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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導論 

 
 
但以理書是聖經當中很特別的一卷書，一方面我們從但以理和三個朋友身上學習寶

貴的屬靈功課，另一方面但以理書也是極重要的預言書，上帝將但以理時代一直到

世界的終結透過天使向但以理啟示；耶穌基督在橄欖山講話(Olivet Discourse，馬太

福音 24-25 章)中引用但以理的預言(24:15)，並稱但以理為先知，可見其重要性。 

 
但以理先知的生平 

 
但以理(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審判」)出生於約西亞王年代, 當時大概是主前 622

年。他出生於貴族，應該是在約西亞王復興時代認識耶和華，從此建立了他堅定的

信仰，一生被神大大使用。 

 
約西亞王「...潔淨猶大和耶路撒冷，除掉邱壇、木偶、雕刻的像，和鑄造的

像。」（代下 34：3）  

 
王差遣人招聚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眾長老來。王和猶大眾人，與耶路撒冷的居

民，並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無論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華的殿；

王就把殿裡所得的約書念給他們聽。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華面前立

約，要盡心盡性地順從耶和華，遵守他的誡命、法度、律例，成就這書上所

記的約言；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憫的人都服從這約。於是耶路撒冷的居民

都遵行他們列祖之 神的約。約西亞從以色列各處將一切可憎之物盡都除

掉，使以色列境內的人都事奉耶和華─他們的 神。(代下 34：29-33) 

 
主前 605 年，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圍攻耶路撒冷，擄掠了一批屬於貴族的

年輕人，目的是要為將來擄掠全部猶太人「以夷制夷」作準備，因此但以理十多歲

便開始流亡異國，以後一生從未返回故鄉。 

 
但以理不單有俊美的外表和豐富的學識，更有堅定的信仰，和解夢的特別恩賜。他

與三位同伴--哈拿尼雅（耶和華是仁慈的），米沙利（和神一樣）和阿撒利雅（耶

和華幫助的人）--一同成為第一批被擄掠者。 

 
但以理受到上帝的眷顧，不僅成為巴比倫與波斯兩個朝代的重要官員，更幫助巴比

倫王尼布甲尼撒認識上帝。上帝在但以理到了巴比倫第 3 年便透過尼布甲尼撒王

的夢，將重要的預言向他顯示。 

 
雖然但以理一生處於高位，但亦有針對他的敵人， 以他的宗教信仰作為陷害和打

擊他的工具。由於他堅持每日三次禱告被掉進獅子坑，當時是波斯大利烏王時代，

他應該已經 80 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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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但以理同時代的以西結先知對他有很高的評價（結 14，16，18，20 章，28：

3）希伯來書作者也在描述信心偉人時提到「堵了獅子的口」。 

 
但以理書的結構 

 
但以理書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第一章至到第六章，主要是記載但以理

和三個朋友在外邦宮庭中的生平，敘述了他們信心的見證。這六章裏面也描述尼布

甲尼撒王、伯沙撒王和大利烏王，其中有關尼布甲尼撒王的記載最詳盡，整個第四

章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見證。第一至第六章中但以理是以第三身作敘述，曾經有學者

因此懷疑這六張聖經是否但以理親自記下，但歷代教會都同意這六章也是但以理所

寫，用第三身只是因為作為官方紀錄或謙卑的原因。 

 
第二個部分是第七章至到第十二章，著眼點是有關四個國度的預言，預言其實在第

二章透過尼布甲尼撒王的夢已經開始展示。在這七章聖經但以理是用第一身敘述，

因此毫無疑問是由但以理寫下，主耶穌也在馬太福音第 24 章引述了但以理書第十

一章有關敵基督的預言。 

 

內容 時間 所用文字 經文 

身世背景（被擄） 尼布甲尼撒 希伯來文 第一章 

歷史部份 

  -第一次解夢 

  -同伴生命受威脅 

  -第二次解夢 

  -解釋壁上文字的異象 

  -但以理被扔獅子坑 

（巴比倫到波斯） 

尼布甲尼撒二年 

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 

伯沙撒 

瑪代大利烏 

亞蘭文 二到六章 

2 章 

3 章 

4 章 

5 章 

6 章 

啟示異象 （四個異象） 

  -     見四獸 、人子 

  - 綿羊與山羊（天使加百列講解） 

       七十個七（天使加百列講解） 

  - 末世大爭戰 

     -見細麻衣者 

     -南王和北王 

       -末世的異象 

 

伯沙撒元年 

伯沙撒三年 

瑪代大利烏元年 

波斯王古列三年  

 

亞蘭文 

希伯來文 

七到十二章 

7 章 

8 章 

9 章 

10 -12 章 

 
 
但以理書的歷史背景 

 
以色列到了大衛和所羅門時代是全盛期，當時是主前 1000 年左右，可惜所羅門晚

年跟隨妃嬪拜偶像，不聽先知警告，結果他死後國家分裂為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

大)。大衛的後代統治在南國，北國由耶羅波安開始都是背叛上帝，拜偶像比外邦

人更厲害，結果在主前 722 年遭受滅國之災，十個支派被亞述擄掠，從此被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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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化，被稱為「失落的十個支派」。南國猶大有一些敬畏上帝的王，所以國運比北

