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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六章 16 - 28

16 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帶來，扔在獅子坑中。

王對但以理說 「你所常事奉的神 他必救你王對但以理說：「你所常事奉的神，他必救你。」

17有人搬石頭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璽和大臣的印，

封閉那坑，使懲辦但以理的事毫無更改。封閉那坑，使懲辦但以理的事毫無更改。

18 王回宮，終夜禁食，無人拿樂器到他面前，並且睡不著覺。

19次日黎明，王就起來，急忙往獅子坑那裡去。次日黎明 王就起來 急忙往獅子坑那裡去

20臨近坑邊，哀聲呼叫但以理，對但以理說：

「永生神的僕人但以理啊，

你所常事奉的神能救你脫離獅子嗎？」

21 但以理對王說：「願王萬歲！

我 神差遣使者 封 獅子 叫獅子 傷我22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獅子的口，叫獅子不傷我；

因我在神面前無辜，我在王面前也沒有行過虧損的事。」

但以理書第六章 16 - 28

23 王就甚喜樂，吩咐人將但以理從坑裡繫上來。

於是但以理從坑裡被繫上來，身上毫無傷損，因為信靠他的神。於是但以理從坑裡被繫上來，身上毫無傷損，因為信靠他的神。

24 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

連他們的妻子兒女都帶來，扔在獅子坑中。連他們的妻子兒女都帶來 扔在獅子坑中

他們還沒有到坑底，獅子就抓住他們，咬碎他們的骨頭。

25那時，大利烏王傳旨，曉諭住在全地各方、

各國、各族的人說：「願你們大享平安！

26 現在我降旨曉諭我所統轄的全國人民，

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 戰兢恐懼。因為他是永遠長存的活神，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戰兢恐懼。因為他是永遠長存的活神，

他的國永不敗壞；他的權柄永存無極！

27 他護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蹟奇事，他護庇人 搭救人 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蹟奇事

救了但以理脫離獅子的口。」

28如此，這但以理，當大利烏王在位的時候

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時候，大享亨通。

火窯獅子坑的神火窯獅子坑的神

整個但以理書十二章當中，第三章、第六章

記載 ─ 神的兒女在火當中被熬煉。記載  神的兒女在火當中被熬煉

但以理書 二章到七章

用當時最通行的亞蘭文寫的 在講列邦列國的興亡史用當時最通行的亞蘭文寫的，在講列邦列國的興亡史

第二章 ─ 尼布甲尼撒王夢到帝國的大像

尼布甲尼撒王用金像逼迫三個朋友 要來拜金像第三章 ─ 尼布甲尼撒王用金像逼迫三個朋友，要來拜金像，

後來把他們放在火窯裡面

尼布甲尼撒王吃草如牛 證明至高者在 的國中掌權第四章 ─ 尼布甲尼撒王吃草如牛，證明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第五章 ─ 伯沙撒王駕崩之前狂宴，上帝改變他的歷史

