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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作者, 日期，地點，目的，主旨 
• 但以理( 神是我的審判者)是皇室貴族, 傳外邦人日期信息的先知. 

• 生於約西亞為王年間 (約623BC). 巴比倫首次滅耶路撒冷時( 606BC),
將一批人擄到巴比倫去.  是年但以理約17歲,是其中之一. 他在巴比
倫蒙召,在外邦國中事奉七十多年; 事奉的年日曆经巴比倫整個王
朝（606 - 539BC), 及延至波斯古列創國後數年之久(534BC). 他可能
到九十多歲才壽終. 

• 在巴比倫, 他從尼布甲尼撒的王宮侍立官做起, 升到總理, 管理巴
比倫, 常在朝中侍立, 位高權重. 

• 瑪代王大利烏立他為三個總長之一, 管理120總督. 獅子坑事件以後, 
王降旨要全國人民敬畏但以理的神, 但以理在波斯國大享亨通. 

• 寫作日期： 606 - 535BC後不久.  

• 地點：巴比倫(後即波斯). 

• 目的：指出外邦國度之興衰與神國度之建立.  

• 主旨：以色列之榮耀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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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特別之處 

• 但以理書共有  357  節經文, 當中162 節(45%)是預言. 

• 十七本大小先知書中, 有關神將來在地上建立彌賽亞國度的預言, 
沒有一本勝過但以理書. 特別在年期時代發展的細節上, 列邦國在
末世發展的準確性, 此書是無與倫比的. 

• 但以理書是舊約的啟示錄, 內中的異象, 預言與新約的啟示錄前後
吻合, 首尾呼應.  因為啟示但以理的靈亦是啟示約翰的神, 正如基
督說:天地要廢去, 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 都要成全(太5:18). 

• 本書中各項預言在歷史上皆有詳盡的應驗. 

• 但以理是出類拔萃的政治家, 歷代職場信徒的楷模. 信徒喜讀但以
理書, 因它提供無限的鼓舞, 在生活困苦的日子, 在世人敵對真理
的時代, 屬神的人有楷模可鏡效.  

• 神學家亦同樣喜愛但以理書, 因本書清楚記述神國最終的勝利，
神的旨意終於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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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典性 
• 有關但以理為本書作者之論據, 新舊派神學曾作激烈之爭辯. 從內

容看, 甚多預言的細節在歷史上極其巧妙的吻合, 故認為作者不可
能寫出那樣詳細不虛的預言, 只是將歷史寫成像預言罷了(稱作 
Vaticinium ex eventu), 發生後之預言寫成法). 書內其它的神學思想, 
諸如天使論、復活論、神國論等皆是被擄後期兩約間的神學特徵. 

• 所有反對但以理為著者的論證均不成理由.(G.L. Archer, A Survey of 
the Old Testament,  Moody, 1966, pp. 367-388).  

• 耶穌在太  24:15 ; 可  13:14  引用但  9:21; 11:31及 12:11,  並指明是但
以理的話.  

• 死海古卷之第一洞及第四洞均有但以理書卷之碎文，內容與本書
雷同，並稱是但以理的手筆.  

• 在以斯拉時代(400BC左右)舊約正典已出現, 舊約正典分成三部分: 
律法、先知、聖卷.  但以理是聖卷中一部分. 

•  約瑟夫 (Antiquities, XI, 7:5) 引述當亞力山大(但以理8:21)進入耶路
撒冷時（330BC), 大祭司將但以理書呈獻, 請他閱看一段預言, 亞力
山大才令退進襲中的希臘軍兵, 可見在亞力山大之時, 此書早已傳
誦選民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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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歷史背景  
• 但以理誕生時約西亞王改革成功, 全国有大复兴(王下23:25).  那時

強權(亞述, 巴比倫, 埃及)圍繞 (代下 35:20-24) 
• 612B.C. 巴比倫滅亞述. 
• 609 B.C. 約雅敬為王(王上 23:31-35 ),破壞律法, 不守約, 拜偶像.(王下 

23:36- 37) 
• 606 B.C. 約雅敬第三年巴比倫圍攻耶路撒冷,希伯來人的慣例則是

第四年(耶利米25:1).  
– 照巴比倫算法, 登基那年為元年.  

