来充满苦难
与艰辛时，我们如何还能保持心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有人曾说：“如果这件事没有结果，
那它一定还没完。”上帝为你所面
临的所有问题都预备好了计划，
甚至是那些你还没有遇到的。给
上帝写一篇感恩的祷告文，感谢祂
为你的一生作好的预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