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在人的國中掌權 - 但以理書 

第一課  概論, 王的異夢 (但 1:1 - 2:30) 
 

一. 但以理書概論: 

但以理書是預言的提綱挈領, 要明白啟示錄必須先明白但以理書。如果不明白但以理書

的要義就不容易明白全本聖經的預言真理。可以說但以理書是舊約的啟示錄, 是啟示錄

的上集。 

 

  1. 但以理書 

A. 在希伯來聖經的位置 

希伯來聖經分成「律法」、「先知」和「聖卷」。共計二十四卷。 

「律法」五卷：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又稱摩西五經） 

「先知」八卷： 

前先知書四卷：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上下、列王紀上下 

    後先知書四卷：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三位大先知 

十二小先知併成一卷，有何西阿、約珥、阿摩司、俄巴底亞、約拿、彌迦、 

那鴻、哈巴谷、西番雅、哈該、撒迦利亞、瑪拉基 

  「聖卷」十一卷： 

詩歌書三卷：詩篇、約伯記、箴言 

    五節日書卷五卷： 

雅歌（逾越節）（正月十四日黃昏） 

路得記（七七節、五旬節）（從逾越節後安息日的次日算七個星期） 

     哀歌（聖殿被毀、埃波月九日）（猶太傳說兩次的聖殿被毀是在同一日） 

傳道書（住棚節、收藏節）（七月十五日） 

     以斯帖記（普珥日）（亞達月十四、十五日） 

    啟示文學一卷：但以理書 

    歷史書兩卷：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合併、歷代志上下 

 

  附錄 I : 啟示文學和先知文學的比較 

 

B. 在中英文聖經的位置 

七十士譯本、武加大譯本都把但以理書列入先知書內, 英文聖經與中文聖經也都把但

以理書排在第 27卷為四大先知書之一。 

 

C. 本書作者和使用的文字 

本書為先知但以理所著，從書中多處文字中顯明（七 1，28；八 2；九 2；十 1～2；

十二 4），以及主耶穌話語的證實（太廿四 15），可知本書確為但以理的寫作。本

書文字，自二章 4節至七章 3節，是用亞蘭文，就是巴比倫通行文字的迦勒底文，

其餘用希伯來文，還有 21個波斯字(官名)和 3個希臘字(樂器名)寫成。 

 

 D. 著書時間, 地點和對象 

但以理書是被擄時期的作品，但以理書與以西結書和以斯帖記同是在被擄 70年期間

寫下的。 本書約於主前 607年至 534 年間，著於波斯，其內容所包括的時間約有七

十三年，本書對象，是為在巴比倫及瑪代波斯王朝被擄的猶大人。 

 

  2. 關於但以理 

A. 但以理出身於猶大的貴族（一 3，6），於 605 B.C.，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攻破耶路撒 

冷時被擄。據猶太史家約瑟弗稱，但以理是希底家王的親屬，因有此種身份而得進

入王宮，生活聖潔，堅守信仰，愛神愛國，在邪惡的宮廷中為神作見證。 



B. 但以理被擄之時，年約十六歲，他的壽

命極長，自尼布甲尼撒王直到古列王時。畢

其 

一生，都是在巴比倫度過，為君王解夢，在

朝中居高位，曾任巴比倫總理，後為波斯總

長，大大亨通（一 21；二 48；五 29；六 1

～3，28）。他與耶利米，以西結，以及回

國的約書亞，以斯拉，所羅巴伯，尼希米等

同時代（拉二 1～2）。以西結係於主前五

九八年第二次被擄（代下卅六 9～10；結一

1～3），要比但以理晚八年，從以西結書的

描寫，但以理稱為義人的模範（結十四 14

～20；廿八 3）。相傳他至老邁之年，死於

波斯的書珊京城（但八 2；尼一 1）。 

 

二.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被擄 (但一 1-21) 

  1. 被擄至示拿地巴比倫 (v.1-2) 

 A. 與神敵對的國度 

  a. 寧錄建國在示拿地-  

他為世上英雄之首。 他在耶和華面前

是個英勇的獵戶，所以俗語說：「像寧

錄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他

國 (kingdom) 的起頭是巴別、以力、亞

甲、甲尼，都在  示拿  地。他從那地

出來往亞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

迦拉，和尼尼微、迦拉中間的利鮮，這

就是那大城。(創十 10-12) 

 

b. 巴別塔在示拿地- 為要傳揚我們的名 

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做

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

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

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

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

散在全地上。」(創十一 3-4) 

 

c. 亞述帝國和巴比倫帝國都源於示拿地 

i. 722B.C. 北國以色列亡於亞述帝國 

ii. 605B.C. 南國猶大第一次被擄至巴比倫帝國 

iii. 597B.C. 南國猶大第二次被擄至巴比倫帝國 

iv. 586B.C. 南國猶大第三次被擄亡於巴比倫帝國 

 

猶太人經歷三次的被擄, 這些人看似遭遇大不幸, 其實不然, 神藉著這三次被擄保留

了猶大愛神的精英份子, 後來歷史證明歸回的絕大多數都是這批人的後代. 