• 597 B.C.巴比倫二次圍攻耶路撒冷 (王下24:10)  
• 586 B.C.巴比倫三 次圍攻, 猶大滅亡. 
• 559 B.C.古列與其父共同執政, 統治波斯. 
• 550 B.C.古列吞併瑪代. 
• 539 B.C. 波斯滅巴比倫國. 
• 538 B.C 古列元年, 古列下詔讓以色列人歸回. 
• 536 B.C 古列三年,猶大人被擄滿七十年,五萬人回. 
• 516 B.C 聖殿重建完成. 
• 445 B.C 尼希米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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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摘要 

• 但以理書為專論「神權政治」之書.  以色列因棄絕「神權政治」
而要求「王權政治」, 神容許他們如此；然而他們的王權政治每
況愈下, 更急速向滅亡之路直奔, 至586B.C.全國滅亡.  從那天起, 他
們活在外邦人統治下, 直到外邦人之日期滿足（路21:24）, 神才再
藉著其彌賽亞復回神權管治. 所以但以理書專論以色列從外邦日
期始至神權政治復現止其中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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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1-6章 7-12章 

主題 歷史 預言 

身份 第三者(他)寫成 第一者(我)寫成 

語文 亞蘭文(2-7章) 
與國事有關 

希伯來 (1, 8-12) 
與宗教有關 

內容 六個故事 四個異象 



歷史 預言 (異象) 

1－6 7－12 

1 2－6 7 8－12 

希伯來文 亞蘭文 希伯來文 

個人歷史 外邦歷史 
預言
外邦

史 
預言本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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擄 

 
拒絕
王膳 

尼布甲尼撒 
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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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烏 

伯沙
撒元

年 

伯沙
撒三

年 
大利烏元年 古列三年 

首次 
異夢, 
巨像 

鑄造 
金像, 
火窯 

大樹 
異夢,   

指頭
寫字, 
巴比 
倫亡 

波斯興起 

首次 
異象 

: 
四巨

獸 

再次 
異象 

: 
綿 羊
與山

羊 

為歸 
回禱

告 
 

三次 
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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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七 

 
 

四次異象（末後
之歷史） 

王誤
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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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但以
理蒙
神拯

救 

遲來
釋明
之原

因 
 

東南
西北
王之

交
戰   

將
來
最
終
之
結
局 

 

1上 1下 2 3 4  5 6上 6下 7 8 9上 9下 10 11 12 

歷史中的異象 異象中之歷史 

 
F.大綱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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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但以理被擄蒙召 

• 歷史背景(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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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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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廟中. 

• 被揀選的猶大少年: (1:3-7) 

– 被挑選的少年: 1. 從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貴胄中帶進幾個人. 2. 沒
有殘疾. 3. 相貌俊美. 4. 通達各樣學問. 5. 知識聰明 6. 社交禮儀, 
待人接物, 足能侍立在王宮裡. 

– 教他們迦勒底文字言語, 學習巴比倫的學問, 宗教, 文化, 供應他
們豐富飲食, 好叫他們在王面前侍立, 這訓練與供養為期三年. 

– 太監長給他們起名, 稱但以理(神是審判者)為伯提沙撒(願巴力
保護我王), 稱哈拿尼雅(耶和華是恩慈的)為沙得拉(巴比倫月神 
得拉的命令), 稱米沙利(神是誰)為米煞(得拉是誰), 稱亞撒利雅
(神必幫助)為亞伯尼歌(巴力之子尼歌之僕). 

(606BC,但以理17歲) 耶路撒冷被圍及聖殿器皿被拿走,  出於神的手, 
萬事與萬國皆在神掌管之下, 若非神許可, 這一切不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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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續)但以理拒絕王膳 
 • 猶大少年的立志 (1:8-9)  

–  8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 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  

– 聖經雖無解釋為何這些食物會玷污, 但從但以理的決志, 可知
此中大有問題, 可能食物非按律法的規條而預備的(出34:15), 
再且據巴比倫王宮的風俗, 食物必先獻給他們的神, 人才取用. 

• 猶大少年的蒙恩和試驗 (1:12-16) 

–  12求你(太監長)試試僕人們十天, 給我們素菜吃, 白水喝.(15-16)  

• 三年的學業結束考問 (1:18-20). 

