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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书第六章 16 - 28
16 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

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事奉的神，他必救你。」
王对但以理说
「你所常事奉的神 他必救你 」
17 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
封闭那坑 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
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
18 王回宫，终夜禁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
19 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
次日黎明， 就起来，急忙往狮子 那里去。
20 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
「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
你所常事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21 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
22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
我的神差遣使者 封住狮子的
叫狮子不伤我
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开始播放

但以理书第六章 16 - 28
23 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

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 身上毫无伤损 因为信靠他的神
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
24 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

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
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
25 那时，大利乌王传旨，晓谕住在全地各方、
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
26 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
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 战兢恐惧 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
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兢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
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
27 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
他护庇 ，搭救 ，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
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
28 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
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

火窑狮子坑的神
整个但以理书十二章当中，第三章、第六章
记载 ─ 神的儿女在火当中被熬炼。
但以理书 二章到七章
用当时最通行的亚兰文写的 在讲列邦列国的兴亡史
用当时最通行的亚兰文写的，在讲列邦列国的兴亡史
第二章 ─ 尼布甲尼撒王梦到帝国的大像
第三章 ─ 尼布甲尼撒王用金像逼迫三个朋友，要来拜金像，
尼布甲尼撒王用金像逼迫三个朋友 要来拜金像
后来把他们放在火窑里面
第四章 ─ 尼布甲尼撒王吃草如牛，证明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尼布 尼撒 吃草如牛
高者在
中掌
第五章 ─ 伯沙撒王驾崩之前狂宴，上帝改变他的历史
第六章 ─ 大利乌王疼爱但以理，也救不了但以理要放在狮子坑
神的儿女一定会经历
神的儿女
定会经历火窑、狮子坑的磨难，
但是整个事情的结果 ─ 真金不怕火！学到四件功课…

1. 世界逼迫属神的人是人间常态
二到七章 都在讲的四个帝国，上帝的儿女常常受逼迫，
都在讲的四个帝国 上帝的儿女常常受逼迫

好像 马太福音十三章 麦子跟稗子混杂在一起，
耶稣 ─ 容这两样一起长
耶稣说
容这两样 起长。
信徒会问 ─为什么不马上把稗子收割起来、立即行审判？


给稗子机会 ─ 我们也常像稗子，被上帝的爱怜悯赦罪后，
经历到被改变、被更新，稗子变成麦子，上帝给机会
 因此给逼迫我们的这些人，怜悯他们、给他们机会




给我们好处 ─ 麦子因为有稗子在旁边，
麦子因为有稗子在旁边
学习仰望、祷告、求主怜悯他们…，让我们更成长。
齐克果 幸亏我脚下有刺 让我比没有刺的人跳的更高
齐克果：幸亏我脚下有刺，让我比没有刺的人跳的更高

苦难与我有益，有熬炼、有稗子、有麦子，
有熬炼 有稗子 有麦子
为了让神的百姓成长，经历到真金不怕火。

2. 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
但六

并不是因为欺负 羞辱人家的庙 因此放在狮子坑
并不是因为欺负、羞辱人家的庙，因此放在狮子坑，

这个之前，次经插入了彼勒跟大龙 (见次页) ，
彼勒就是 赛四六1 巴比伦的神明，
他们七十个祭司说 ─ 彼勒可以吃祭物。
但以理晚上在彼勒前面洒了一些灰，
隔天起来，七十个祭司说 ─ 所献的祭物果然是被吃掉；
但以理让王知道 ─ 地上的灰这么多人踩过，是人把它吃了…
拆穿彼勒可以吃祭物的这个诡诈。

次经解释但以理受逼迫，因为彼勒的神逼迫王 ─
但以理羞辱我们的神，把他放狮子坑…
但以理羞辱我们的神
把他放狮子坑
这本书说这七天当中，上帝抓住哈巴谷，
很远的地方 ─ 像以西结被抓，来喂养但以理，
像以西结被抓 来喂养但以理
因此七天之后，但以理仍然安然健在。

1. 世界逼迫属神的人是人间常态
上帝如何救但以理这四个人，
成为被掳之后百姓的榜样。
沿着教会历史多少这样的苦难，
初代教会、希特勒的时候属神的百姓被逼迫…
第三章、第六章