大利烏王疼愛但以理 也救不 但以理要放在獅子坑第六章 ─ 大利烏王疼愛但以理，也救不了但以理要放在獅子坑

神的兒女一定會經歷火窯、獅子坑的磨難，神的兒女 定會經歷火窯 獅子坑的磨難

但是整個事情的結果 ─ 真金不怕火！學到四件功課…



1. 世界逼迫屬神的人是人間常態

都在講的四個帝國 上帝的兒女常常受逼迫二到七章都在講的四個帝國，上帝的兒女常常受逼迫，

好像 馬太福音十三章麥子跟稗子混雜在一起，

容 樣耶穌說 ─ 容這兩樣一起長。

信徒會問 ─ 為什麼不馬上把稗子收割起來、立即行審判？

給稗子機會 ─ 我們也常像稗子，被上帝的愛憐憫赦罪後，

經歷到被改變、被更新，稗子變成麥子，上帝給機會經歷到被改變 被更新 稗子變成麥子 上帝給機會

因此給逼迫我們的這些人，憐憫他們、給他們機會

給我們好處 麥子因為有稗子在旁邊，給我們好處 ─ 麥子因為有稗子在旁邊，

學習仰望、禱告、求主憐憫他們…，讓我們更成長。

齊克果：幸虧我腳下有刺 讓我比沒有刺的人跳的更高齊克果：幸虧我腳下有刺，讓我比沒有刺的人跳的更高

苦難與我有益，有熬煉、有稗子、有麥子，苦難與我有益，有熬煉、有稗子、有麥子，

為了讓神的百姓成長，經歷到真金不怕火。

1. 世界逼迫屬神的人是人間常態

第三章、第六章上帝如何救但以理這四個人，

成為被擄之後百姓的榜樣。

沿著教會歷史多少這樣的苦難，

初代教會、希特勒的時候屬神的百姓被逼迫…
仍然發覺 ─ 但以理的神可靠。

上帝沒有完全出手但是也說明 ─ 上帝沒有完全出手，

因為還沒有末世、上帝要彰顯的時候，

這世界不會因為改朝換代，就不會有逼迫

末世耶穌沒有到之前，逼迫屬神的人是人間常態

他們這幾個人要經過這，

我們要被上帝用、也需要經過這個，我們要被上帝用 也需要經過這個

才會人生下半場被上帝用。

2. 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

並不是因為欺負 羞辱人家的廟 因此放在獅子坑但第六章 並不是因為欺負、羞辱人家的廟，因此放在獅子坑，

這個之前，次經插入了彼勒跟大龍 (見次頁)，

彼勒就是 賽四六1 巴比倫的神明，

他們七十個祭司說 ─ 彼勒可以吃祭物。

但以理晚上在彼勒前面灑了一些灰，

隔天起來，七十個祭司說 ─ 所獻的祭物果然是被吃掉；

但以理讓王知道 ─ 地上的灰這麼多人踩過，是人把它吃了…
拆穿彼勒可以吃祭物的這個詭詐。拆穿彼勒可以吃祭物的這個詭詐

次經解釋但以理受逼迫，因為彼勒的神逼迫王 ─ 
但以理羞辱我們的神，把他放獅子坑但以理羞辱我們的神，把他放獅子坑…
這本書說這七天當中，上帝抓住哈巴谷，

很遠的地方 ─像以西結被抓，來餵養但以理，很遠的地方 ─ 像以西結被抓，來餵養但以理，

因此七天之後，但以理仍然安然健在。

2. 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

次經-彼勒與大龍〔達尼爾書第13章﹞

03巴比倫人擁有一尊偶像，名叫彼勒。人們每天都要供給彼勒一份祭品，包括二
十袋精白麵粉 四十隻綿羊和六桶葡萄酒 04古列王相信彼勒是 個神 他每天

自行閱讀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袋精白麵粉。四十隻綿羊和六桶葡萄酒。 04古列王相信彼勒是一個神，他每天
都要向它做禮拜。然而但以理卻要禮拜他自己的神。 05有一天，國王問但以理：
你為甚麼不拜彼勒呀？但以理回答說：我不拜人手所做的偶像。我只拜活著的上

