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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9/20/2020 

禱告與啟示中的復興-02 
但以理的七十個七 

但以理理書 9:20-27 

唐興 牧師 
經文： 
1-順服神心意禱告：認罪悔改。（20） 
20	我說話、禱告，承認我的罪和本國之民以色列的罪，為我神的聖山在耶和華我神面前
懇求。	
 
2-經歷光照與教導：領受啟示。（21-23） 
21	我正禱告的時候，先前在異象中所見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飛來，約在獻晚祭的時
候，1）按手在我身上。22		 	2）他指教我說：“但以理啊，現在我出來要使你有智慧、有
聰明。23		3）你初懇求的時候，就發出命令，我來告訴你，因你大蒙眷愛，4）所以你要
思想明白這以下的事和異象。	 
 
3-思想明白神計畫：悟性更新。（24-27） 
24	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七，要止住罪過，除淨罪惡，贖盡罪孽，引
進永義，封住異象和預言，並膏至聖者。25	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
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正在艱難的時候，耶路撒冷城連街
帶濠都必重新建造。26	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
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
27	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行毀壞可
憎的如飛而來，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結局。”		
  
前言：但以理理與神有非常親密的關係，他每⼀一天都會在禱告中與神交通，神也向他顯現啟

⽰示，並且保守他在外邦⼈人中的⾒見見證，他也勤勤讀聖經，認識神的聖約計畫，他的⼼心⼀一直專注

在耶路路撒冷的重建和神百姓復興的應許上。他知道這兩兩件事是神聖約的⽬目的。因此當他看

到⼤大利利烏被立為迦勒勒底王的時候，他知道神按照應許審判了了巴比倫倫帝國。那時距離以⾊色列列

⼈人被擄（主前605年年）已經快70年年了了。70年年是神審判除去耶路路撒冷，就是神百姓背約的

罪所定的⽇日⼦子快要滿了了。神的計劃就要進入新的階段了了。因此，但以理理帶著強烈的危急意

識，祈求神按照祂所命定的時間，實現耶利利米書中的預⾔言。但以理理按照神守約的慈愛，為

⾃自⼰己和神的百姓悔悔改認罪，求神實現應許：重建耶路路撒冷和復興神的百姓。他知道神的預

⾔言在歷史上的應驗從來來沒有失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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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經⽂文，24-27節就是神在但以理理禱告的時候，差遣天使加百列列向他啟⽰示的預⾔言。從

這四節經⽂文的表⾯面看來來，令⼈人困惑的地⽅方是：前⾯面兩兩節講到耶路路撒冷重建，並有受膏君王

的出現。但是，到了了後⾯面兩兩節經⽂文，受膏者⼜又被剪除了了，然後耶路路撒冷和聖殿⼜又被毀了了，

⽽而且⼀一路路荒涼到底。連祭祀和供獻都⽌止息了了；還有那⾏行行毀壞可憎的是誰？那與許多⼈人堅定

盟約的⼈人是誰？為什什麼受膏者會被剪除？神百姓的復興在那裡？耶路路撒冷的重建在那裡？ 

 

這些是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而最適合的解釋⽅方法就是按照神的聖約執⾏行行作為主題來來解釋。

神的聖約是但以理理的禱告和這段預⾔言的共同焦點，也是充滿整個第9章的主題。但以理理禱

告⼀一開始就稱神是「守約施慈愛」的主（第4節），這是但以理理信⼼心的基礎，也是他禱告

祈求的課題。⽽而加百列列的預⾔言講到膏⾄至聖者，受膏君，堅定盟約這些都是聖約的主題。 

 