–   20王考問他們一切事, 就見他們的智慧聰明, 比通國的術士, 
和用法術的, 勝過十倍。 

第1章是全書的楔子.  但以理回顧家破人亡, 離鄉被擄的慘劇, 將自
己的身世, 蒙召,堅定的見證及神如何思待他存記下來，勖勉下一
輩事奉神的人。 10 



第2章尼布甲尼撒的巨像異夢 

• 尼布甲尼撒的異夢/危機 (2:1-13) 

–  5 …王說：夢我已經忘了, 你們若不將夢和夢的講解告訴我, 
就必被凌遲.(2-3) 

• 但以理應付危機 (2:14-29) 

–  16 但以理遂進去求王寬限...17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 將這事
告訴他的同伴哈拿尼雅, 米沙利, 亞撒利雅, 18要他們祈求天
上的神施憐憫, 將這奧秘的事指明… 19這奧秘的事, 就在夜
間異象中, 給但以理顯明, 但以理便稱頌天上的神.(20-23).   

•  但以理覲王解夢 (2:27-45) 

–  28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 能顯明奧秘的事. 

• 解夢後的結果(2:46-49) 

–  46當時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 向但以理下拜, 並且吩咐人
給他奉上供物和香品..(48-49). 

(604BC但以理19歲)此章說明但以理與三友的立志為神而活,祈求神啟
示終蒙神特別賜恩, 亦為後來選民蒙王室之恩准歸回鋪路.  11 



頭是精金 
(v.37,38) 

胸膛和膀臂
是銀(v.39a) 

肚腹和腰是銅 
(v.39b) 

鐵腿(v.40, 41) 

半泥半鐵的腳 
(v.42-43) 

巴比倫 
(605-539BC) 

波斯瑪代 
(536-331BC)  

希臘 

(336-30BC)  

羅馬 
(27BC-364AD, 

-1453AD)  

末世聯盟?  

第2章尼布甲尼撒的巨像解夢 
www.biblepoint.net 

被一塊非人
手鑿出來的
石頭砸碎
(v.45) 

神的國存到永遠(v.44) 

於是金, 銀, 銅, 鐵, 泥, 都一同砸
碎…變成一座大山, 充滿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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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外邦國在神計劃中的地位. 世上諸國無論多強盛, 終要歸神國統
治; 現今誇勝者雖是外邦人, 但最終的勝利仍是屬神的. 



 
第2章尼布甲尼撒的巨像異夢(續) 

 • 保守派學者及猶太傳統雖在預言細節上的解釋大不相同，但「四
國是誰」皆統一同意，即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臘、羅馬. 

• 第五國源自大山而後來轟碎所有以前的國度,這「石頭國」的出現
是當「腳趾國」列王在位時（腳趾有十，即十王出現，亦即十國
聯盟）(7:23-24, 啟17:12 ), 因這聯盟是在敵基督統領下, 所以神的選
民備受迫害（7:25 ), 致神插手攔阻，將之打碎滅絕, 建立彌賽亞國, 
存到永遠(7:26-27). (馬有藻) 

• 主張第五國是將來彌賽亞的國度(非指今日的教會),  在基督第二次
再臨時才實現的理由 
– 全段五國的形容皆涉及各自的政治特徵 

– 第四國被殲滅是突然的、審判的、激烈的(路19:11-27) 

– 第五國的勝利是完全的，配合別處的經文(啟19:20) 

– 教會沒有征服世界, 將來也不能征服世界(太13:24-30, 36-43; 24:9-12) 

– 第五國在外邦國度完結後才出現，非與之同時. 
– 主第一次來臨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砸碎列邦的石頭, 而是代罪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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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尼布甲尼撒的金像禮 

  60肘
=90 尺 

www.biblepoint.net 

 6肘 
尼布甲尼撒的金像禮(603 BC) 
1 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個金
像，高六十肘，寬六肘，在
巴比倫省杜拉平原。 … 3於
是總督,欽差,巡撫,臬司,藩司,
謀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員,都
聚集了來,要為尼布甲尼撒所
立的像行開光之禮… 4那時
傳令的, 大聲呼叫說: 各方、
各國、各族的人哪, 有令傳
與你們, 5你們一聽見角、笛、
琵琶、琴、瑟、笙，和各樣
樂器的聲音, 就當俯伏敬拜
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6