 

B. 第一次被擄 

 a. 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第三年, 但以理 16 歲 

 b. 猶大王約雅敬宗室和貴冑被擄 

 c. 聖殿中器皿被收入他神的廟裡，放在他神的庫中 

 

[鍵入文件的引文或

重點的摘要。您可以

將文字方塊放在文件

中的任何位置。使用 

[繪圖工具] 索引標

籤以變更重要引述文

字方塊的格式。] 



  2. 巴比倫王的統治政策 (v.3-7) 

 A. 將征服國家的領袖和精英調離本土- 避免再叛亂 

被擄的人遷居到巴比倫, 基本上有相當的自由, 猶太民族得以在此再一次的壯大, 相

傳猶太人經商的本領就是在巴比倫學來的. 後來很多猶太人選擇留在巴比倫不願意離

開, 願意歸回的僅是少數而已, 證明巴比倫的移民統治政策是有效的 

 

 B. 選年輕的精英份子加以訓練為己所用 

從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貴冑中帶進幾個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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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改變文化 – 語言改變, 飲食改變, 名字改變 

要教他們迦勒底的文字言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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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意義 猶太名字 巴比倫名字 名字意義 

神是我審判 但以理 伯提沙撒 窮困者的寶藏之主(馬度女神求妳保護皇帝) 

神已眷顧 哈拿尼雅 沙得拉 偉大的文士(我害怕神) 

有誰像神一樣 米沙利 米煞 王的客人 (我沒有價值) 

耶和華已幫助 亞撒利雅 亞伯尼歌 尼布神的僕人 

 

  3. 食物的考驗 (v.8-13) 

 A. 神子民在異教風俗環境中, 選擇一項堅持來堅立自己信仰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v.8) 

a. 食物祭拜過偶像? 

b. 食物不符合律法中潔淨的條例? 

 

 B. 神在人苦難中顯出祂的同在 

神使但以理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惠，受憐憫。(v.9) 

 

 C. 試驗- 十天吃素菜，喝白水 
 

  4. 考驗的結果 (v.14-21) 

 A. 吃素菜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 

 B. 神因他們對主的信仰堅持 – 神祝福他們 

  a. 神在各樣文字學問（智慧）上賜給他們聰明知識 

b. 但以理又明白各樣的異象和夢兆 

c. 王與他們談論，見少年人中無一人能比…，所以留他們在王面前侍立。 

d. 他們的智慧聰明比通國的術士和用法術的勝過十倍 

 

三. 王的異夢 (但二 1-30) 

  1. 尼布甲尼撒王遺忘的夢(v.1-13) 

 A. 做了夢又忘記, 心裡煩亂 – 是兇兆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夢，心裡煩亂，不能睡覺 

   王真的忘了? 

 

 B. 無人能說出夢境, 更無人能解釋 

 C. 要殺所有的哲士 – 但以理和他三朋友也在將被殺之列 

 



  2. 但以理尋求神啟示王的夢 (v.14-30) 

 A. 但以理請求王寬限時日 

 B. 尋求三位朋友代禱, 迫切祈求 

要他們祈求天上的 神施憐憫，將這奧祕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與巴比

倫其餘的哲士一同滅亡。 

 

 C. 神在夜間將王的異夢向但以理啟示, 但以理獻上稱頌(v.19-23) 

這奧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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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說：

「 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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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顯明深奧隱祕

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與他同居。我列祖的 神啊，我感謝你，讚美你，

因你將智慧才能賜給我，允准我們所求的，把王的事給我們指明。 

 

 D. 解夢之前對王宣稱 (v.27-30) 

  a. 這夢是有意義的,是由神而來的奧秘事 

  b.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 神能顯明奧祕的事 

  c. 是日後必有的事 

  d. 神將此奧秘事啟示我, 乃是神要王知道這夢的解釋 

至於那奧祕的事顯明給我，並非因我的智慧勝過一切活人，乃為使王知道夢的

講解和心裡的思念。 

 

   

附錄 I : 啟示文學和先知文學的比較 
 

ㄧ. 聖經中的啟示文學 

  1. 舊約中的啟示文學 

  但以理書, 結一, 二八-三九, 賽二四-二七, 五五-六六, 珥三, 亞ㄧ-六, 九-十四 

 

  2. 新約中的啟示文學 

  啟示錄, 太二四-二五, 可十三, 路二一, 林前十五, 帖前四 13-五 4, 帖後二 1-12,  

彼後三 8-13, 猶大書 

 

二. 啟示文學和先知文學的比較- 兩者重疊之處在末世論 

  1. 相同處: 

 A. 同樣關注在神在末世的作為 

 B. 都用表號或象徵詞彙, 只是程度不同 

 C. 中心思想都是強調苦難中要對神忠誠, 神有終極的審判和獎賞 

 D. 兩者都宣告是神的啟示, 具有由神來的權威性和約束力 

 

  2. 不相同處: 

A. 啟示文學大量使用象徵詞彙, 內容和意思都是隱藏的, 需要對象徵詞彙做解碼 

B. 啟示文學著重普世的末世的歷史, 來看選民的命運 

   先知文學末世觀點是以神選民的命運來看人類的結局 

C. 啟示文學充滿二元對立, 善惡相爭, 強烈的天使和魔鬼的對比 

D. 啟示文學強調神在末世必向選民的仇敵報仇 

   先知文學強調神在末世必施行審判, 神的選民也需悔改 

E. 啟示文學末世論顯示唯有等候神在末世的介入  

   先知文學末世論強調悔改會扭轉審判的困境 

F. 啟示文學末世論篇幅細膩而長, 常回顧歷史, 並強調人類帝國歷史的短暫 

    G. 啟示文學強調末世的景象 



附錄 II : 但以理書的年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