中心思想：禱告與啟示中的復興。神不但向但以理理啟⽰示了了祂的復興計畫，並且重複命令但

以理理要思想和明⽩白神所預⾔言的復興計劃。因為，對但以理理個⼈人的救恩⽽而⾔言，明⽩白神的道，

明⽩白神的復興計劃就是他個⼈人的復興（太13:23）。今天我們也盼望藉著思想明⽩白神的復

興計劃也在禱告和啟⽰示中得著復興。這段經⽂文的解釋比較複雜，讓我們帶著禱告的⼼心⼀一同

來來思想。  

 
經文解釋： 
3-思想明白神計畫：悟性更新。（24-27） 
3.1-復興計劃的時間與目的。 

第24節。「24 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七，要止住罪過，除淨罪惡，贖

盡罪孽，引進永義，封住異象和預言，並膏至聖者。」 

ת+אָּטַח םֹּתְחַל   עַׁשֶּ֜פַה אֵּ֨לַכְל ּו  ָךֶׁ֗שְדָק ר֣יִע־לַעְו ׀ָ֣ךְּמַע־לַֽע ְךַּ֥תְחֶנ םיִ֜עְבִׁש םיִ֨עֻבָׁש
׃ םיִֽׁשָדָֽק ׁשֶדֹ֥ק ַחֹׁ֖שְמִל איִ֔בָנְו ן+֣זָח֙ םֹּתְחַל ְו םיִ֑מָלֹֽע קֶ֣דֶצ איִ֖בָהְל ְו ֔ן+ָע ֣רֵּפַכְל ּו  ּו

 

3.1a-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這個⼤大計畫開宗明義的⽬目的是「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

這正是但以理理所祈求的：神百姓的復興和耶路路撒冷的重建。對但以理理來來說，是指地上以⾊色

列列百姓的復興，以及地上的耶路路撒冷第⼆二聖殿的建造。但以理理沒有⼀一個整個世界性和宇宙

性的視野；祂不是在祈求神整個救贖計劃的完成時間表。 但以理理的視野是專注在舊約時

代的以⾊色列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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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約實現的視野來來看，神的計劃比但以理理所要想的要⼤大的許多，神計劃中的本國之⺠民，

除了了以⾊色列列國的百姓之外，還包括地上萬國萬⺠民（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神的計劃從創

世開始就包括了了全地和整個宇宙。因此，對神⽽而⾔言，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是⼀一個包括天上

和地上尺度的天國⼦子⺠民和天上的聖城新耶路路撒冷。 

 

3.1b-七十個七[ םיִ֜עְבִׁש םיִ֨עֻבָׁש ]的解釋。第一，「70個七」與耶利利米書25：11和29:10的

「七⼗十年年」有關。耶利利米書中的「七⼗十」是⼀一段神執⾏行行律律法懲處的時期，並且其根源出於

利利未記26章，其中⽤用「七」來來描述對以⾊色列列⼈人過犯的徹底完全的懲罰（七倍懲罰、七倍

降災、擊打你們七次、因你們的罪懲罰七次）。所以，包括了了對罪徹底完全懲罰處置的意

思。（參參考：代下36:21）因此，「70個七」是⼀一個延長的審判期。這是第⼀一點。 

 

第二，70個七，與耶利利米的七⼗十年年懲處，都源⾃自於利利未記中的「禧年年」觀念念。利利未記

25:8-12中規定以⾊色列列⼈人每七年年的中的第七年年是安息年年。過了了7個安息年年，共49年年，第50

年年的第⼀一⽇日就是「禧年年」的開始，要吹⾓角，為贖罪⽇日，宣告⾃自由，歸⾃自⼰己的產業，不可耕

種…等等。摩⻄西之約中的地上節⽇日律律法，「安息年年」和「禧年年」是具有教導性和預表神完

成祂聖約計畫的屬靈意義。「70個七」是⼀一個安息年年和禧年年的聖約完成⼤大架構（事實上，

死海海古卷的⽂文獻（11QMelch）中就發現主耶穌時代的猶太⼈人對但以理理的70個七的這種解

釋⽅方法。也就是把「70個七」看為是⼀一系列列的10個禧年年，最後的⾼高峰終結於：宣告拯救、

贖罪、向錫安的敵⼈人報仇，以及神和其百姓建立聖約 [Kline-《第70個七的聖約》]）。因

此，「70個七」是⼀一個以安息和禧年年為⽬目標的救贖計劃。這是第⼆二點。 

 

