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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無懼獅子坑 

第五章結束時，巴比倫被瑪代波斯聯軍所滅， 5:31 敍述「米底亞人大利烏年六十二歲，

取了迦勒底國」。但以理繼續留任為宰相之一，而且深受波斯王器重，當時但以理已經在

巴比倫 70 年，年齡為 80 多接近 90 歲，但宮廷中依然有妒忌他的人對他進行迫害。本章

是有關但以理生平的最後一章，接著開始記載上帝給予但以理有關以色列將來的預言。 

A. 被王提升（v.1-3） 

6:1 大利烏隨心所願，立一百二十個總督，治理通國。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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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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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誰是大利烏（Darius 又翻譯為大流士）？但以理書 1：21 說「到古列王元年，

但以理還在。」5：31 卻說「米底亞人大利烏年六十二歲，取了迦勒底國。」到底

當時滅巴比倫是古列王（亦翻譯作塞魯士，Cyrus）抑或大利烏王（大流士）產生

了一點混亂。 

波斯諸王(共 228 年) 

古列（塞魯士大帝） 

Cyrus the Great 

559-530 

BC 

但 5-9 章 

代下 36:22-23 

拉 1-2 章 

打敗瑪代、呂底亞、巴比倫 

以色列人第一次回歸建殿（所羅巴

伯） 

539 BC 巴比倫亡，以色列人回歸 

剛比西斯（甘拜西） 

Cambyses 

530-522 

BC 

但 11 征服埃及 

大利烏一世（大流

士） 

Darius the Great 

522-486 

BC 

但 11，拉

6:15, 撒迦利

亞書 

准建聖殿 

薛西斯一世 Xerxes I 

（亞哈魯  Ahasuerus） 

486-465 

BC 

但 11，帖 以斯帖為王后 

亞達薛西一世 

Artaxerxes I 

465-424 

BC 

拉 4-7，尼 1-

5 

尼希米為酒政 

以色列民第二回歸（以斯拉） 

以色列民第三次回歸（尼希米） 

（中間經過幾個王） 

亞達薛西三世 358-338 

BC 

 
短暫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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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axerxes III Ochus 

大利烏三世 

Darius III 

338-331 

BC 

 
亡於亞歷山大大帝 

 

幾十年後波斯第三任國王稱為大利烏（大流士）一世（Darius the Great），在聖經

以斯拉記和撒迦利亞書有提及，但這位顯然是在滅巴比倫的古列王不同，這裡特別

說「瑪代人」大利烏，在本章最後又說「大利烏在位的時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

時候…」因此，我相信大利烏很可能是對王的尊稱，滅了巴比倫的波斯王真正的名

字是古列，歷史上尊稱為古列大帝（Cyrus the Great）。 

以斯拉記第 6 章記載：「塞魯士王（即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論到耶路撒冷 神的

殿，要建造這殿為獻祭之處，堅立殿的根基。殿高六十肘，寬六十肘，用三層大石

頭，一層新木頭，經費要出於王庫，並且 神殿的金銀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從耶

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倫的，要歸還帶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處放在 神的殿

裡。」（6：3-5）古列王在 538BC 讓以色列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剛好是第一

批被擄後 70 年，實現了上帝透過耶利米先知的預言（25：11-12， 29：10）。 

v.3 當時波斯的版圖比巴比倫更廣闊，所以古列王設了 120 個總督(即省長)，在他們

之上有三位總長(presidents)，但以理是其中一位，他比其他人更得到古列王的器重

。v.3 特別提到這是因為「但以理有美好的靈性」（because an excellent spirit was in 

him）。什麼是「美好的靈性」？應該是指但以理的的人格和他對信仰的真誠，讓

新掌權的王在短期內已經察覺到。 

思想：v.3 但以理自己說自己「有美好的靈性」，是否有點自我標榜？他怎麼知道

王賞識他是因為他美好的靈性？會不會是因他工作的能力和表現？ 

 

B. 被人妒忌(v.4-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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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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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 說總長和總督要陷害他，這裏沒有說 120 個人當中有多少人參與，v.6 提到他們

紛紛聚集來見王，也沒有提到人數多少。 v.24 記錄了...「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