國稍長，但約西亞王之後都是極壞的王，神透過尼布甲尼撒王分三次入侵耶路撒冷 

 

• 第一次於 605 BC（猶大王約雅敬第三年）（代下 36:6，王下 24:1），但

以理和他的同伴被擄。 

 

• 第二次在約雅敬的兒子約雅斤的時候（597 BC，王下 24:10-16），先知

以西結（結 1:1-3）就是在這時被擄；巴比倫王立約雅斤的叔叔西底家為

王（代下 36:10）。 

 

• 第三次是在 587 BC，因西底家王背叛巴比倫，大軍攻陷耶路撒冷，將全

部以色列人擄掠，並焚燒聖殿和宮殿，猶大國亡，。（王下 25:1-21，代

下 36:11-21） 

 
巴比倫 Babylon，又名迦勒底 Chaldea，位於現今伊拉克南部，在底格里斯河與糼

發拉底河流域附近一帶平原，稱為美索不達米亞平原 Mesopotamia。 巴比倫距離

耶路撒冷大概 1700 英里，當時他們大概要步行一兩年。 

 

 
 
 
在 1700 BC，巴比倫城統一附近一帶平原城市國家，成為古巴比倫王國。在 729 

BC，古巴比倫王國為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三世佔領，長達一世紀之久。 到 626 BC 

左右，亞述所派管治巴比倫的拿布普拉撒反叛，建立新巴比倫王國。聯同伊朗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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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瑪代王國，在 612 BC 攻陷亞述首都尼尼微。亞述帝國在 609 BC 為新巴比倫王國

及瑪代王國瓜分。新巴比倫王國分取了亞述帝國位於底格里斯河以西土地，包括兩

河流域南部、敘利亞、巴勒斯坦及腓尼基一帶。瑪代則奪取伊朗高原一帶，包括南

部的波斯。新巴比倫王國在尼布甲尼撒時處於顛峰。其後短短七十年，巴比倫卻在

伯沙撒手中亡於波斯古列大帝（Cyrus the Great）的將領瑪代王大利烏手上。 

 

猶太人走回頭路 

 
一千多年前神在迦勒底的吾珥呼召亞伯蘭，成為猶太人的始祖，神要求離開吾珥進

入迦南地。猶太人由於離棄神，結果被神差遣尼布甲尼撒王將猶太人擄掠至巴比

倫，他們住的地方距離吾珥不遠。這地图顯示當初亞伯拉罕走的路，你比較一下他

們被擄掠地地圖，就回看到猶太人開了倒車，返回從前的地方，丟棄了神的祝福，

實在可悲和可惜。 

 

 
 

 
毫無疑問，但以理的時代是以色列開始進入極度黑暗的時代，由當時開始一直至以

色列 1948 年重新立國有差不多二千六百年亡國，以色列人長期被流放到世界各

地，這個時期亦是耶穌基督在路加福音 21 章指出的「外邦人的日期」(21:24 

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

滿了。」，但上帝在這個時候依然對以色列人有恩典，讓但以理和三個朋友先到巴

比倫成為高官，可以在將來全體以色列人寄居巴比倫時候保護他們。同時，神透過

先知但以理和以西結讓以色列人看到上帝並沒有將他們摒棄在歷史以外，因此讓他

們看到有關未來的異象，對他們來說是安慰和盼望。 

 
  



大衛王登基1011BC
大衛王死亡971BC
所羅門王死亡931BC

北國以色列，首都在撒馬利亞 南國猶大，首都在耶路撒冷

南國在586BC亡於巴比倫

北國在722BC亡於亞述國

但
以
理
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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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一樣的生命 
 
 
但以理被擄（v.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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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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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他神的庫中。 

 
但以理書第一章的開始和結尾按時序概括了但以理的一生：始於「猶大王約雅敬在

位第三年」（但 1：1），終於「塞魯士王元年」（但 1：21）。中間大約 70 年。 

 
v.2 記載了猶大王約雅敬與聖殿中的器皿都被尼布甲尼撒擄掠。在人看來，是尼布

甲尼撒以武力取勝，但請注意：「主將猶大王約雅敬，並上帝殿中器皿的幾分交付

他手。」（v.2）。代上 6：15 也說：「當耶和華藉尼布甲尼撒的手擄掠猶大和耶

路撒冷人的時候...」原來巴比倫得勝，並非因為尼布甲尼撒的軍力強，乃因為這是

出於神的旨意。因此，神在耶利米書中三次稱尼布甲尼撒為「我的僕人」（25：

9，27：6，43：10） 

 
古代近東文化中，一國擊敗了另一國，會把對方的神像搬到自己的神廟中，象徵自

己的神勝過別國的神（參撒上四至五章）。為什麼神讓自己的選民遭受亡國之恥

辱，並讓所羅門聖殿被毀，連聖殿中的器皿都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要等到第九章

但以理的禱告才有答案：耶和華是一位公義、守約施慈愛的神，但以色列民自己不

義、背約，因此招來一切患難和羞辱，是因為以色列民犯罪作惡，偏離了耶和華的

誡命典章，不聽從眾先知奉主名發出的警告，以致咒詛臨到百姓身上。 

 
但以理的接受和拒絕（v.3-8） 

 

