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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但2章
注释：《先知与君王》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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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

聚光灯

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

“在人类历史的记录中，国家的成长，邦国的兴衰，似
乎有赖于人的意志和武力；而事态的形成似乎大都取决于
人的权势、野心、或反复无常的意愿。但在上帝的圣言中，
幔子业已掀开，使我们从世人的利益、权势、和情感所引

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
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
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
们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

起之千变万化的冲突的上面，幕后，或其中，都可看出那

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

位大有慈悲之主的许多媒介，正在默然忍耐地实现祂自己

事的。’”

旨意的训令。”（《先知与君王》第40章，第25段）

（但2：46,47）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请回答以下问题：
1、你想在这个故事中尼布甲尼撒为什么要试
验他的哲士和术士呢？
2、将人凌迟、把人的家变成粪堆，这种刑
罚是否过于严厉呢？
3、你想尼布甲尼撒是否真的无法记起
自己的梦，以至他不但让他们解
梦，还要将梦的内容告诉他呢？
4、尼布甲尼撒的哲士和术士不能胡
编一个故事吗？能，是为什么？
不能，又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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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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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第二次对王
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
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
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
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
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
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
我说，要等待时势改变。现在你
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
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
“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
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
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
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
梦的讲解告诉王。’亚略就急忙
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
‘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
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尼 布 甲 尼 撒 在 位 第
二年，他作了梦，心里烦
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
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
的 ， 和迦勒底人召来，要他
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
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作
“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
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
理说：‘你能将我所作的梦和梦
是什么梦。’”
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
“迦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 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
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 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
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 兆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
王回答迦勒底人说：‘梦我已 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
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 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
你知道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在他那个时代是最有权势的君
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 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
王。巴比伦帝国被认为是当时世
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 的异像是这样：”
界上最富有的一个国家。尼布甲尼
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
撒王在公元前约六百年为他妻子建
“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
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
造的空中花园被认为是世界七大奇迹
之一。如果你还能记得
这里得赠品和赏赐， 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
创世记十章中的宁录，
并大尊荣。现在你 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
那么你一定知道他就
们要将梦和梦的 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
是巴比伦的创始人。
讲解告诉我。’ 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
讲解和心里的思念。”

吗？

你知道

（但2：1-9；24-30）

走出
故事

妙语连珠

如果你是巴比伦哲士中的一个，你当时会
有什么感受？会害怕吗？会感觉到愤怒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
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
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上帝喜乐。”
（哈3：17，18）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
华我们上帝的名。”
（诗20：7）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
的确据。”（来11：1）

你有没有和上帝像一位亲密的朋友那样交谈过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
心。”（约壹5：4）

你有多少次像但以理那样感到自己必须完全倚靠上帝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怎样才能成为像但以理那样从上帝告诉你的话来寻求智慧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但以理是如何将荣耀归给上帝而不是自己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在什么环境中能将荣耀归给上帝，虽然你也做了一些事情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言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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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就是相信未见之事，
信心的报偿就是看见你所相信
的。”——奥古斯丁，四、五世
纪教会领袖，希坡主教。

“什么是信心呢？如果你没有信心，
你就不会理解它，如果你有信心，那
也无须解释。”——基拉•尼亚。
“生活就是一场信心与理性之间的战斗，
它们互相补充，互相毁灭。”——瑞恩赫尔德•
尼波，二十世纪美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

活灵活现
但以理再次表明他完全信赖上帝
赐他的智慧。当你看到但以理在
自己一生中彻底信赖上帝时，你
不得不感到惊讶和震撼。我想你
心中或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们能以他那样对上帝的信赖生
活吗？”有时我们会觉得自己很有
能力，我们不需要上帝指点我们
的道路。作为人类，我们都在为
那些情绪而挣扎。
我们为什么会在信赖上帝的事上
这么艰难呢？请记得，但以理也
不是只在解梦这件事上信赖上帝
的。他在自己人生的一切事上都
信靠上帝。

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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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回答尼王：“王所问的那奥
秘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
兆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
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他
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
撒王。”（但2：27,28）
你有否将并非全是自己完成的功
劳归到自己头上呢？你是否参加
过一件靠集体完成的大事，但你
却将荣耀全都归给自己呢？但以
理对于自己给尼布甲尼撒王解梦
这件事认识的非常清楚，他知道
应当将功劳归给谁。他在这件事
上给所有人做了榜样，那就是如
何将功劳归给上帝所做之事以及
祂的启示。但以理开始就未来还没
有发生的大事宣布上帝的旨意。

星期日

当尼布甲尼撒王问他的哲士自己的
梦是怎样的时候，他们一定感到很
震惊。我猜想他们当时一定是目瞪
口呆。尼布甲尼撒王不告诉他们那
梦的内容，这令他们当时大脑一片
空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这种情
形一定令这些称自己为哲士的江湖
骗子极其苦恼。他们现在必须向王
证明自己的价值。但这恰恰是他们
无能为力的一点。

然而但以理却向王证明对自己的
智慧和能力不感兴趣。他感兴趣
的是如何向王证明上帝的伟大和
智慧。但以理做的只是把自己交
托在上帝手中，让上帝去做祂认
为合适的事。
我们平时是否需要向别人证明自
己的时候呢？但以理的故事可以
给我们什么启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一

请阅读本周课程存心节。当我们
让上帝做上帝时，上帝就会在祂
全部的荣耀中证明祂果然是宇宙
的真神。当上帝通过祂的仆人但
以理行事时，尼布甲尼撒王马上
就认识到上帝的能力。
你的生活中是否有这样的时刻，
上帝通过你行事让你周围的人看
到祂的大能，如果有，简单描述
一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相信上帝在掌管着我们的人
生。上帝不仅将梦的解释赐给但
以理，同时还把尼布甲尼撒王的
梦也显示给他。如果上帝能做到
这一点，那祂在你的生活中能够
给你多少帮助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四

我们如何试验自己在上帝里面有
没有信心呢？其实有时很简单，
当你觉得自己不应该信赖上帝的
时候信赖祂，这就是信心了。当
你将自己一切所有的交托在祂手
中时，这就是信心。上帝决不会
令你失望。你要相信并倚靠祂。

星期五

本周你可以做些什么来使自己有
机会凭借信心生活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相信如果你祈求上帝赐你信赖
祂的机会，这个机会马上会来。

星期二

为什么上帝能将尼布甲尼撒王
所做的梦显示给但以理呢？本
周“聚光灯”中的引文告诉我们，
这世界上的一切活动都掌握在上
帝手中。但以理信靠上帝，他知
道上帝通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
情。这给我们极大的安慰，让我
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上帝都
在掌握全域。

星期三

什么是信心呢？请阅读本周课程
“妙语连珠”以及“名言锦囊”中关于
信心的话语。
信心就是：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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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阅读*

《先知与君王》第40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
改编。访问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坚持这项
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完一
本历代之争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