帝， 他創造了天和地，乃是全人類之主。 06國王問道：難道你不相信我們的彼勒

神確活著嗎？ 難道你沒有看見：他每天多麼能吃能喝嗎？ 07但以理笑著說：切不

可上當受騙，國王陛下。你所稱為彼勒的這個神。不過是貼著青銅的粘土，它從來可上當受騙 國王陛下 你所稱為彼勒的這個神 不過是貼著青銅的粘 它從來

沒有吃喝過任何東西。 08聽這話，國王有些生氣，他把彼勒的七十個祭司全都召
來了。他對他們說：我要警告你們，你們將被處死，除非你們向我證實， 吃掉這

些祭品的是彼勒。 如果你們向我證實了是彼勒吃的呢，那我就把但以理處死，因些祭品的是彼勒。 如果你們向我證實了是彼勒吃的呢，那我就把但以理處死，因

為他斷言彼勒不是神。 09但以理同意這樣做。 10隨後，他們全都陪同國王走進了
彼勒廟。 11祭司們對國王說：國王陛下，一會兒我們出去，由你把這些食品擺在

桌 等 去 時 請 手 蓋有 璽供桌上，把酒斟好。等你出去的時候，請你隨手把門鎖好，貼上蓋有王璽的封條。

12明天早晨你回來看，如果你發現彼勒沒有把這一切吃光，你就可以把我們處死。

但是如果他吃光了呢，但以理就得死，因為他誣告了我們。 13其實祭司們一點不
發愁，因為他們在廟裡供桌下面早已開下一個秘密通道，以便他們每天夜裡溜進

來偷吃祭品。



2. 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

次經-彼勒與大龍〔達尼爾書第13章﹞

14祭司們走後，國王為彼勒擺上了食品。這時但以理吩咐僕人取些灰來遍撒在廟裡
地板上 這些事情只有國王看在眼裡 局外人 概不知 佈置完畢以後 大家全

自行閱讀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地板上。這些事情只有國王看在眼裡，局外人一概不知。佈置完畢以後，大家全

都走出去，把廟門鎖上，貼上蓋有王璽的封條，離開了。 15當天夜裡，和往常一
樣，祭司們帶著妻子兒女從秘密通道走進廟宇。把食品吃光一了。把酒喝乾了。

16第二天早晨，國王和但以理來到廟前。 17國王問道：封條撕破了沒有哇，但以

理？他回答說：沒有，國王陛下，封條沒有被撕破。 18廟門一打開，國王一看見
空蕩蕩的桌子。便高呼道：啊！彼勒，你真偉大！你果真是神。 19不料，但以理空蕩蕩的桌子 便高呼道 啊！彼勒 你真偉大！你果真是神 不料 但以理

卻笑著對國王說：在你踏進廟門之前，請先看看地板，請你告訴我，你看見這兒是

誰的腳印？ 20國王說：我看這是男人女人和孩子們的腳印。 21他異常震怒，下令
把祭司們連同家眷全都逮捕起來，押解到他的面前。他們向他供出了秘密通道，把祭司們連同家眷全都逮捕起來，押解到他的面前。他們向他供出了秘密通道，

每天夜裡他們就是經過這種通道進廟吃供桌上食品的。 22於是國王把祭司們處死
了，並且將彼勒交給了但以理。但以理毀掉了這尊偶像，拆除了它的廟宇。

所有這 切都傳進 比倫人的耳朵裡 他們掀起 場反對國王的憤怒的示威28所有這一切都傳進了巴比倫人的耳朵裡，他們掀起了一場反對國王的憤怒的示威
遊行。他們呼喊著：國王變成猶太人啦，上回他滅掉了彼勒。殺戮了祭司。 29他
們來見國王。請求把但以理交給他們，人民警告國王說：如果你拒絕的話，我們

就把你和你的全家處死。

2. 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

次經-彼勒與大龍〔達尼爾書第13章﹞

30這時國王看得出來，這些人說得出來就幹得出來，他被逼無奈，只得把但以理交
給了他們 31這些人把他扔進了獅坑 讓他在獅坑裡呆了六天 32坑裡有六隻獅

自行閱讀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給了他們。 31這些人把他扔進了獅坑，讓他在獅坑裡呆了六天。 32坑裡有六隻獅
子，往常這些獅子每天要喂兩個人和兩隻羊。可是在這六天裡，那些人為著確保

但以理被獅子吃掉，他們甚麼也不喂。

當時先知哈巴谷正在猶大地 他熬好了菜 菜裡撒好了麵包屑 他正要把這盆菜33當時先知哈巴谷正在猶大地。他熬好了菜，菜裡撒好了麵包屑。他正要把這盆菜
送給在外面地裡收割往稼的農民， 34這時主的一位天使對他說：把你那拿著的這