連他們的妻子兒女都帶來」，可見參與者必定只是一部分甚至是少部分總長和總督

，但已經足夠設置圈套虛陷害但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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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沒有解釋為何他們要陷害但以理，但肯定但以理並沒有與他們衝突。最合理的

解釋是他們見王器重但以理便妒忌他，亦可能加入了對他種族的歧視和仇恨。 

v.4 「為要參他」新譯本翻譯為「控告他」。 

v.4 說他們「找不著他的錯誤過失，因他忠心辦事，毫無錯誤過失。」但這些人仍

不死心，轉而從他的信仰入手。 

思想：為什麼忠誠如但以理都會招人陷害？假如你無緣無故被他人誣蔑或迫害，甚

至用你的信仰來攻擊你，你會有何反應和對策？ 

C. 王陷圈套（v6-9） 

6:6 於是，總長和總督紛紛聚集來見王，說：「願大利烏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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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譯：求

王下旨要立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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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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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於是大利烏王立這禁令，加蓋玉璽。 

與其說這班人陷害但以理，倒不如說他們先設計圈套給王踏入，這直接為他們將來

計劃失敗後帶來嚴峻的後果。 

為什麼王對他們提出來的建議立即欣然接受？這個建議其實是將王當為神 30 天，

向著王的自負和自尊下手。古列剛征服巴比倫，氣勢驕人，王要表現他的雄風，  

能夠透過這個命令將君王的地位提升到「神」或「神與人的中間人」，以鞏固自己

權位，並故輕易地墮入陷阱。 

v.7「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甚麼」，英文 KJV 譯作 ask a petition，都是譯得

不全對，原文雖然是用請求，但其實也可作向神靈的祈求，NIV 就翻譯為 anyone 

who prays to any god or human being，比較貼切。 

當時波斯國的法律是一旦王發出法令，並加蓋玉璽，該法令便不能被改變。波斯王

是不經思考便墮入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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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詭計（似乎）得逞（v.10-19)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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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那些人就紛紛聚集，見但以理在他 神面前祈禱懇求。 

6:12 他們便進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說：「王啊，三十日內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

神或向人求甚麼，必被扔在獅子坑中。王不是在這禁令上蓋了玉璽麼？」王回答說：「

實有這事，照瑪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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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王聽見這話，就甚愁煩，一心要救但以理，籌劃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時候。 

6:15 那些人就紛紛聚集來見王，說：「王啊，當知道瑪代人和波斯人有例，凡王所立的禁

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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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必救你。」 

6:17 有人搬石頭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璽和大臣的印，封閉那坑，使懲辦但以理的事毫無

更改。 

6:18 王回宮，終夜禁食，無人拿樂器到他面前，並且睡不著覺。 

6:19 次日黎明，王就起來，急忙往獅子坑那裡去。 

v.10 但以理知道這個法案後的反應極了不起，是沒有任何反應，一於少理，繼續照

常生活和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祈禱。「與素常一樣」是輕描淡寫的一句，惟我們

無法想象，在當時嚴峻的張力下，但以理需要多大的勇氣和信心，準備好付上怎樣

的代價，才能作出這個「順從神，不順從人」的抉擇？（徒 5: 29） 

思想：但以理一定知道這是個衝著他來的陷阱，卻沒有暫時（只是 30 天而已）改

變祈禱的習慣，或者將門窗關上，或在心中默禱，便可暫避一劫。為何他沒有這樣

做？這是不是藐視國王的行為？我們遇到同樣狀況時是否應該仿效？（參看第一章

，什麼事可以容忍妥協，什麼事不能？） 

v.13 這些人的控訴，與第 3 章那些人的控訴如出一轍，v.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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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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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幾個猶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倫省事務的...王啊，這些人不理你，不

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注意兩處都强調他們是猶太人。 

v.14 王在此時才知道中了人的詭計，但已經太遲了，他花了不少時間(直到日落的

時候)去研究如何能夠拯救但以理，但都想不得要領法，可見連國王都能作繭自縛

，為自己帶來無法解決的問題，但從王的反應(就甚愁煩，一心要救但以理，和當

天晚上的反應)看得出王甚為喜愛但以理。 

v.16 王一方面要按法律將但以理扔在獅子坑中，一方面安慰鼓勵他，其實是安慰自

己。注意到此但以理從完全有為自己辯護或求情。 

v.18 從王的反應（禁食，不聽音樂，失眠）可以想像王的懊悔與焦急。 

E. 神的拯救（v.20-23） 

6:20 臨近坑邊，哀聲呼叫但以理，對但以理說：「永生 神的僕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事奉