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時扔在
烈火的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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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尼布甲尼撒的金像禮(續) 

 • 迦勒底人的控告(3:8-15): 8那時有幾個迦勒底人, 進前來控告猶大
人.(13-15) 

• 三友的立場(3:16-18)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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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尼布甲尼撒的怒譴 (3:19-23):19當時尼布甲尼撒怒氣填胸…吩咐人
把窯燒熱, 比尋常更加七倍.  

• 神的保守(3:24-27) : 24尼布甲尼撒王驚奇…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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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 

• 拜金像之役的後果/尼布甲尼撒的改變 (3:28-29): 29現在我降旨, 無論
何方何國何族的人, 謗言讀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之神的, 必被
凌遲.., 因為沒有別神能這樣施行拯救.  

(603BC但以理20歲)介紹但以理三友出於信心的英勇行為, 在死刑的恐
嚇下沒有向偶像屈膝, 全因他們具備對神不移的信心(來11:34 ).  15 



第4章尼布甲尼撒大樹異夢 

• 尼布甲尼撒的曉諭(4:1-3)  2我樂意將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跡
奇事宣揚出來. 3他的神跡何其大, 他的奇事何其盛, 他的國是
永遠的, 他的權柄存到萬代. 

• 尼布甲尼撒的異夢 (4:4-18)  8 末後那照我神的名, 稱為伯提沙
撒的但以理來到我面前, 他裡頭有聖神的靈, 我將夢告訴他, 

(10-17) 

• 但以理解夢 (4:19-27)22王阿, 這漸長又堅固的樹就是你… 
25 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 與野地的獸同居, 吃草如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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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等你知道諸天掌權, 以後你的國必定歸你. 27 王
阿, 求你悅納我的諫言, 以施行公義斷絕罪過, 以憐憫窮人除
掉罪孽, 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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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BC , 但以理53多歲) 證實神是獨一無二的神, 是萬神之神(2:17), 至
高的神(3:26), 是以色列的神(3:28), 又是外邦人的神(4:37).  



第4章尼布甲尼撒大樹異夢(續) 

• 夢的應驗(4:28-33) 29過了十二個月,尼布甲尼撒遊行在巴
比倫王宮裡. 30他說：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
為京都, 要顯我威嚴的榮耀麼？ 31這話在王囗中尚未說
完, 有聲音從天降下, 說：尼布甲尼撒王阿, 有話對你說, 
你的國位離開你了,  32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 與野地的獸
同居, 吃草如牛, 且要經過七期... 

  
• 期滿之後( 4:34-37)34日子滿足, 我尼布甲尼撒舉目望天, 

我的聰明復歸於我, 我便稱頌至高者, 讚美尊敬活到永遠
的神.. 我又得堅立在國位上, 至大的權柄加增於我. 37 現
在我尼布甲尼撒讚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 因為他所作的
全都誠實, 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那行動驕傲的, 他能降為
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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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筆下的巴比倫空中花園 

(古代世界七大奇觀之一) 

巴比倫的Ishtar門遺跡 (現存於柏林的別迦摩博物館)  

www.biblepoin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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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伯沙撒的最後盛筵 

 • 伯沙撒的盛筵(5:1-4) 1伯沙撒王為他的一千大臣, 設擺盛筵… 2伯沙

撒歡飲之間, 吩咐人將他父(祖)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

金銀器皿拿來, 王與大臣,王后,妃嬪,好用這器皿飲酒.  

• 牆壁上的怪字 (5:5-9) 5當時忽有人的指頭顯出, 在王宮與燈台相對

的粉牆上寫字, 王看見寫字的指頭, 6就變了臉色, 心意驚惶, 腰骨好

像脫節, 雙膝彼此相碰, 7大聲吩咐將用法術的和迦勒底人, 並觀兆

的領進來…8於是王的一切哲士都進來, 卻不能讀那文字. 