第三，70個七，許多地⽅方是象徵性的，不能完全按照字⾯面來來理理解。當彼得問主耶穌饒恕

弟兄的問題時。他問主耶穌：我饒恕他7次可以嗎？主耶穌知道彼得所說的7次是⼀一個象

徵完全的意思。但是為要更更清楚說明，並且強調完全饒恕，主說：「要饒恕70個7次」。

我們不會認為主耶穌是說，在第491次被弟兄冒犯的時候就可以不饒恕了了。啓⽰示錄中的七

個教會，的確是實際歷史上的七個⼩小亞細亞的教會。但是同時，七也象徵當時所有整個世

界上的教會，也象徵從基督復活⼀一直到再來來的這⼀一段時間內，地上所有的教會。我們需要

留留意對這些聖經預⾔言中的數字的意義，完全按照字⾯面的解釋是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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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c-「七十個七」的目的。整個神重建聖殿和復興神百姓計畫的救贖作為：1）要⽌止住罪

過，2）除淨罪惡惡，3）贖盡罪孽，4）引進永義，5）封住異異象和預⾔言，6）並膏⾄至聖者。

我們看到六個⾏行行動。其中前三個是負⾯面的，與「除去罪」有關，是指執⾏行行律律法對罪的懲處

達到完全；後⾯面三個是正⾯面的，與「滿⾜足律律法」有關，是指執⾏行行律律法對義的要求達到完全。

換⾔言之，神百姓在遵⾏行行神國度的律律法上達到完全。神的公義，神守約施⾏行行對祂百姓的拯救。 

 

止住罪過[ עַׁשֶּ֜פַה אֵּ֨לַכְל ]（to finish the transgression），是指基督勝過罪的權勢、⼒力力量量，和

轄制，女⼈人的後裔基督傷了了蛇的頭，把百姓從罪的權勢下拯救出來來。除淨罪惡[  םֹּתְַח

ת+אָּטַח ]（to put an end to sin），是指基督⼗十字架上的獻祭所流的⾎血除盡結束了了罪惡惡，不會

使神的百姓因罪受到審判（羅8:1-4）。贖盡罪孽[ ֔ן+ָע ֣רֵּפַכְל ]（to atone for iniquity），是

指基督藉著⼗十字架上的獻祭滿⾜足律律法對罪的懲處，滿⾜足神的公義。引進永義[  קֶ֣דֶצ איִ֖בְָה

םיִ֑מָלֹֽע ] (to bring in everlasting righteousness)，是指基督滿⾜足律律法對義的要求，是祂百

姓稱義的基礎。封住異象和預言[ איִ֔בָנְו ן+֣זָח֙ םֹּתְחַל ] (to seal both vision and prophet)，是⽤用

蓋印來來確證和完成聖約預⾔言和異異象所應許的事（王上21:8；尼10:11-2）。這裏的「封住」

不是說要關閉，不使⼈人明⽩白神的啟⽰示。並膏至聖者/所[ םיִֽׁשָדָֽק  to anoint a）[ ׁשֶדֹ֥ק ַחֹׁ֖שְמִל

most holy place）。是指基督受聖靈膏抹，或是基督的教會受聖靈膏抹（弗5:26）。這六

件事正對應了了耶利利米書「新約」應驗的描述。 

 

24節是整個救贖⾏行行動的展開計畫。神應許但以的禱告，神百姓的罪的問題會得到最終完

全的解決，不論是律律法對罪的懲處，還是律律法對義的要求，都會應驗。這是多麼另但以理理

振奮的消息。但是，另外⼀一⽅方⾯面，這個啟⽰示告訴但以理理，耶利利米書中70年年的審判，不會

在被擄的70年年結束之時立刻就達到完全。事實上，舊約時期的審判只是神更更⼤大計畫的⼀一

⼩小部分。神的⼤大計畫需要「70個七」來來完成（24節）。神的⼤大計劃超越了了但以理理的視野

之外，神的時間表也遠遠超出了了但以理理的想像。 

 

3.1d-應用：這段經⽂文在當時的但以理理帶來來了了盼望，同時也帶來來了了信⼼心上的挑戰，如同我

們今天⼀一樣。我們⽣生活在⼀一個「速食⽂文化」的時代，⼀一個「彈指乾坤」的網路路數位時代，

這種即時、快速、要看到立即果效的思維，也不知不覺成為我們與神建立關係的態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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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期待我們的教會在聽到幾篇道之後就立刻成為聖潔的，我們希望我們的配偶，我們的

