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在人的國中掌權 - 但以理書 

第四課 獅子坑試煉, 四巨獸異象 (但 6:1 – 7:28) 

 

一. 但以理獅子坑的經歷 (但六 1-28) - 神百姓在苦難世代中為神站立 
  

  1. 但以理大得大利烏王的賞識, 卻引起忌妒(v.1-5) 
 

A. 大利烏隨心所願，立一百二十個總督(省長)，治理通國 

(all kingdom)。又在他們以上立總長(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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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 因這但以理有美好的靈性(卓越的靈)，所以 

顯然超乎(與眾不同+在…之上) 其餘的總長和總督， 

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國。 

  

B. 總長和總督尋找但以理誤國的把柄(事情,毛病)，為要參他,  

   只是找不著他的錯誤過失，因他忠心辦事(可信)，毫無錯誤 

   過失(疏忽+敗壞+發現) 

 

 C. 要找參這但以理的把柄(事情,毛病)，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尋不著 

 

 ** 但以理以一個亡國之臣, 而能在君王面前身居高位, 是何原因? 

 

  2. 為了建立威信, 搞造神運動以此立威(v.6-9) 
   總長和總督紛紛聚集(喧嘩騷動) 來見王，說：「願大利烏王萬歲！國中的總長、欽差、總督、 

   謀士，和巡撫彼此商議，要立一條堅定(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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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就必扔在獅子坑中。王啊，現在求你立這禁令，加蓋 

   玉璽(銘刻簽名+明文寫下)，使禁令決不更改；照瑪代和波斯人的例(諭令) 是不可更改的。」 

 

  3. 但以理知道此禁令但仍然照常敬拜神(v.10-1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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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k,祝福) 他 神面前，禱告感謝(頌讚)，與素常一樣。 

 

B. 那些人就紛紛聚集(喧嘩騷動)，見但以理在他 神面前祈禱懇求 

 

C. 到王面前控告, 讓王無法推脫 

 

   他們對王說：「王啊，那被擄之猶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蓋了玉璽的禁令， 

   他竟一日三次祈禱。」 

 

 D. 王不得不刑罰但以理 – 王不樂意這麼做 

 

    王聽見這話，就甚愁煩(他感到邪惡在…之上)，一心(意念) 要救(拯救釋放) 但以理， 

        籌劃(掙扎,奮鬥) 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時候 

 

   那些人就紛紛聚集(喧嘩騷動) 來見王，說：「王啊，當知道瑪代人和波斯人有例(諭令)， 

   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 

 

       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帶來，扔在獅子坑中。王對但以理說：「你所常事奉的 神， 

       他必救(拯救釋放) 你。」 

 

 

 

 



  4. 神在獅子坑中整夜保守但以理 (v.18-24) 
 

 A. 王終夜不安(v.17-20) 

a. 王回宮，終夜禁食(飢餓地)，無人拿樂器到他面前，並且睡不著覺。 

b. 次日黎明，王就起來，急忙(驚慌) 往獅子坑那裡去。 

c. 臨近坑邊，哀聲呼叫(心痛+聲音+哭泣喊叫) 但以理，對但以理說： 

「永生 神(活的獨一神) 的僕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事奉的 神能救(拯救釋放)  

你脫離獅子嗎？」 

 

 B. 但以理歸榮耀與神 

  a. 我的 神差遣使者，封住獅子的口，叫獅子不傷我 

b. 因我在 神面前無辜(發現+無罪純潔)，我在王面前也沒有行過虧損的事(傷害行為,犯罪) 

c. 但以理從坑裡被繫上來，身上毫無傷損，因為信靠他的 神 

 

 C. 控告但以理的人反而進了獅子坑- 證明獅子是飢餓的 

    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惡意的) 控告但以理的人，連他們的妻子兒女都帶來，扔在獅子坑中。 

         他們還沒有到坑底，獅子就抓住(攻擊) 他們，咬碎他們的 (all) 骨頭。 

 

  5. 大利烏王昭告全國尊榮但以理的神 (v.25-28) 
  

A. 願你們大享平安(增加+shalom)！現在我降旨曉諭我所統轄的全國(kingdom) 人民， 

B. 要在但以理的 神面前，戰兢恐懼(發抖+害怕)。 

 

C. 因為他是永遠長存的活 神，他的國(kingdom) 永不敗壞(被摧毀)； 

   他的權柄永存無極(統治權一直到末尾)！ 

 

D. 他護庇人(拯救釋放)，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蹟奇事， 

   救(拯救釋放) 了但以理脫離獅子的口(權力)。 

 

二. 但以理在夢中見四獸異象 (但七 1-14) 

- 巴比倫王伯沙撒元年, 553B.C. 但以理約 67 歲 

 

  1. 看哪! 四獸異象(v.2-8) 
看哪! 看見天的四風 (spirit, 靈) 陡起(併發)，(強力的) 颳在大海之上。 

有四個大(強大)獸從海中上來(由海中上升)， 

形狀各有不同(這個源自那一個+ 改變);   

 

(撒迦利亞 6:5, 啟 7:1)  

 

A. 獅子 

頭一個像獅子，有鷹的翅膀；我正觀看的時候，

(一直到) 獸的翅膀被拔去，獸從地上(大地)得 

立起來，用兩腳站立，像人一樣，又得(給予) 

了人心。 

 