些食品送給但以理吧，他正在巴比倫的獅坑裡。 35哈巴谷回答說：先生，我從來

沒有到過巴比倫，我不知道獅 坑在甚麼地方。 36於是這位天使便抓住這位先知的
頭髮。憑著他的靈力將他帶到巴比倫。他把他放下來，落在獅坑邊上。 37哈巴谷
喊著：但以理！但以理！上帝給你送食品來啦。在這兒來吃吧。 38但以理聽哈巴
谷叫他，便禱告道：上帝呀！你牢記著我呢，你從不拋棄那些愛你的人。 39接著
他站起身，吃了飯。上帝的天使又立刻把哈巴谷送回了家。

40但以理被扔給獅子七天以後，國王到坑邊上來悼念他。國王走上前往裡一看，發但以理被扔給獅子七天以後 國王到坑邊上來悼念他 國王走上前往裡 看 發

現但以理正在那兒坐著呢。 41國王驚道：啊！主啊！但以理的上帝，你多麼偉大

呀！惟有你才是神。 42於是他把但以理拽出獅坑，而將那些預謀殺害但以理的人
扔了進去。國王眼看著，那些人貶眼之間就被子吃掉了。扔了進去 國王眼看著，那些人貶眼之間就被子吃掉了

43君王遂宣佈說：全地的居民都應敬畏但以理的上帝。因為他 施救。在地上行了

神跡奇事。從獅子坑裡拯救了但以理。

2. 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

當時猶太人被逼迫的時候，藉著次經發洩裡面的冤屈。

彼勒跟大龍為什麼不放在聖經裡面？

不需要勞駕哈巴谷，不需要神秘型的說法，

矮化了上帝的能力

描繪了被擄的百姓以惡制惡心裡的渴慕

這跟 第六章 不一樣 ─ 但以理書沒有抱怨，

沒有說哈巴谷來幫助他、沒有用吃祭物來揭穿他們的計謀…
不要變成現世報 ─ 幫上帝出手、不要變成現世報 幫上帝出手

要在世界上建立完全的公義、平反、替上帝報復；

不要像摩西，四十歲，用拳頭想推翻埃及…不要像摩西 四十歲 用拳頭想推翻埃及

上帝不用人的方法、不用彼勒跟大龍的方法，

也不要被擄巴比倫猶太人用反動的方法也不要被擄巴比倫猶太人用反動的方法…
乖乖七十年等候上帝熬煉。

2. 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

你需要上帝，不會像摩西用拳頭…
有愛同胞的愛，有愛同胞的愛，

這個愛不能救同胞脫離法老王的轄制

需要八十歲的摩西，見到上帝在西乃山向他顯現需要八十歲的摩西，見到上帝在西乃山向他顯現

用神的方法，不是用人的方法。

受到任何逼迫，

就像但以理被放在獅子坑的時候 ─

等待忍耐，

不要用人的方法強逼上帝出手不要用人的方法強逼上帝出手

不要用人本來取代神本

要仰望上帝、學習忍耐等待要仰望上帝 學習忍耐等待

就像但以理跟三個朋友，沒有自己出手。



2. 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

三16-18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對王說：

「尼布甲尼撒啊，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你；

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神

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

王啊，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

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我們不屈服、但是也不出手，順服王、你看著辦！

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憤怒，向這三個人變臉色，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憤怒 向這三個人變臉色