孩⼦子能立刻成為聖潔的。事實上卻往往完全相反。神在我們⾝身上的成聖的⼯工作是非常緩慢

的，這使我們意識到⾃自⼰己的⽣生命迫切地需要不斷地，警醒地依靠神。因為祂要按照祂的時

間和計畫，培育我們的謙卑卑，和對祂真實的依靠和聯聯合。即使，我們有⼀一些⼩小⼩小的成果，

當我們把它看為是⾃自⼰己努⼒力力的結果，就很容易易去⽤用來來衡量量其他的⼈人。主就把我們帶進另外

⼀一個遭遇中，讓我們再經歷失敗，直到我們學會警醒地依靠主。我們需要知道神有祂的時

間表。 

 

3.2-復興計劃的階段與標記。 

第25節。「25 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必

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正在艱難的時候，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 

֑הָעְבִׁש םיִ֖עֻבָׁש  םיִ֞עֻבָׁשְו דיִ֔גָנ ַחיִׁ֣שָמ  ִַלָׁשּוֽרְי ת+֤נְבִלְו֙ ביִׁשָהְל ־דַע֙ ם֨ רָ֗בָד   ֣אָצֹמ־ןִמ לֵּ֜כְׂשַתְו עַ֨דֵתְו
׃םיִּֽתִעָה ק+֖צְבּו ץּו֔רָחְו ב+֣חְר֙ הָתְנְבִנְו֙ בּוׁשָּת םִיַ֗נְׁשּו    םיִּׁ֣שִׁש

 

你當知道、當明⽩白，重複了了前⾯面23節，「所以你要思想明⽩白這以下的事和異異象」。從這

裡開始是我們需要認真思想明⽩白的地⽅方。因為從這裡開始預⾔言開始牽涉許多細節的事件，

繼續說明神所應許的以⾊色列列復興⼤大計畫。 

 

神在這裡把祂的整個⼤大計畫「70個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7個七」；第⼆二個

階段是「62個七」；第三個階段是：「第70個七」。按照利利未記25章安息⽇日和禧年年的架

構，第70個七是最後「安息年年-禧年年」的開始，是神的計畫進入禧年年最終完成的階段。整

個計畫開始的標記是「出令重新建造耶路路撒冷」，⽽而「第70個七」開始的時候是「有受

膏君王」[ דיִ֔גָנ ַחיִׁ֣שָמ ](mashiach nagid) 的時候。 

 

3.2a-第一個階段，「7個七」：從發布重建耶路路撒冷的命令[ רָ֗בָד ]（davar）到耶路路撒令城

連街帶濠都必重建。重建耶路路撒冷的命令，不是世上君王所發的命令，⽽而是第23節中的

命令：加百列列回復但以理理禱告，告訴他神已經發出了了命令[ רָ֗בָד ]（davar）。賽魯魯⼠士王在

主前538年年頒布法令(代下36:21-22；拉1:1-4) 和後來來其地上君王，如⼤大利利烏（拉6:8-

520BC）亞達薛⻄西（拉7:11；9:9-457BC；尼2:5-8-444BC）所發出關於重建聖殿聖城

的命令，都是神在天上發出的命令在地上產⽣生的回應（任何試圖想要從地上的固定時間來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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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7個七」的字⾯面數字都是困難的）。雖然，神回應了了但以理理的禱告，以⾊色列列⼈人要歸

回重建地上聖城耶路路撒冷，但這仍然是⼀一段艱難的時候（預表了了新約時期的復興和重建）。 

 

3.2b-第二個階段：「62個七」。前⾯面的「7個七」耶路路撒冷城的確會在短期內重建。 耶

利利米預⾔言七⼗十年年後的複興將得到部分滿⾜足。 但是，這個恢復重建之後的「62個七」將是

⼀一個困難的時期。 神的百姓尚未進入享受耶利利米書33:16所講的安然居住的「那⽇日⼦子」。 

彌賽亞統治者/受膏君王[ דיִ֔גָנ ַחיִׁ֣שָמ ]（mashiach nagid）只會在這「69個七」之末出現，

迎來來⾼高潮的「第70個七」。 但即使如此，受膏君王的出現也不會立即帶來來所期望的和平

與公義。 取⽽而代之的是，彌賽亞受膏君王將⾃自⼰己被剪除，⼀一無所有（9:26）。 

 

