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概論-大先知書 第十堂、但以理書信息
一、內容分段
本書根據內容的性質可以分作兩大段，歷史的部分、異象的部分。這是互相對稱的兩部分：前面五
章和後面七章。
第—章與第六章呼應:
第—章
第六章
拒絕王的食物
拒絕王的命令
但 1:8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 但 6:10 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就到自己
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
家裏、
（他樓上的窗戶、開向耶路撒冷）
玷污自己。
一日三次、雙膝跪在他 神面前、禱告
感謝、與素常一樣。
第二章與第七章呼應:
第二章
尼布甲尼撒王夢中的巨像
金頭
巴比倫帝國
銀胸
瑪代波斯帝國
銅腹
希臘帝國
鐵腿
羅馬帝國
十個腳指頭
末後十個王
屬天的國度
但 2:44 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 神必另 但 7:13
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
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
遠。45 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
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
泥、那就是至大的 神把後來必有的事
給王指明‧這夢準是這樣、這講解也是
確實的。

第七章
但以理見的異象
獅子
熊
豹
不知名的獸
十角
人子的國度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
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
者面前、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
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
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一) 歷史的部分－但以理與朋友的見證(一至六章)
(1) 拒食王膳(一章)
(2) 解大像之夢(二章)
(3) 火窯中遊行(三章)
(4) 解大樹之夢(四章)
(5) 解牆上之字(五章)
(6) 獅坑逃生(六章)
(二) 異象的部分－但以理所見的異象(七至十二章)
(1) 四獸(七章)
(2) 公綿羊與公山羊(八章)
(3) 七十個七(九章)
(4) 南北王爭戰(十-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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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
(一) 神的主權－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神的主權｣這主題貫穿全書。這個強調神主權的重點帶出本書另外兩個要旨：驕傲和背逆的人
類自招滅亡，因為他們拒絕承認這位宇宙中的至高主宰；神的百姓將會獲得最終的勝利，因為
神與他們同在，他們不會失敗。
但 2:21 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人‧22 他顯明深
奧隱祕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與他同居。
但 4:17 這是守望者的所發的命、聖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
賜與誰、就賜與誰‧或立極卑微的人執掌國權‧(神是掌權者)
但 4:25 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與野地的獸同居、喫草如牛、被天露滴濕、且要經過七期。等你知
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神是審判者)
(二) 人的驕傲
但以理書另一重點是指出人類的驕傲狂妄和神要對人類的自大思想作出徹底的定罪。在一至六
章，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撒的狂傲至終使他們陷入無助和淪為嘲笑對象的可悲境況中(四 33，五 6)。
七至十二章顯出世上王國的驕傲，然而天上的超自然力量將會前來摧毀地上最後那位敵基督的
王(十一 36)。
但 5:18 王阿、至高的 神曾將國位、大權、榮耀、威嚴、賜與你父尼布甲尼撒‧19 因 神所賜
他的大權、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戰兢恐懼、他可以隨意生殺、隨意升降‧20
但他心高氣傲、靈也剛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奪去榮耀‧21 他被趕出離開
世人、他的心變如獸心、與野驢同居、喫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濕、等他知道至高的 神在
人的國中掌權、憑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國。
但 5:22 伯沙撒阿、你是他的兒子、〔或作孫子〕你雖知道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
但 11:36 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過所有的 神、又用奇異的話攻擊萬 神之 神‧他必行事
亨通、直到主的忿怒完畢、因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三) 彌賽亞來到與眾聖徒最終得勝
神永恆的國度將要延遲臨到。百姓將要落在那些自大狂妄、不敬畏神的屬世領袖手中，遭受嚴
峻的試煉和壓逼。七十個七(九 24-27)和復活的應許(十二 1-3)，都說明了神忠心的聖徒將要忍受
困苦。然而，他們將會分享最終的勝利。
但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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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作彰顯〕永義、封住異象和豫言、並膏至聖者。〔者或作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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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或作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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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12:1 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艱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
沒有這樣的‧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2 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
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3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
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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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亞達薛西王二十年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算起至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止，共為六十九個七，就是四
百八十三年，教會時代結束開始最後七年大災難。
(四) 將來必成的事
但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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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作使地荒涼的〕如飛而來、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
〔或作傾在那荒涼之地〕
直到所定的結局。
但 12:5 我但以理觀看、見另有兩個人站立、一個在河這邊、一個在河那邊。6 有一個問那站在河
水以上、穿細麻衣的、說、這奇異的事、到幾時纔應驗呢。7 我聽見那站在河水以上、穿
細麻衣的、向天舉起左右手、指著活到永遠的主起誓、說、要到一載、二載、半載、打破
聖民權力的時候、這一切事就都應驗了。

