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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聚光灯

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

“在今生，我们只能明白这奇妙救恩之道的开端。我们纵然
凭着有限的理解力，热切地思考那集中在十字架上的羞辱与
荣耀，生命与死亡，公义与慈怜；但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充分
明了其全部意义。

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

对于救赎大爱的长阔高深，我们今日只能模糊地看到一点。
即使在得赎之民能察看如同主察看他们，并知道如同主知道他们
一样的时候，这救赎计划还是人所不能完全明白的，不过在永恒
的岁月中，新的真理要不住地向他们那惊奇而愉快的意识展开。
地上的忧患、痛苦、和试探等虽已终止，而且那造成一切的祸根
都已清除了，但上帝的子民仍要永远很清楚地明白救恩的代价是
何等重大。”（《善恶之争》第40章，第41段）

行事亨通，直到主的忿怒
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
成就。”
（但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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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的 看法？

如果你觉得本课内容非常简单，那请你再仔细想
想！
给自己提几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1、预言的目的是什么？
2、预言能给你今天的生活带来哪些不同？
3、但以理为什么要将这些异象记录下来？
4、这些异象对于以色列人有什么意义，
尤其是当他们还处于巴比伦之囚的
时期？
5、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一课的内
容？你从前读过这段有关但以
“这 异 象 惟 有 我 但 以
理所见异象的经文吗？
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
6、这个异象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的信徒有何重大意义？为什
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
么？

走进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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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你知道

面前刻苦己心，
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
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
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君中
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
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
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
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
日子。”

“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
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
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
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
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
兢，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 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
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 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
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 无气息。’”
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
“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
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
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
“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 人哪，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
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他 总要坚强！’”
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
“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
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
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
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
使我有力量。’
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
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
“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
立起来。”
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

你知道为什么但以理书从第十章
到第十二章一直都是在描述第八
章中出现的异象吗？
你知道但以理为什么不只是照以色
列人平常的规矩哀哭了七天，而是
三个七——二十一天吗？你知道他为
“他就说：‘但以理
什么这么忧伤吗？
你知道那非人手凿出
啊，不要惧怕！因为
来的大石头是预表什
从你第一日专心
么吗？
求明白将来的
但以理书中提到的二千
三百日、一千二百九十
事，又在你
日和一千三百三十五
上帝
日这些年代数字，
犹太人是在公元八世
纪才开始使用“一日顶
一年”这种解经法的。

魔君争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
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
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君米
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
魔君的。’”
（但10：7-21）

走出
故事
你觉得但以理所见“像人的”那位是谁？

妙语连珠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
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
就算不得什么。”（林前13:2）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
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后1:21）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
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
了。”（启1:3）

“真确书”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只有但以理看见了这个异象呢？

为什么但以理一见这异象便浑身无力呢？

为什么这个异象那么让人惊恐？

言锦囊

名
为什么那人说他是因但以理的言语而来的？

为什么但以理在那人摸他的嘴唇之后他就能说话了（见赛6：
1-7）？

“布 道 家 穆 迪 曾 说 ： ‘我
每次证道都在想，这或许就
是自己最后一次证道了，主
可能在我证道结束之后就会
降临。’”——出处不明。
“上 帝 以 人 为 媒 介 来 实 现 预
言。”——怀爱伦，十九世纪美
国受圣灵感动的宗教作家，基督复
临 安息 日会 的 创建 者之 一。

“世 界 上 还 有 许 多 不 明 白 当 代 预 言 的
人，他们必须得到亮光。” ——怀爱伦，
十九世纪美国受圣灵感动的宗教作家，基督复临
安息日会的创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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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本周课程的经文都不太容易理解。
预言中使用的语言有时会让人感
到摸不着头脑。但是预言有一点
是确定的。我们在预言中可以看
出上帝是一位爱我们并且始终获
得胜利的上帝。我们很容易在研
究预言的过程中找不到头绪，但
我们却能从这些话语中了解到上
帝的品格以及我们与祂的关系。
当我们想到有一位对这世界无所
不知并且能够从过去到未来一直
掌握全域的上帝，这是何等激动
人心的一件事啊！

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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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提一次这个问题：“预言
的目的是什么？”既然我们很容易
在本周课程所学预言的各种细节
中迷失方向，那么我们就决不能
忘记预言的主旨。这则预言向我
们显示了上帝以及祂的品格。正如
启示录书一章三节告诉我们：“念这
书上预言的……都是有福的。”
列举至少两条你本周通过学习预
言而蒙的祝福。

便丝毫没有价值。上帝发出这些
预言的目的都是为了爱；我们也
必须怀着同样的目的来阅读并研
究这些预言——为了爱！
上帝通过这个异象向我们显示了
什么？

星期一

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说有一
王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节经
文是什么意思？我们能从这节经
文中找到适合当今社会的启示吗？
上帝是否希望我们按照一定的方
式去生活呢？我们可以推测说，
上帝必要刑罚那些在地上丝毫不
顾任何道德和伦理原则的人吗？
花点时间把这节经文再读一遍，
这节经文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
教训？

星期四

你是否曾经花时间研究过圣经中
的预言呢？研究预言在我们学习
圣经的过程中是个非常有趣的事
情。不要害怕提出尖锐的问题，
不要害怕和那些热诚仁爱的人一
起寻找答案！

星期五

关于上帝，这些预言告诉了你些
什么？

这些预言对于你的人生有什么意
义？

研究预言如何能使你更加靠近耶
稣基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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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本周课程“走进故事”中的经文以
及“走出故事”中的问题都是为了
一个目的。我们首先要看与预言
有关的时代背景。
但以理是谁？他是在什么环境下
见的异象？当但以理看到这个异
象时，他是什么感受？上帝想让
但以理把这个异象理解到什么程
度？

这个异象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
影响？

星期二

我们在本周课程的“聚光灯”中看
到，救赎计划是个非常宏伟深邃
的计划，非到我们将来在天国里
亲自聆听耶稣教导就不能窥其全
貌。将来耶稣会亲自为我们讲解
今生所明白不了的经文，这是何
等令人激动期盼的一件事啊！当
我们能够全部明白人类历史的真相
时，那该是何等光荣的时刻啊！

星期三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二节使我们对
许多事情有了正确的观念。这些
事全都与爱有关。如果这些预言
不能使我们具有更大的爱，不能
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基督为我们
所做之事，不能让我们越发渴望
与别人分享，那么它对我们来说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这些重要的问题是惟有你才能回
答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