3.2c-應用：神國度復興的道路路。這裏的問題是：為什什麼神掌控管理理歷史和我們的⽣生活，

祂可以隨意攪動賽魯魯⼠士王的⼼心，使他頒布法令重建地上的耶路路撒冷，卻無法平穩順當、暢

通無阻地的實現祂復興神百姓的計劃呢？我們成為基督徒，不是就盼望神使我們⼈人⽣生⼀一帆

風順嗎？特別是我們在順服祂的時候。我們讀經、禱告、參參加聚會、努⼒力力事奉的背後是否

就是為了了今⽣生的平順呢？ 但以理理的七⼗十個七中有六⼗十九個都標⽰示著困難和考驗，⽽而第70

個七也並不容易易。但以理理所看到的⽰示的未來來，充滿戰爭和戰爭的謠⾔言，並伴隨著試煉和艱

苦。 更更重要的是，他為神的⼦子⺠民描述的未來來，反映了了我們在地上朝聖的道路路，這是我們

在地上邁向榮耀的艱辛之路路。羅8:17「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

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3.3-計劃的艱難與成就。 

第26-27節。「26 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

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 

דיִ֤גָנ ֣םַע  +ּ֣צִקְו֙ אָּבַה ׁשֶדֹּ֜קַהְו ריִ֨עָהְו  תיִחְׁשַ֠י ן֣יֵאְו  ֑+ל ַחיִׁ֖שָמ תֵ֥רָּכִי   םִיַ֔נְׁשּו םיִּׁ֣שִׁש֙ םיִעֻבָּׁשַה יֵ֤רֲחַאְו
׃ת+ֽמֵמֹׁש תֶצֶ֖רֱחֶנ הָ֔מָחְלִמ ץֵ֣ק֙ דַעְו ףֶטֶּׁ֔שַב  

「27 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行毀壞

可憎的如飛而來，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結局。”	」 

םֵ֔מֹׁשְמ֙ םיִצּוּקִׁש ף ַ֤נְּכ לַ֨עְו   הָ֗חְנִמּו חַ֣בֶז ׀תיִּ֣בְׁשַי ַעּו֜בָּׁשַה יִ֨צֲחַו ֑דָחֶא ַעּו֣בָׁש םיִּ֖בַרָל תיִ֛רְּב ריִּ֥בְגִהְו
׃םֵֽמֹׁש־לַע ְךַּ֖תִּת הָ֔צָרֱ֣חֶנְו֙ הָלָּכ־דַעְ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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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a-第三個階段：「第70個七」。到⽬目前為⽌止，但以理理的「70個七」的意義，以及它與

歷史的關係是相當簡單的。歸根結底，地上耶路路撒冷重建的在62個七之前已經完成，但

是整個神的計劃，神百姓的復興還需要繼續經過⼀一段時間的困難和考驗。對於第「70個

七」的最後⾼高潮時期，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一王之⺠民」到底是誰？「堅定盟約」是指什什

麼盟約？「祭祀與供獻⽌止息」是什什麼意思？「那⾏行行毀壞可憎的」是誰？有許多不同的解釋。

這些解釋的本⾝身都很完美形成⼀一個邏輯的系統。我們如何評估這些不同的解釋呢？唯⼀一適

合聖經的檢視標準就是神的「聖約」。 

 

3.3b-受膏者被「剪除」一無所有[ ֑+ל ן֣יֵאְו ַחיִׁ֖שָמ תֵ֥רָּכִי ].。這裏的受膏者[ ַחיִׁ֖שָמ ]就是第25節

的受膏君[ דיִ֔גָנ ַחיִׁ֣שָמ ]。從聖約的⾓角度來來看，「剪除」的希伯來來原⽂文是「切」[ תַרָּכ ](karat)