的 神能救你脫離獅子嗎？」 

6:21 但以理對王說：「願王萬歲！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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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王就甚喜樂，吩咐人將但以理從坑裡繫上來。於是但以理從坑裡被繫上來，身上毫無

傷損，因為信靠他的 神。 

v.20 王稱但以理的神為「永生神」和「你所常事奉的神」，這個必定是之前但以理

對他傳道時說的。 

神在六章聖經中每一章都有施行神蹟，在這一章透過但以理寫下：神差遣使者封住

獅子的口，叫獅子不傷我」，v.23 也解釋說「因為信靠他的神」 

v.22 但以理首次為自己辯護「我在 神面前無辜，我在王面前也沒有行過虧損的事

。」 

v.22 有舊約學者指出，在古代近東的文化中，以「神裁法」或「試罪法」試驗嫌疑

者並不罕見。若能通過沸水、烈火等媒介的考驗不致身死，嫌疑者即可表明清白。

但以理在獅子坑中的辯白，正表明了這種因果關係：「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獅

子的口，叫獅子不傷我；因我在上帝面前無辜，我在王面前也沒有行過虧損的事。

」但以理的回答還有另一個效果，就是波斯王因此可以用「陷害無辜者」或「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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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也接受同樣的考驗」為理由向他們施行同等刑罰。另一個王向他們下重手的理由

就是王覺得他們佈下的圈套將王也拉進去。 

F. 王的反應（v.24-28)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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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們還沒有到坑底，獅子就抓住（原文是勝了）他們，咬碎他們的骨頭。 

6:25 那時，大利烏王傳旨，曉諭住在全地各方、各國、各族的人說：「願你們大享平安！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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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他護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蹟奇事，救了但以理脫離獅子的口。」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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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4 陷害但以理的人和家屬都被王掉進獅子坑，就像以後以斯帖時代要迫害猶太人

的哈曼（「哈曼為那救王有功的末底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現今立在哈曼家裡。」

王說：「把哈曼掛在其上。」於是人將哈曼掛在他為末底改所預備的木架上。王的

忿怒這才止息。以斯帖記 7：9-10) 

v.26-27 王下達第二道命令，乃是命全國人民都要在但以理的神上帝面前戰兢恐懼

。原不認識但以理的上帝的王，在諭令中稱祂為「永遠長存的活神」，因他發現這

位「神」不僅真實存在，祂更介入世界當中，並「護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

行神蹟奇事，救了但以理脫離獅子的口。」這件事再次讓神的名在外邦的王口中被

高舉。 

v.28「和」字應該翻譯為「即是」，因為大利烏王就是波斯王古列，上面解釋過大

利烏是尊稱。 

結論 

但以理一生居於高位，似乎一帆風順，卻在接近 90 高齡時突然遭逢危機。在處變不驚的

背後，是他從少對信仰的堅守，和日復一日的禱告操練，故危難當前便有力量面對。一個

恆常親近上帝的人，面對人生的困境和危機時會有信心、勇氣與智慧去面對和勝過。 

但以理書敘述人物的部份以第六章「如此，這但以理當大流士王在位的時候和波斯王塞魯

士在位的時候，大享亨通。」結束。但以理以被擄者的身份入宮受訓，經歷改朝換代，及

期間嚴峻的信仰考驗，他不僅在異邦官場深具影響力，更在異教的環境中持守信仰。他對

上帝的忠心信靠是每一個決定跟隨上帝的人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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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和三位友人一樣，一生堅持自己的信仰，三位朋友拒絕跪拜金像，但以理則堅持敬

拜上帝；他們均須為自己的信仰抉擇付上沉重的代價，但他們都對上帝有絕對的信心。假

如有一天我們面臨生死的信仰抉擇，我會選擇妥協退讓還是寧死不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