最後七年分為前三年半與後三年半，當中一七之半第七號吹響，主由寶座降臨空中，教會被提在空
中雲外與主相會。後三年半結束後，主由空中降臨到地上，審判仇敵，以色列全家得救。
但 12:9 他說、但以理阿、你只管去、因為這話已經隱藏封閉、直到末時。10 必有許多人使自己
清淨潔白、且被熬煉‧但惡人仍必行惡、一切惡人都不明白、惟獨智慧人能明白。
但 12:13 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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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
(一) 從即便如此到即或不然的信心
但 3:15 你們再聽見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樣樂器的聲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卻
還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時扔在烈火的窯中、有何神能救你們脫離我手呢。
但 3:16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對王說、尼布甲尼撒阿、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17 即便如
此、我們所事奉的 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王阿、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
18 即或不然、王阿、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但 3:23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這三個人、都被捆著落在烈火的窯中。24 那時尼布甲尼撒王
驚奇、急忙起來、對謀士說、我捆起來扔在火裏的不是三個人麼‧他們回答王說、王阿、
是‧25 王說、看哪、我見有四個人、並沒有捆綁、在火中遊行、也沒有受傷、那第四個
的相貌、好像神子。26 於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窯門、說、至高 神的僕人沙得拉、米
煞、亞伯尼歌出來、上這裏來罷‧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就從火中出來了。
即或不然的信心，讓我可以對有財務困境的弟兄姊妹說：「我所事奉的神，能使我們不致缺乏，必
使我們豐盛有餘；即或不然，我們也決不事奉別神，也不作金錢的奴隸。」
即或不然的信心，讓我可以全心為病人得醫治禱告並宣告：「我所事奉的神能使死人復活，必使你
全然康復；即或不然，我們也決不事奉別神，也不懷疑神的醫治大能。」
(二) 但以理與素常一般的禱告
但 6:7 國中的總長、欽差、總督、謀士、和巡撫、彼此商議、要立一條堅定的禁令‧三十日內不
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甚麼、就必扔在獅子坑中‧8 王阿、現在求你立這禁
令、加蓋玉璽、使禁令決不更改、照瑪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9 於是大利烏王
立這禁令、加蓋玉璽。10 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就到自己家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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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6:21 但以理對王說、願王萬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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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理真是一個偉大的禱告戰士！從地理來說，他的肉身眼睛根本不可能從這一個窗戶看見耶路撒
冷。這是說出但以理是一個看見神榮耀啟示的人，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他和他的祖宗亞伯拉罕一樣，他不僅在神的啟示中看見了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
的，並且他也在信心中等候那一座榮耀的新耶路撒冷城的降臨。
來 11:33他們因著信、制服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
(三) 但以理的代禱
但 9:1 瑪代族、亞哈隨魯的兒子大利烏、立為迦勒底國的王元年、2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
理從書上得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耶利米、論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七十年為滿。3 我便
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 神祈禱懇求。4 我向耶和華我的 神祈禱、認罪、說、主阿、
大而可畏的 神、向愛主守主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
但 9:17 我們的 神阿、現在你垂聽僕人的祈禱懇求、為自己使臉光照你荒涼的聖所。18 我的 神
阿、求你側耳而聽、睜眼而看、眷顧我們荒涼之地、和稱為你名下的城‧我們在你面前懇
求、原不是因自己的義、乃因你的大憐憫。
1. 謹記神的話語

2. 深切的認罪並求赦免

3. 認識神的性情

4. 以神為中心而確切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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