加火加炭加熱、要把這三個人熬死。

三個朋友跟但以理一樣 ─ 那種冤屈，跟他無關，三個朋友跟但以理 樣  那種冤屈，跟他無關，

卻是因為信仰的緣故受逼迫；

經歷到有火臨到的時候，經歷到有火臨到的時候，

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

3. 自己越不出手的，上帝就必出手
交托的 仰望上帝的 禱告上帝 伸冤在上帝交托的、仰望上帝的、禱告上帝 ─ 伸冤在上帝…

三23-25 這三個人都被捆著落在烈火的窯中。

那時 尼布甲尼撒王驚奇 急忙起來 對謀士說說那時，尼布甲尼撒王驚奇，急忙起來，對謀士說：說：

「我捆起來扔在火裡的不是三個人嗎？」

他們回答王說：「王啊，是。」

王說：「看哪，我見有四個人，並沒有捆綁，在火中遊行，

次經蘇散拿，插入三童歌 ─一個長的禱告

也沒有受傷；那第四個的相貌好像神子。」

次經蘇散拿，插入三童歌  個長的禱告…
上帝啊，將恥辱和羞愧降給那些迫害我們的人吧！

解決他們的強權，粉碎他們的力量。

次經在被擄後、到耶穌這段時間寫的，

給被擄的百姓紓解他們的冤屈。

解決他們的強權 粉碎他們的力量

給被擄的百姓紓解他們的冤屈。

神的兒女可以像三童歌裡面所說 ─ 可以伸冤…

3. 自己越不出手的，上帝就必出手

三個朋友沒有用咒詛的方式，咒詛害他們的人。

但以理沒有求王，王已經下了禁令，只好順服，下到獅子坑獅子坑；；

王整夜不能睡覺…王被設計，無可奈何。

但以理沒有怪他、沒有出手，說 ─ 願王萬歲，上帝出手，但以 沒有怪他 沒有出手 說 萬歲 上帝出手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獅子的口，叫獅子不傷我，

我在神面前是無辜，我在你面前也沒行過虧損的事。

六24 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
連他們的妻子兒女都帶來，扔在獅子坑中。

我在神面前是無辜 我在你面前也沒行過虧損的事

連 們的妻子 都帶來 扔在獅子坑中

他們還沒有到坑底，獅子就抓住他們。

上帝幫忙平反，越仰望上帝、越順服神，最後最後被拯救被拯救上帝幫忙平反，越仰望上帝 越順服神，最後最後被拯救被拯救

仇敵是上帝透過他們的王，來審判他們，惡人受罰惡人受罰

最後的結果 ─ 王都稱謝上帝最後的結果  王都稱謝上帝

不出手的結果，是上帝出手 ─ 透過人間的政權。

4. 火窯獅子坑，是熬煉信心的管道

但以理從獅子坑裡面走出來，生命被熬煉，

然後進入 第七章 ─ 先知的角色，

開始預言神國的事。

他前面的熬煉是為了下半場，他前面的熬煉是為了下半場

一個原則 ─ 鑽石是高壓壓成的。

宣信博士，宣道會的創始人，

當上帝試驗你的時候，當上帝試驗你的時候

正是你試驗祂的應許是否真實的時候；

而且可以要求祂，而且可以要求祂，

照著你的需要、賜下祂的應許。

熬煉的時候抓住神 仰望神 信靠上帝熬煉的時候抓住神，仰望神、信靠上帝。



火窯獅子坑的神火窯獅子坑的神

受逼迫幫助我們四個屬靈原則 ─
被誣告受苦時 信靠上帝的拯救被誣告受苦時，信靠上帝的拯救

被不公平對待時，等候神的辯解

被陷害虐待時，讓上帝來保護

為義受委屈時，讓神的名藉著你得榮耀為義受委屈時 讓神的名藉著你得榮耀

求主幫助你 ─ 獅子坑、火窯

是真金不怕火最好的屬靈學校。

華人信徒、傳道人、長執同工…華人信徒 傳道人 長執同工

上帝在各樣的熬煉當中要幫助你，

好讓你經歷祂的全能、慈愛、信實，好讓你經歷祂的全能 慈愛 信實

然後被上帝用。求主引導你！

禱告禱告
求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了解

禱告禱告
幫助我們了解 ─
人間不可能有烏托邦，

只有十字架才是我們避難的地方只有十字架才是我們避難的地方；

幫助屬神的百姓 ─
在各樣的患難當中 學習仰望 交托 赦罪在各樣的患難當中、學習仰望、交托、赦罪，

求主憐憫我們，更多忍耐等待，

好讓你的名在整個過程當中，

得到當得的榮耀。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