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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夢，心裏    ，要知道這是     (3)。但以理請他的同

伴…    天上的神施    ，將這    的事指明…這奧秘的事就

在      中給但以理顯明(17-19)，他稱頌說：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因

為      都屬乎祂。祂改變    、日期，    ，    ，將智慧賜

與     ，…祂顯明       的事，知道    所有的，    也與祂同居

(20-22)。但以理告訴王：只有一位       能顯明奧秘的事，祂已

將      的事指示王…(28)。王啊！你夢見一個    ，這像甚高，極

其    ，…這像的頭是    的，胸膛和膀臂是   的，肚腹和腰是   的，

腿是   的，腳是      的。你觀看，見有一塊          的石頭打

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    ；…打碎這像的石頭變

成               (31-35)。講解：王啊，你是      。天上的神

已將                  都賜給你(37)。…你就是那    (38)。在

你以後必      ，不及於你；又有第    ，就是   的，必掌管天下(39)。
第四國，必      ，…那國也必          (40)。…是半鐵半泥，那國

也必      。你既見鐵與泥    ，那國民也必與     攙雜，卻不

能      ，正如鐵與泥不能相合一樣。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

必        ，永不    ，也不       ，卻要            ，
這國必      (41-44)。王對但以理說：「你既能顯明這奧秘的事，你們的神誠

然是                ，又是       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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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一聽見…各樣樂器的聲音，就當      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    。凡

不俯伏敬拜的，必               (5-6)。落難的三人

是：                  對王說：「…這件事我們       你；

即      ，我們所        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王啊！祂也必

救我們       ；即      ，王啊！你當知道我們           ，
也               」(16-18)。王說：「看哪！我見有   個人…在火

中遊行…那第四個的相貌好像    (25)。…他們的神是應當稱頌的！祂差遣使

者    倚靠祂的僕人，他們不遵    ，舍去    ，在他們神以外不

肯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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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甲尼撒王宣揚：祂的    何其大！祂的    何其盛！      是永遠

的；         存到萬代(3)！王腦中的異像是這樣：我看見地當中

有      ，極其     …高得    (10-11)， 見有一位       從天而降…

伐倒這樹…   卻要留在地內，…使他的   改變，不如   心；給他一個   心，

使他經過   期。這是守望者所發的命…好叫世人知

道                ，要將      就賜與誰，或立       的人

執掌國權(13-17)。但以理諫言：以施行    斷絕     ，以      除
掉    ，或者你的    可以    (27)。結果王在遊行在巴比倫王宮時說：這   
巴比倫不是我用      建為京都，要顯我        嗎(30)？而後一切依異

夢發生，等到日子滿足，王復原後稱頌神；…祂所做的全都    ，祂所行的也

都    。那行動    的，祂能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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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沙撒王為他的      設擺盛筵(1)，他們把              中所掠的金

器皿拿來，…用這器皿飲酒(3)，王看見       就變了臉色，心意    …(5-6)
太后推介但以理說：他裏頭有      ，…這人心中    ，又有      ，好

像       。你父       王，…立他為術士、….的領袖。在他裏頭

有         ，又有知識聰明，能                  (11-12)。王啊！

至高的神曾將                  賜與你父尼布甲尼撒；…他可以隨

意    ，隨意     。但他        ，靈也    ，甚至      ，就

被      ，奪去     。…等他知道               ，憑自己的意

旨      (18-21)。伯沙撒啊！你是他的兒子，你雖知道這一切，你心      ，
竟向天上的主    ，…你又讚美那     、不能   、      、金、銀、銅、

鐵、木、石所造的   ，卻沒有將榮耀歸與那手中有你    ，    你一切行動的

神(22-23)，所寫的文字是：『彌尼，    ，提客勒，     』。講解是這樣：彌尼，

就是                      。提客勒，就

是                    。毗勒斯〔與烏法珥新同義〕，就

是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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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烏隨心所願，立      個總督，治理    (1)。但以理有        ，…

他     辦事，毫無      ，旁人找不著他誤國的把柄(3-4)。決定要在他       

中找(5)。但以理不畏禁令，仍一日   次，雙膝跪在他神面前，禱告感謝(向耶路撒冷)，

與素常一樣(10)。當王不得不將但以理扔在獅子坑中，對他說：「             

        」(16)。事後王降旨曉諭說：全國人民，要在       面前，戰兢    。

因為他是           神，祂的國      ；祂的    永存無極！祂    

人，     人，在天上地下施行      ，救了但以理脫離獅子的口」(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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