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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一章 1 - 16但以理書第 章

1 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第三年，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到耶路撒冷 將城圍困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到耶路撒冷，將城圍困。

2 主將猶大王約雅敬，並神殿中器皿的幾分交付他手。

他就把這器皿帶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廟裡，放在他神的庫中。他就把這器皿帶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廟裡，放在他神的庫中。

3 王吩咐太監長亞施毗拿，從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貴冑中帶進幾個人來，

4就是年少沒有殘疾、相貌俊美、通達各樣學問知識、聰明俱備、就是年少沒有殘疾 相貌俊美 通達各樣學問知識 聰明俱備

足能侍立在王宮裡的，要教他們迦勒底的文字言語。

5 王派定將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飲的酒，每日賜他們一分，養他們三年。

滿了三年，好叫他們在王面前侍立。

6他們中間有猶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

太監長給他們起名 稱但以理為伯提沙撒 稱哈拿尼雅為沙得拉7 太監長給他們起名：稱但以理為伯提沙撒，稱哈拿尼雅為沙得拉，

稱米沙利為米煞，稱亞撒利雅為亞伯尼歌。

8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8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

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己。

但以理書第一章 1 - 16但以理書第 章

9 神使但以理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惠，受憐憫。

10 太監長對但以理說：「我懼怕我主我王 他已經派定你們的飲食；10 太監長對但以理說：「我懼怕我主我王，他已經派定你們的飲食；

倘若他見你們的面貌比你們同歲的少年人肌瘦，怎麼好呢？

這樣，你們就使我的頭在王那裡難保。」這樣，你們就使我的頭在王那裡難保。」

11 但以理對太監長所派

管理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的委辦說：管理但以理 哈拿尼雅 米沙利 亞撒利雅的委辦說

12「求你試試僕人們十天，給我們素菜吃，白水喝，

13 然後看看我們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

就照你所看的待僕人吧！」

14 委辦便允准他們這件事，試看他們十天。

過了十天 見他們的面貌比用王膳的 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15過了十天，見他們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

16於是委辦撤去派他們用的膳，飲的酒，給他們素菜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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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選擇與不一樣的選擇

這幾個人十幾歲被擄到巴比倫去，這幾個人十幾歲被擄到巴比倫去

就開始掙扎、經歷、傳揚，

一直到八十幾歲的但以理，仍在皇宮成為總理總理……直到八十幾歲的但以理 仍在皇宮成為總理總理……
他們是很難的 ─ 被擄到巴比倫去以後，是不能選擇的，

我們不能選擇生日、出生地、兄弟姊妹、父母親我們不能選擇生日 出生地 兄弟姊妹 父母親

但以理不能選擇更多，他的祖宗犯了罪，

因此跟約雅敬王被擄到巴比倫去，他不能選擇

一帶到皇宮，名字都不能保留 ─ 本來名字是非常美的…

因此跟約雅敬王被擄到巴比倫去，他不能選擇

哈拿尼雅
上帝是憐憫

沙得拉

米沙利
有誰像神

米煞

亞撒利雅
上帝是幫助者

亞伯尼歌

但以理
神是我的審判

伯提沙撒

連吃的王的膳、所飲的酒，也不能選擇，都跟異教有關。

沙得拉 米煞 亞伯尼歌伯提沙撒



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

第二章 ─ 尼布甲尼撒王的險惡，

他作夢、卻要人家先說出夢、再解夢，作夢 卻 夢 解夢

不能解夢的就把他頭砍了，

這麼詭詐險惡的國王，不是能夠選擇的這麼詭詐險惡的國王 不是能夠選擇的

第三章 ─ 金像，不能選擇不拜，否則火窯就在等待

第五章 ─ 伯沙撒王愛宴樂，不能選擇換這個王，第五章 伯沙撒王愛宴樂 不能選擇換這個王

他用聖殿的器皿來吃喝玩樂，但以理很難過

第六章 ─如果不聽的話，有人會把你拉下來，放在獅子坑裡第六章 如果不聽的話，有人會把你拉下來，放在獅子坑裡

這麼多不能選擇的文化，但這個人被上帝用，

是他的第一章 可以選擇的時候，是他的第一章 ─ 可以選擇的時候，

拒絕王的膳跟王所飲的酒、拒絕玷污自己

不要讓吃祭偶像之物 玷汙這年紀輕的人不要讓吃祭偶像之物，玷汙這年紀輕的人

這個非常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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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不在、老先知耶利米也不在