仍然发觉 ─ 但以理的神可靠。
但是也说明
是也说明 ─ 上帝没有完全出手，
因为还没有末世、上帝要彰显的时候，
 这世界不会因为改朝换代，就不会有逼迫
 末世耶稣没有到之前，逼迫属神的人是人间常态
他们这几个人要经过这，
我们要被上帝用、也需要经过这个，
才会人生下半场被上帝用。

2. 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
次经-彼勒与大龙〔达尼尔书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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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巴比伦人拥有一尊偶像，名叫彼勒。人们每天都要供给彼勒 一份祭品，包括二

十袋精白面粉。四十只绵羊和六桶葡萄酒。
十袋精白面粉
四十只绵羊和六桶葡萄酒 04古列王相信彼勒是一个神，他每天都
古列王相信彼勒是 个神 他每天都
要向它做礼拜。然而 但以理却要礼拜他自己的神。05有一天，国王问但以理：你
为甚么不拜彼勒呀？ 但以理回答说：我不拜人手所做的偶像。我只拜活着的上帝，
他创造了天和地，乃是全人类之主。 06国王问道：难道你不相信我们的彼勒神确
活着吗？ 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每天多么能吃能喝吗？07但以理笑着说：切不可上
受 ，
。你所 为 勒
个神。
是 着青
粘 ，
来 有
当受骗，国王陛下。你所称为彼勒的这个神。不过是贴着青铜的粘土，它从来没有
吃喝过任何东西。 08听这话，国王有些生气，他把彼勒的七十个祭司全都召来了。
他对他们说：我要警告你们，你们将被处死，除非你们向我证实， 吃掉这些祭品
的是彼勒 如果你们向我证实了是彼勒吃的呢，那我就把但以理处死，因为他断
的是彼勒。
如果你们向我证实了是彼勒吃的呢 那我就把但以理处死 因为他断
言彼勒不是神。 09但以理同意这样做。10随后，他们全都陪同国王走进了彼勒庙。
11祭司们对国王说：国王陛下，一会儿我们出去，由你把这些食品摆在供桌上，把
酒斟好 等你出去的时候 请你随手把门锁好 贴上盖有 玺的封条 12明天早
酒斟好。等你出去的时候，请你随手把门锁好，贴上盖有王玺的封条。
晨你回来看，如果你发现彼勒没有把这一切吃光，你就可以把我们处死。但是如果
他吃光了呢，但以理就得死，因为他诬告了我们。13其实祭司们一点不发愁，因为
他们在庙里供桌下面早已开下 一个秘密通道，以便他们每天夜里溜进来偷吃祭品。

2. 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
次经-彼勒与大龙〔达尼尔书第13章﹞

自行阅读后，click左下角

2. 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
继续课程

14祭司们走后，国王为彼勒摆上了食品。这时但以理吩咐仆人取些灰来遍撒在庙里

地板上。 这些事情只有国王看在眼里，局外人一概不知。布置完毕以后，
地板上
这些事情只有国王看在眼里 局外人 概不知 布置完毕以后 大家全
都走出去，把庙门锁上，贴上盖有王玺的封条，离开了。15当天夜里，和往常一样，
祭司们带着妻子儿女从秘密通道走进庙宇。把食品吃光一了。把酒喝干了。16第二
天早晨，国王和但以理来到庙前。17国王问道：封条撕破了没有哇，但以理？ 他
回答说：没有，国王陛下，封条没有被撕破。 18庙门一打开，国王一看见空荡荡
的桌子。便高呼道：啊！彼勒，你真伟大！你果真是神。
的桌子。便高呼道
啊
勒，你真伟
你果真是神。 19不料，但以理却笑着
对国王说：在你踏进庙门之前，请先看看地板，请你告诉我，你看见这儿是谁的脚
印？20国王说：我看这是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的脚印。 21他异常震怒，下令把祭司
们连同家眷全都逮捕起来 押解到他的面前 他们向他供出了秘密通道，每天夜
们连同家眷全都逮捕起来，押解到他的面前。
他们向他供出了秘密通道 每天夜
里他们就是经过这种通道 进庙吃供桌上食品的。22于是国王把祭司们处死了，并
且将彼勒交给了但以理。 但以理毁掉了这尊偶像，拆除了它的庙宇。
28所有这一切都传进了巴比伦人的耳朵里，他们掀起了一场反对国王的愤怒的示威
所有这 切都传进了巴比伦人的耳朵里 他们掀起了 场反对国王的愤怒的示威
游行。 他们呼喊着：国王变成犹太人啦，上回他灭掉了彼勒。杀戮了祭司。29他
们来见国王。请求把但以理交给他们，人民警告国王说：如果你拒绝的话，我们就
把你和你的全家处死。