1:3 王吩咐太監長亞施毘拿，從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貴冑中帶進幾個人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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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他們迦勒底的文字言語。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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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他們中間有猶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 

1:7 太監長給他們起名：稱但以理為伯提沙撒，稱哈拿尼雅為沙得拉，稱米沙利為

米煞，稱亞撒利雅為亞伯尼歌。 

1:8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

己。 

 
但以理與三個朋友在巴比倫被迫參加改造（洗腦），包括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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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改造（v.4）：「要教他們迦勒底的文字言語」，應該也占卜和觀兆之

術，他們對此接受。 

 

• 食物改造（v.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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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膳食定遠比一般膳食豐盛美味美，可是他們不肯接

受。 

 

• 名字改造（v.6-7)：他們四個人的名字都包含與耶和華的關係，新的名字全

部都是與外邦假神有關的--伯提沙撒（願女神保護），沙得拉（我敬畏神

明），米煞（我毫無價值），亞伯尼歌（「尼布」神明的僕人）。他們都接

受新名字。 

 
為什麼他們接受文化和名字的改造。卻拒絕接受食物的改造呢？學習巴比倫的語言

文字不會動搖他們的信仰，被賦予 巴比倫名字亦不會影響他們敬畏神，可是，神

在聖經中有很清晰的教導，摩西律法規定食物的潔淨與不潔淨，用意是要確保神的

選民活在世界上能夠分別為聖，以色列人向來恪守猶太飲食條例（Kosher），而巴

比倫王的膳酒更大有可能是祭過偶像之物，因此對這四位少年而言，吃王膳乃一項

信仰上的考驗，王的命令等於要他們放棄信仰，玷污自己，這是他們立志不肯超越

的界線。 

 
神使他們蒙恩（v.9-16） 

 

1:9 神使但以理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惠，受憐憫。 

1:10 太監長對但以理說：「我懼怕我主我王，他已經派定你們的飲食；倘若他見

你們的面貌比你們同歲的少年人肌瘦，怎麼好呢？這樣，你們就使我的頭在王那裡

難保。」 

1:11 但以理對太監長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的委辦說： 

1:12「求你試試僕人們十天，給我們素菜吃，白水喝， 

1:13 然後看看我們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僕人吧！」 

1:14 委辦便允准他們這件事，試看他們十天。 

1:15 過了十天，見他們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 

1:16 於是委辦撤去派他們用的膳，飲的酒，給他們素菜吃。 

 
v.9 但以理似乎溫和有禮，人際關係不錯，懂得怎樣懇求他人，但當然因他決心遵

守誡命，上帝也加入讓他的懇求獲得好結果。 v.9 說神使但以理在太監長眼前蒙恩

惠，受憐憫。 

 
v.10 他們懇求最初似乎失敗，因為太監長害怕得罪皇帝，但是他們沒有放棄，轉而

向委辦求情。委辦答應他們的要求，必定是得到太監長的同意，故此給予他們一個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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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穎而出(v.17-21) 

 

1:17 這四個少年人， 神在各樣文字學問（學問：原文是智慧）上賜給他們聰明知

識；但以理又明白各樣的異象和夢兆。 

1:18 尼布甲尼撒王預定帶進少年人來的日期滿了，太監長就把他們帶到王面前。 

1:19 王與他們談論，見少年人中無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

雅，所以留他們在王面前侍立。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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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還在。 

 
v.17 當他們專心遵行神旨意的時候，神不但讓他們在太監長面前蒙恩，也祝福他們

的身體，和在各樣文字學問上賜給他們聰明知識；對但以理神有另外特別的恩賜，

能夠明白各樣的異象和夢兆，讓他將來可以在王面前獲得高位。 

 
總結 

 
1. 神是慈愛寬容，但亦同時是公義的，祂容忍猶太人犯罪，並差多位先知提醒警

告，直到時間到了，祂便透過亞述人和巴比倫人的手去除去以色列和猶大國，從此

踏入「外邦人時代」，直到將來基督回來在耶路撒冷建立王國（千禧年國度）。 

 
2. 即使在神的管教與懲罰中，祂的愛仍沒有離開祂的子民，在南國人民全部被巴比

倫擄掠之前 20 年，祂已經預先安排但以理在巴比倫任高官去保護他們，並在 70

年期滿後請求波斯王讓他們回歸故土。 

 
3. 但以理年青時雖然敬畏神，命運亦一樣突然改變，從王族家庭變為亡國奴，卻又

在短期內被王提升至高位，可見不論我們身處任何環境，或福或禍，都有神的恩手

時刻在引領，故我們有福時不必得意驕傲，有禍時不必灰心失望，只要緊緊握著神

的手，行在祂的旨意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