（cut=切=立約），是舊約中立約的⽤用語：立約時把動物的屍體切開兩兩半的儀式，表⽰示約

正式的⽣生效。所以受膏者被「剪除」就是新約的正式⽣生效，恩典之約正式進入完成階段。

「耶穌把餅擘開，遞給他們，説：「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行，為的

是紀念念我。…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路路22:19-20）。「受

膏者被剪除，一無所有」並不表⽰示神的計劃失敗了了，相反的，是神的計劃的完成，⽽而且是

以⼀一種世上智慧不能理理解的「⼀一無所有」的⼗十字架原則完成的。 

 

3.3c-必有一王的民[ דיִ֤גָנ ֣םַע ]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水沖沒。這裏的「⼀一王」與

前⾯面的「受膏者」應該是同⼀一個⼈人，因為這裡的「王」就是後⾯面堅定盟約是祭祀與供獻⽌止

息的⼈人。「受膏者」的重點在於耶穌作為祭司的⼯工作，祂在⼗十字架上的獻祭。後⾯面的「王」

的重點是祂⾃自⼰己悖逆的百姓：「⼀一王的⺠民」，他們沒有順服祂的統治。換⾔言之，但以理理在

這裡被告知，彌賽亞的⼦子⺠民，猶太⼈人將會再次不服從和悖逆，神要再⽤用但以理理時代同樣的

⽅方式，興起外邦帝國來來毀滅耶路路撒冷和聖殿。這正是我們知道的歷史：主後70年年耶路路撒

冷被羅⾺馬帝國的軍隊所傾倒毀滅（不是羅⾺馬帝國的⺠民）。這是羅⾺馬帝國做的，但是背後卻

是因為神的⼦子⺠民猶太⼈人把神賜給他們的君王彌賽亞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結果。但以理理所關⼼心

的地上的聖城和聖殿在這時⼜又被毀壞了了。但是，真正的聖城和聖殿已經在天上開始被建造

了了；神百姓的復興已經開始了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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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d-「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地上必爭戰⼀一直到安息年年-禧年年的最

後進入完成，地上的耶路路撒冷也會⼀一直荒涼。⽽而神國度的復興道路路，教會在地上往前的道

路路，基督徒得榮耀的道路路，和主耶穌在地上的執事的模式是⼀一樣的，都是在爭戰和⼀一無所

有的艱苦試驗下往前的，⼀一直到天國⼦子⺠民屬靈復興完全成就，天上聖城新耶路路撒冷的顯現。 

 

3.3e-「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這個句句⼦子很明顯是對前⾯面做更更進⼀一步的說

明。基督會在「第70個七」期間與許多⼈人「堅定」盟約。「堅定」[ רַבָּג ](gabar)[ 
ריִּבְגִה ](higbir)（make strong）是關鍵的聖約⽤用語，與爭戰「得勝」有關（出17:11，撒

上2:9；詩12:5；代上5：2），與「堅固」神的百姓有關（亞10:6，19:12），與神守約的

慈愛有關（詩117:2），與神的⼤大能作為有關（申3:24；10:17；賽9:5-全能者，42:13）。

特別是詩篇117:2，「2 因為他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華的誠實存到永遠」。	這裏的「大

施慈愛」的「⼤大施」就是「堅定」的另外⼀一個⽤用法，「堅定，慈愛、信實」都是聖約的⽤用

語。這樣的聖約觀念念，排除了了這裡堅定盟約的⼈人是「敵基督」的說法。 

 

「與許多⼈人堅定盟約」，是指新約的範圍從猶太⺠民族擴⼤大到外邦萬⺠民，也就是彌賽亞與許

多⼈人確認了了盟約。這是在第70個七的「安息年年-禧年年」中發⽣生的事。禧年年的號⾓角已經響起，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獻祭，為祂的⼦子⺠民贖盡罪孽，引進永義。從此開始，繼續⽌止住罪過，除

盡罪惡惡，⼀一直到所有的異異象和預⾔言都完全應驗完成。 

 