2. 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
当时犹太人被逼迫的时候，借着次经发泄里面的冤屈。
彼勒跟大龙为什么不放在圣经里面？
 不需要劳驾哈巴谷，不需要神秘型的说法，
矮化了上帝的能力
 描绘了被掳的百姓以恶制恶心里的渴慕
这跟 第六章 不一样 ─ 但以理书没有抱怨，
没有说哈巴谷来帮助他、没有用吃祭物来揭穿他们的计谋…
不要变成现世报 ─ 帮
帮上帝出手、
帝 手、
要在世界上建立完全的公义、平反、替上帝报复；
不要像摩西，四十岁，用拳头想推翻埃及
不要像摩西，四十岁，用拳头想推翻埃及…
上帝不用人的方法、不用彼勒跟大龙的方法，
也不要被掳巴比伦犹太人用反动的方法…
也不要被掳巴比伦犹太人用反动的方法

乖乖七十年等候上帝熬炼。

次经-彼勒与大龙〔达尼尔书第13章﹞

自行阅读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30这时国王看得出来，这些人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他被逼无奈，只得把但以理交
给了他们 31这些人把他扔进了狮坑，让他在狮坑里呆了六天。
给了他们。
这些人把他扔进了狮坑 让他在狮坑里呆了六天 32坑里有六只狮子，
坑里有六只狮子

往常这些狮子每天要喂两个人和两只羊。 可是在这六天里，那些人为着确保但以
理被狮子吃掉，他们甚么也不喂。
33当时先知哈巴谷正在犹大地。他熬好了菜，菜里撒好了面包屑。他正要把这盆菜
当时先知哈巴谷正在犹大地 他熬好了菜 菜里撒好了面包屑 他正要把这盆菜
送给在外面地里收割往稼的农民，34这时主的一位天使对他说：把你那拿着的这些
食品送给但以理吧，他正在巴比伦的狮坑里。 35哈巴谷回答说：先生，我从来没
有到过巴比伦，我不知道狮 坑在甚么地方。 36于是这位天使便抓住这位先知的头
发。凭着他的灵力将他带到巴比伦。他把他放下来，落在狮坑边上。37哈巴谷喊着：
但以理！但以理！上帝给你送食品来啦。在这儿来吃吧。 38但以理听哈巴谷叫他，
便祷告道：上帝呀！你牢记着我呢，你从不抛弃那些爱你的人。 39接着他站起身，
吃了饭。上帝的天使又立刻把哈巴谷送回了家。
40但以理被扔给狮子七天以后，国王到坑边上来悼念他。国王走上前往里一看，发
但以理被扔给狮子七天以后，国王到坑边上来悼念他。国王走上前往里 看，发
现但以理正在那儿坐着呢。41国王惊道：啊！主啊！但以理的上帝，你多么伟大呀！
惟有你才是神。 42于是他把但以理拽出狮坑，而将那些预谋杀害但以理的人扔了
进去 国王眼看着 那些人贬眼之间就被子吃掉了
进去。国王眼看着，那些人贬眼之间就被子吃掉了。
43君王遂宣布说：全地的居民都应敬畏但以理的上帝。因为他 施救。在地上行了
神迹奇事。从狮子坑里拯救了但以理。