沒有任何屬靈的環境，沒有任何屬靈的環境

有的是異教、偶像、墮落

皇宮是最複雜的地方，可以吃喝玩樂皇宮是最複雜的地方 可以吃喝玩樂

他們卻選擇 ─ 拒絕跟信仰有關的世俗文化。

在不能選擇當中、作不一樣選擇的人，在不能選擇當中 作不 樣選擇的人

就是這些年輕人英雄出少年的關鍵。

我們要從但以理書學習人生的第一步 ─
在不能選擇當中、作不一樣的選擇。

不只是我們，栽培青少年、我們下一代，

好讓他們成為屬神的百姓，能夠 ─好讓他們成為屬神的百姓 能夠

在不能選擇當中，作不一樣的選擇。

1. 險惡的環境，是亂世英雄的屬靈加工站

第一章 有拜金、有享樂，第二章 王作夢之後有金像，

後現代化年輕人的特徵，在巴比倫的皇宮裡面通通有…
加速慾望的滿足、用影像認識世界、用消費放鬆自己、

無法自主的身體、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這幾個人把險惡的環境，當作屬靈英雄加工站 ─

他們爸爸媽媽都不在，聖殿、先知、牧師不在…

這幾個人把險惡的環境 當作屬靈英雄加工站
上帝仍然在我們當中，希望用這地方預備自己，

讓這個環境成為屬靈的學校、讓危機變成轉機讓這個環境成為屬靈的學校 讓危機變成轉機

讓目前的預備是 第二章之後被上帝用

尼希米第一章 ─在色情場所被上帝預備的，尼希米第 章 在色情場所被上帝預備的

他是當王酒政，在後宮色情的地方幫王倒酒。

任何險惡的環境 都可以是上帝工人預備的地方任何險惡的環境，都可以是上帝工人預備的地方，

只要你尊主為聖、看重上帝。

1. 險惡的環境，是亂世英雄的屬靈加工站

一8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

他看重上帝，知道屬靈的環境、舒適不一定是最好，他看重上帝，知道屬靈的環境、舒適不一定是最好，

第一章 被擄巴比倫是預備自己，第二章 被高升到 第六章，

總長的治理恩賜當中，明處很透明、暗處上樓禱告，總長的治理恩賜當中，明處很透明、暗處上樓禱告，

是因為 第一章險惡的環境當中，他懂得 ─
上帝啊 你要預備我 我要在這個環境裡上帝啊，你要預備我，我要在這個環境裡，

成為一個聖潔、討上帝喜歡的人，

在不能選擇當中，作一個不一樣選擇的人 ─在不能選擇當中，作一個不一樣選擇的人 ─
選擇上帝為重、尊主的名。

箴三5-6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這些人，第一章 一直 十二章被上帝用，是因為先被預備。



2. 在複雜多變的時代，尋求不變的定律

但以理書 第一章 三個字，希伯來文叫 Nathan上帝給 ─

 一20把聖殿的器皿給尼布甲尼撒王 20把聖殿的器皿給尼布甲尼撒王

 一90把恩惠憐憫給但以理

 17把各樣的學問知識給了但以理 一17把各樣的學問知識給了但以理

正好是整本書的導論

一2 主將猶大王約雅敬，並神殿中器皿的幾分交付他手。

尼布甲尼撒王圍攻耶路撒冷，

擄走第一批，不能擄走第二批、第三批，

是上帝涉入；是上帝允許之下，

才可以把約雅敬、但以理擄走。

歷史在上帝手中！

2. 在複雜多變的時代，尋求不變的定律

Nathan上帝給…

一9 神使但以理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惠，受憐憫。9 神使但以理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惠 受憐憫