3.3f-「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這裏的他還是指前⾯面的王和受膏君。基督

復活升天後，舊約的獻祭禮儀就終⽌止了了。希伯來來書8-10章仔細的說明了了這個真理理：耶穌

以天上⼤大祭司的⾝身分，在天上的帳幕就是聖殿，獻上了了⼀一次永遠的贖罪祭。這就是舊約禧

年年贖罪⽇日所預表的。因此，在這段禧年年中所有的祭祀與供獻都⽌止息了了，特別是在地上的耶

路路撒冷在主後70年年被毀之後，舊約時期就是正式結束了了。基督復活升天在天上受聖靈膏

抹，基督的⾝身體就是地上的新約教會在五旬節受聖靈降靈的膏抹。基督復活的⾝身體就是聖

殿（約2:19-21），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也是聖殿的⼀一部分（弗2:21-22；彼前2:5）。加爾

⽂文指出：「雖然，從基督復活⼀一直到主後70年年，耶路路撒冷被毀之前，獻祭仍然進⾏行行，但

不應該被視為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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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g-「那行毀壞可憎的如飛而來[ םֵ֔מֹׁשְמ֙ םיִצּוּקִׁש ף ַ֤נְּכ לַ֨עְו ]，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

上，直到所定的結局。」（但8:13；9:27；11:31；12:11-北⽅方的王；太24:15）這可能是

整段經⽂文中最難解釋的地⽅方。「如⾶飛⽽而來來」是中⽂文的翻譯，原⽂文是「翅膀」[ ףָנָּכ ](kanaf)。

這個字的意思很寬廣（希伯來來⽂文字典：包括「極度，邊緣」結7:2；伯37:3；28:13；賽

24:16）。加爾⽂文認為應該理理解為「當毀壞可憎延伸到極度的時候。」他說「神要向我們

顯明這種極度範圍的污染，上下四周都把聖殿的榮耀玷污了了。」這是指耶穌復活之後，以

⾊色列列⼈人仍然剛硬、悖逆、逼迫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帖前2:16，「15 這猶太人殺了主

耶穌和先知，又把我們趕出去；他們不得神的喜悅，且與眾人為敵；16 不許我們傳道給

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滿自己的罪惡。神的忿怒臨在他們身上已經到了極處。	」

因此，如同但以理理時代⼀一樣，神興起羅⾺馬的Titus軍隊猶太⼈人所認為是⾏行行毀壞可憎的，屠

殺了了8,500 猶太⼈人，使聖殿荒涼毀滅⾄至今。 

 

結論：但以理理在預⾔言中得知地上聖城耶路路撒冷這樣的命運，那麼耶利利米新約的預⾔言是否落落

空了了呢？神的百姓⼈人受否陷入了了不斷反覆的犯罪，和破壞的⼀一再循環之中呢？不是的！但

9:24節非常明確的應許了了，神會帶來來新約的正式⽣生效。27節告訴我們，儘管神的百姓持

續不斷的悖逆，拒絕彌賽亞，導致耶路路撒冷的毀滅，但是，彌賽亞將在安息年年-禧年年內把

許多⼈人帶入聖約的團體內——堅固聖約。神守約的慈愛和信實是所有舊約和新約的真以⾊色

列列⼈人信⼼心的基礎。⽽而耶穌基督彌賽亞受膏君被剪除，正彰顯了了神的恩典在⼗十字架上已經獲

得最終的勝利利。神的復興計劃已經正式啟動：基督復活的⾝身體就是聖殿，教會是基督的⾝身

體，舊約和新約的聖徒被建造成為靈宮，就是天上的聖城新耶路路撒冷。雖然，他們在地上

必須和主⼀一樣經歷各種試驗和不同的苦難、逼迫踐踏，甚⾄至殺害，但是他們會和但以理理⼀一

樣，在禱告，悔悔改認罪，在思想明⽩白神的啟⽰示中，在主的同在中，不斷被復興被建造成為

天上的聖城新耶路路撒冷——神百姓的復興和天上耶路路撒冷的建造是同⼀一件事。 

 

這是神的⼤大計畫，⽽而且但以理理也是這計畫的⼀一部分，你和我都是這個計畫的⼀一部分，發⽣生

在我們⾝身上每⼀一件事都與天上耶路路撒冷的建造有關，即使經過各種不同的艱苦和失敗，神

也會按照祂守約的慈愛帶領我們像祂帶領但以理理⼀一樣，在禱告和啟⽰示中得到復興，被建造

成為天上的聖殿。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