•  王太后的建議 (5:10-12)10太后…進入宴宮, 說…11在你國中有一人, 

他裡頭有聖神的靈, 你父在世的日子, 這人心中光明, 又有聰明智

慧, 好像神的智慧, 你父尼布甲尼撒王, 就是王的父, 立他為術士, 用

法術的, 和迦勒底人, 並觀兆的領袖, 12 在他裡頭有美好的靈性, 又

有知識聰明, 能圓夢, 釋謎語, 解疑惑, 這人名叫但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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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BC, 但以理84歲, 對王的講道責備.  以賽亞(13:17-22;21:1-10 )及耶
利米( 51:32-58 )預言巴比倫將要滅亡，如今應驗. 
 



 
第5章伯沙撒的最後盛筵(續) 

 • 但以理對王的責備(5: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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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竟向天上的主自高, 使人將他殿
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 你和大臣、王后、妃嬪用這器皿飲酒, 你又
讚美那不能看, 不能聽, 無知無識, 金、銀、銅、鐵、木石所造的
神,卻沒有將榮耀歸與那手中有你氣息, 管理你一切行動的神,  24因
此, 從神那裡顯出指頭來, 寫這文字. 

• 但以理解說牆字(5:25-28) 25所寫的文字是:彌尼, 彌尼, 提客勒, 烏法
珥新.  26講解是這樣：彌尼就是神已經數算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 
27提客勒就是你被稱在天平裡, 顯出你的虧欠, 28毗勒斯(與烏法珥
新同義), 就是你的國分裂, 歸與瑪代人和波斯人. 

• 解字後的結果 (5:29)29伯沙撒下令, 人就把紫袍給但以理穿上，把
金鏈給他戴在頸項上，又傳令使他在國中位列第三. 30當夜迦勒
底王伯沙撒被殺, 31瑪代人大利烏，年六十二歲，取了迦勒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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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但以理在獅子洞中 

 • 但以理被波斯國王擢升(6:1-3)  1大利烏隨心所願, 立一百二十
個總督, 治理通國,  2又在他們以上立總長三人（但以理在其
中), 使總督在他們三人面前回覆事務, 免得王受虧損. 3 因這
但以理有美好的靈性，所以顯然超乎其餘的總長和總督，王
又想立他治理通國. 

• 但以理被國家領袖謀害(6:4-9)  4那時總長和總督尋找但以理
誤國的把柄, 為要參他, 只是找不著他的錯誤過失，因他忠心
辦事, 毫無錯誤過失.  5 那些人便說, 我們要找參這但以理的
把柄, 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尋不著(6-7).  

• 但以理不理會王命(6:10) 10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 就到
自己家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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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BC大利烏元年, 但以理85歲)靠信心勝過一切, 雖在獅子口中仍
相安無事(來11:33). 指出信心之得勝, 也表明將來在災難中神必保
守以色列之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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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但以理在獅子洞中(續) 

 • 但以理被扔獅坑中(6:13- 18)13他們對王說：王阿, 那被擄之猶大人
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他竟一日三次祈禱.(14, 16, 18) 

• 第二日(6:19-2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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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你所
事奉的神能救你脫離獅子麼？  

• 大利烏的諭旨,但以理的亨通 (6:2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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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那時大利烏傳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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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
國永不敗壞, 他的權柄永存無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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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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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耶和華是獨一無二的真神, 是以色列的神, 也
是外邦的神. 無論是外邦的興起或以色列的
滅亡, 萬事萬國皆在神掌管之下. 

• 世上諸國無論多強盛, 終將歸神國統治. 
• 神的子民在異邦中生活, 面對挑戰和攻擊, 要

立志侍奉神, 忠心不渝; 但以理和他的同儕每
日与神相交, 穫得啓示, 真智慧和處世能力. 
靠神所賜裏頭神聖的靈, 清楚明白神仍然掌
權, 讓智慧人發光如星, 使人歸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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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 身為二十一世紀的但以理, 你我如何在崗位上
建立並彰顯我們裏頭美好的靈性? 請在學校, 辦
公室, 公園, 體育場, 鄰舍, 家庭等環境中列出實
際行動或例子. 

 

• 什麼是你生活環境中的王膳(看似很好的福利) 
或王的金像(被要求下拜/妥協)呢? 你區分或堅
守的底線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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