上帝不只讓尼布甲尼撒王可以擄走部分的器皿，

現在上帝給 很私人 在監獄 在外邦現在上帝給，很私人、在監獄、在外邦，

給但以理恩惠憐憫 ─ 吃素菜、喝白水，變成俊美肥胖；

神蹟發生 十天 讓醫生 食物營養師跌破眼十五節神蹟發生，十天，讓醫生、食物營養師跌破眼。

第一章 經歷到上帝是全能、歷史、個人的主宰，第 章 經歷到上帝是全能 歷史 個人的主宰

因此以不變應將來的萬變，十幾歲到八十幾歲，

兩個帝國、六個王，一再的改動過程當中，兩個帝國 六個王， 再的改動過程當中，

但以理一直被上帝保守，一個秘訣 ─
複雜多變的時代，上帝是我的依靠、不變的神是我的盾牌。複雜多變的時代，上帝是我的依靠、不變的神是我的盾牌。

但以理看重上帝，上帝就看重他們。

3. 在人生孤單的客旅中，尋找屬靈夥伴

上帝把各樣的學問知識給了但以理一17 ─ 上帝把各樣的學問知識給了但以理，

有這個恩惠、知識，第二章 幫尼布甲尼撒王解了夢…

二46-48 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

王對但以理說：

「你們的神誠然是萬神之神、萬王之主。」

於是王高抬但以理，賞賜他許多上等禮物，賞 許多 等

派他管理巴比倫全省。

約瑟 但以理約瑟幫法老王解夢，

高升成為總理；

但以理幫巴比倫王解夢，

也是宰相。

二49 但以理求王，王就派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管理巴比倫省的事務沙得 米煞 亞 歌管 巴比倫省的事務

他需要屬靈夥伴，知道他孤零零的…後來沒有機會再回去。

3. 在人生孤單的客旅中，尋找屬靈夥伴

中國的歷史，從宋朝宋高祖的角度來看 ─
得了王位，第一件事就是「杯酒釋兵權」，

仍然想要分一杯羹的，最後會被砍頭，

張良就溜了、雲遊四海。

這種搶王位、不讓別人沾一點點好處的，

但以理顛倒 ─ 求他的同伴在旁邊。

神的兒女要找屬靈夥伴，一生需要保羅、巴拿巴、提摩太；

華人教會的同工要彼此相愛，華人教會的同工要彼此相愛

不要相爭，需要代禱、屬靈夥伴。

保羅在 加拉太書曾經責備彼得保羅在 加拉太書曾經責備彼得…
彼得在寫 彼得後書 的時候，肯定保羅，不會心有不甘。

神的兒女、教會之間、教派之間，要彼此愛裡面接納，神的兒女、教會之間、教派之間，要彼此愛裡面接納，

新約只有一個命令 ─ 最重要的命令，彼此相愛。



4. 在不安的時代，將安全感建立在高處

但以理 十幾歲 他忠心辦事 毫無錯誤過失第六章但以理八十幾歲，他忠心辦事、毫無錯誤過失…
其他人就在他的信仰當中找他的碴，下了一個命令 ─ 

六10 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就到自己家裡

三十天內，任何人在王以外下拜的，就把他放獅子坑。

六 道這禁令蓋了 璽 到自 家

（他樓上的窗戶開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

雙膝跪在他神面前，禱告感謝，與素常一樣。神 前 禱 謝 素常

有人看到了，把他抓了拉下來，

到王面前，放他到獅子坑裡面。到王面前，放他到獅子坑裡面。

神的兒女在墮落的文化當中，做事要專心、要老練，

沒有把柄在人家手中；但更重要的是沒有把柄在人家手中；但更重要的是 ─
要放在更高的地方，知道上帝會保護你。

最後死的不是但以理 是其他害他的人最後死的不是但以理，是其他害他的人。

他發覺 ─ 有上帝成為安全感，才經歷到高處的神是焦點。

5. 在短暫的文化中，尋求永恆的舞台

之後的 才是上帝要用他的重點六章 之後的 第七章 才是上帝要用他的重點 ─
前面的事業是為了事奉、讓他成為先知 七到十二章十二章

七十個七第九章 的七十個七，成為啟示錄預言的核心

但以理知道 ─ 他人生的上半場是為了下半場，

上半場是短暫的政治明星，

他的盼望是在短暫的文化當中，看到永恆的舞台 ─
 事奉上帝、成為上帝所用的人

 傳揚主、見證主，讓上帝透過他 ─

你要被上帝用，記住 ─ 事業是要服事上帝，

歡喜預備自己，成為下半場被上帝用的人

你要被上帝用 記住 事業是要服事 帝

在短暫的文化、不能選擇當中，主啊，我要選擇永恆的舞台！

選定上帝要用你的舞台，歡喜來跟隨主；選定上帝要用你的舞台 歡喜來跟隨主；

不能選擇當中，選擇上帝！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

幫助華人所有的信徒幫助華人所有的信徒，

包括年輕人、長執、同工、傳道人，

在不能選擇當中、選擇認定上帝。

年紀輕輕選擇經歷神，年紀輕輕選擇經歷神

能夠知道安全感在高處、需要屬靈夥伴，

更多的經歷神之後更多的經歷神之後，

人生下半場 ─ 來見證傳揚主。

聽我們禱告感恩，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