B. 熊 

(看哪!) 又有一獸如熊，就是第二獸， 

旁跨(一邊抬高) 而坐，口齒內啣著三根肋骨。 

有吩咐這獸的說：起來吞吃多(極多)肉。 



C. 豹 

此後我觀看，(看哪!) 又有一獸如豹，背上有鳥的 

四個翅膀；這獸有四個頭(領袖)，又得了(給予) 

權柄(統治權)。 

 

D. 第四獸 

a. (看哪!) 見第四獸甚是可怕(+恐怖)，極其(無與倫比) 

  強壯，大有力量，有大(強大) 鐵牙，吞吃嚼碎， 

  所剩下的用腳踐踏。 

 

b. 這獸與(出自,由…來) 前三獸大不相同(改變)， 

   頭有十角。我正觀看(思考)這些角 

 

c. (看哪!) 見其中又長起(上升) 一個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這角前，連根被牠拔出來。 

 

d. (看哪!) 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說誇大的話(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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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有十角, 

其中又長起一個小角 

半鐵半泥的腳  

 

十個腳趾頭  

 

 

  2. 我觀看，見有寶座設立 (v.9-14) 
  

A. 見有寶座設立(v.9-10) 

a. 上頭坐著亙古常在者 (Ancient of days, 古老的日子)。 

b. 他的衣服潔白如雪，頭髮如純淨的羊毛。 

c. 寶座乃火焰，其輪乃烈火。從他面前有火，像河發出(傾注出來)； 

d. 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萬萬； 

 

B. 他坐著要行審判，案卷都展開了(v.10-12) 

 a. 那獸因小角說誇大話的聲音被殺，身體損壞(消滅)，扔在火中焚燒。 

b. 其餘的獸，權柄(統治權) 都被奪去(罷黜免職)，生命卻仍存留(給予+延長)， 

   直到所定的時候和日期。 

 

 C. (Behold, 看哪!) 人子得國度(v.13-14) 

  a. (看哪!) 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heaven)雲而來 

b. (一直) 被領到亙古常在者 (Ancient of days, 古老的日子) 面前， 

c. 得了(給予) 權柄(統治權)、榮耀(榮譽)、國度(kingdom)，使各方(people, 民族)、各國、 

   各族(語言) 的人都事奉他。 

d. 他的權柄(統治權)是永遠的(統治權)，不能廢去(被拿走)； 

e. 他的國(kingdom) 必不敗壞。 



三. 但以理尋求四獸異象的真情 (v.15-28) 

  1. 但以理的心情: 
我的靈(spirit) 在我(身體)裡面愁煩(憂傷, grieved)，我腦中的異象使我驚惶。 

 

  2. 侍立者的解釋(v.17-18) 
 
A. 這四個大獸就是四王(king) 將要在世上(大地) 興起。 

 

B. 然而，至高者的聖民(分別的)，必要得國(收到+kingdom) 享受(得到擁有+kingdom)， 

       直到永永遠遠(永遠, 永遠, 永遠)。 

 

  3. 但以理對第四國度的特別疑問(v.19-22) 

  
A. 我願知道第四獸的真情(true) 

 
a. 牠為何與那三獸的真情大不相同(改變) 

i. 甚是(無與倫比)可怕，有鐵牙銅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踏； 

ii. 頭有十角和那另長(上升) 的一角，在這角前有三角被牠打落(倒下)。 

iii. 這角有眼，有說誇大(強大) 話的口，形狀強橫(強大的首領)， 

   過於牠的同類(更強橫)。 

 

b. 我觀看，見這角與聖民爭戰，勝了他們。 

 

c. 直到亙古常在者(Ancient of days, 古老的日子) 來給至高者的聖民伸冤(審判)， 

聖民得國(得到擁有+kingdom) 的時候(time,季節) 就到了。 

 

 B. 侍立者的解釋 (v.23-27) 

a. 第四獸 

i. 就是世上(大地) 必有的第四國(kingdom)， 

ii. 與(源自) 一切國(all kingdoms) 大不相同(被改變)， 

iii. 必吞吃全地(all earth)，並且踐踏嚼碎。 

 

b. 十角- 就是從這國中必興起的十王，(啟 17:12) 

 

c. 小角 

i. 後來又興起一王，與先前的不同；他必制伏(使謙卑) 三王。 

ii. 他必向(對著, side) 至高者說誇大的話(說話敵擋)， 

iii. 必折磨(消失) 至高者的聖民，必想(意欲) 改變節期和律法。 

iv. 聖民必交付他手一載、二載、半載(time, times, dividing time)。 

 

d. 審判者必坐著行審判(judgement sit, 審判坐著)； 

i. 他(小角)的權柄(統治權) 必被奪去，毀壞，滅絕(毀滅)，一直到底(end) 

ii.  國度(kingdom)、權柄(統治權)，和天下(under heaven) 諸國(kingdom)的大權(majesty)  

   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people)。 

iii. 他的國(kingdom )是永遠的(kingdom)；一切掌權的都必事奉他，順從他。 

 

 C. 但以理醒來的心情: 

 

   那事至此完畢。至於我─但以理，心中(思想意念)甚是驚惶(極為恐慌)， 

臉色也改變了，卻將那事存記在心。 

 

** 但以理還是無法說出第四獸到底長啥樣?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 

名號。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那龍將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牠。(啟 1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