2. 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
你需要上帝，不会像摩西用拳头…
 有爱同胞的爱，
有爱同胞的爱
这个爱不能救同胞脱离法老王的辖制
 需要八十岁的摩西，见到上帝在西乃山向他显现
需要八十岁的摩西 见到上帝在西乃山向他显现
用神的方法，不是用人的方法。
受到任何逼迫，
就像但以理被放在狮子坑的时候 ─

等待忍耐，
 不要用人的方法强逼上帝出手
要
方
帝 手
 不要用人本来取代神本
 要仰望上帝、学习忍耐等待

就像但以理跟三个朋友，没有自己出手。

2. 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
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对王说：
「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你；
即便如此，我们所事奉的神
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
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三16-18

我们不屈服、但是也不出手，顺服王、你看着办！
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愤怒，向这三个人变脸色，
加火加炭加热、要把这三个人熬死。
三个朋友跟但以理一样
三个朋友跟但以理
样 ─ 那种冤屈，跟他无关，
那种冤屈 跟他无关
却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
经历到有火临到的时候，
经历到有火临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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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朋友没有用咒诅的方式，咒诅害他们的人。
但以理没有求王，王已经下了禁令，只好顺服，下到狮子坑
狮子坑；
；
王整夜不能睡觉…王被设计，无可奈何。
但以理没有怪他、没有出手，说 ─愿王万岁，上帝出手，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
辜，
我在神面前是无辜，我在你面前也没行过亏损的事。
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
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
，
坑
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

六24

 上帝帮忙平反，越仰望上帝、越顺服神，最后
越仰望上帝 越顺服神 最后被
最后被拯救
 仇敌是上帝透过他们的王，来审判他们，恶人受罚
恶人受罚
 最后的结果 ─ 王都称谢上帝

不出手的结果，是上帝出手 ─ 透过人间的政权。

3. 自己越不出手的，上帝就必出手
交托的 仰望上帝的 祷告上帝 ─ 伸冤在上帝…
交托的、仰望上帝的、祷告上帝
伸冤在上帝
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
那时 尼布甲尼撒王惊奇 急忙起来 对谋士说
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
说
说：
「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
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
回答 说 「
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
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

三23-25

次经苏散拿，插入
苏散拿 插入三童歌 ─ 一个长的祷告
个长的祷告…
上帝啊，将耻辱和羞愧降给那些迫害我们的人吧！
解决他们的强权，粉碎他们的力量。

次经在被掳后、到耶稣这段时间写的，
给被掳的百姓纾解他们的冤屈。
给被掳的百姓纾解他们的冤屈
神的儿女可以像三童歌里面所说 ─ 可以伸冤…

4. 火窑狮子坑，是熬炼信心的管道
但以理从狮子坑里面走出来，生命被熬炼，
然后进入 第七章 ─ 先知的角色，
开始预言神国的事。
他前面的熬炼是为了下半场，
一个原则 ─ 钻石是高压压成的。

宣信博士，宣道会的创始人，
当上帝试验你的时候，
正是你试验他的应许是否真实的时候；
而且可以要求他，
而且可以要求他
照着你的需要、赐下他的应许。

熬炼的时候抓住神，仰望神、信靠上帝。

火窑狮子坑的神
受逼迫帮助我们四个属灵原则 ─
 被诬告受苦时，信靠
被诬告受苦时 信靠上帝的拯救
 被不公平对待时，等候神的辩解
 被陷害虐待时，让上帝来保护
 为义受委屈时，让神的名借着你得荣耀
求主帮助你 ─ 狮子坑、火窑
是真金不怕火最好的属灵学校。
华人信徒
华人信徒、传道人、长执同工…
道人 长执同
上帝在各样的熬炼当中要帮助你，
好 你 历他的全能、慈爱、信实，
好让你经历他的全能、慈爱、信实，
然后被上帝用。求主引导你！

求

亲爱的主，

祷告

帮助我们了解 ─
人间不可能有乌托邦，
只有十字架才是我们避难的地方；
才是我们避难的地方
帮助属神的百姓 ─
在各样的患难当中 学习仰望 交托 赦罪
在各样的患难当中、学习仰望、交托、赦罪，
求主怜悯我们，更多忍耐等待，
好让你的名在整个过程当中，
得到当得的荣耀。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