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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所寫的文字是：彌尼，

聚光燈

彌尼，提客勒，烏法珥新。

“伯沙撒既驕傲自大，對於安全漫不經心，便‘為他
的一千大臣設擺盛筵，與這一千人對面飲酒。’凡屬財富
和權勢所能獲致的誘惑物，都被用來增進場面的豪奢。妖
豔的美女穿插于參赴王筵的賓客之間。國內的名人學者
全都在場。臣宰百官莫不飲酒如水，胡地胡天而狂歡作
樂。”（《先知與君王》第43章，第4段）

講解是這樣：彌尼，就是
上帝已經數算你國的年日
到此完畢；提客勒，就是
你被稱在天平裡，顯出你
的虧欠。”
（但5：25-27）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膝彼此相碰，“大
聲吩咐將用法術的和迦勒底
人，並觀兆的領進來，對巴比倫

那些在每個人生活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請從
一到七進行排序，一代表最難處理，七代表最
容易處理。
____你最要好朋友的媽媽去世了。
____你同時收到若干你想上大學的拒絕通
知。
____你的父母決定離婚。
____你的寵物死了。
____你的父母沒收了你的汽車。
____幾個同學把你打了一頓。
“伯沙撒王為他的一
____一個親密的朋友出賣了你。

走進
故事

的哲士說：‘誰能讀這文字，把講
解告訴我，他必身穿紫袍，項帶金
鏈，在我國中位列第三。’”
“於 是 王 的 一 切 哲 士 都 進
來，卻不能讀那文字，也不能把
講解告訴王。伯沙撒王就甚驚
惶，臉色改變，他的大臣也都驚
奇。”

千大臣設擺盛筵，與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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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一下那件最令你感到為難的
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太 后 （ 或 作 “皇 后 ”。
千人對面飲酒。伯沙撒歡飲 下同）因王和他大臣所說的話，
之間，吩咐人將他父（“父” 就進入宴宮，說：‘願王萬歲！
或作“祖”。下同）尼布甲尼 你心意不要驚惶，臉面不要變
撒從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銀 色。在你國中有一人，他裡頭有
器皿拿來，王與大臣、皇后、 聖神的靈，你父在世的日子，這
妃嬪好用這器皿飲酒。於是他 人心中光明，又有聰明智慧，好

嗎？

你知道

你知道嗎，在伯沙撒做巴比倫王
的年代，當他舉行這次亡國筵席
的時候，巴比倫帝國的首都巴比
倫城正在遭受波斯王的圍困。大流
士王和他強大的聯軍已經將巴比倫
城圍的水泄不通，切斷了城內外一切
的供應。雖然在這種情
況之下，伯沙撒王還
是大擺筵席，招待群
臣，吃喝放縱。

們把耶路撒冷上帝殿庫房中所 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
掠的金器皿拿來，王和大臣、 王，就是王的父，立他為術士、
皇后、妃嬪就用這器皿飲酒。 用法術的，和迦勒底人，並觀
他們飲酒，讚美金、銀、銅、 兆 的 領 袖 。 “‘在他裡頭有美
鐵、木、石所造的神。”

好的靈性 ， 又 有 知 識 聰 明 ， 能

“當時，忽有人的指 圓夢，釋謎語，解疑惑。這人
頭顯出，在王宮與燈檯 名 叫 但 以 理 ， 尼布甲尼撒王又
相對的粉牆上寫字。 稱他為伯提沙撒；現在可以召他
王看見寫字的指頭， 來，他必解明這意思。’”
就變了臉色，心意 （但5：1-12）
驚惶，腰骨 好
像脫節，雙

走出
故事

妙語連珠
“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16:18）
“因此，人必說：‘義人誠然有善報，在地上果有
施行判斷的上帝。’”（詩58:11）

請將這個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圈起來。

“因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將所趕散
你到的那些國滅絕淨盡，卻不將你滅絕淨盡，
倒要從寬懲治你，萬不能不罰你（“不罰
你”或作“以你為無罪”）。這是耶和
華說的。”（耶30:11）

你覺得這個巴比倫帝國陷落的故事哪一部分對
你來說比較陌生？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說：‘你的贈
品可以歸你自己，你的賞賜可以歸
給別人；我卻要為王讀這文字，把
講解告訴王。’”（但5:17）

請將這篇故事中能夠描述伯沙撒性格的地方劃出來。
請將這個故事中能夠傳遞出但以理性格的地方作一個標記。

“‘我必興起攻擊他們，將巴比
倫的名號和所餘剩的人，連子
帶孫一併剪除。’這是耶和華
說的。”（賽14:22）

請將這個故事中你能看出上帝作為的地方劃一個箭頭。
故事中有哪個流放的團體，卻沒有提及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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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從本週這個故事中學到哪兩個主要教訓？

言錦囊

名
你從這篇故事甚麼地方看到了影響的力量？誰發揮出了這種
力量？

“我們在生活中認明自己所
做的一切都是靠著上帝的能
力，是他祝福了我們。” ——
利百加•拉爾得，美國當代基督教
作家。

“人生就是學習謙卑的一個課程。”—
—雅各•巴裡，十九、二十世紀蘇格蘭劇作
家、小說家。

“幾乎所有人都能忍受苦難，但你若想試驗一個
人的品格，給他權力。”——亞伯拉罕•林肯（18091865），第十六屆美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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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請完成“你的看法”部分中的活
動。你覺得這些人生經歷中，哪
一件最難處理呢？伯沙撒的生命
中發生了甚麼改變其命運的大事
呢？（但5:4-6）

伯沙撒對這一超自然的現象反應
如何？
你想當時宴會上其餘的賓客反應
如何？
你想上帝為甚麼要在伯沙撒的生
命中進行干預呢？

星期日

算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你覺
得當時伯沙撒是否知道自己的國
權和性命當夜就要失去？

上帝在詩篇九十篇十二節中告訴
我們做些甚麼？

你覺得上帝現在要你做些甚麼？

星期二
請閱讀本週課程“聚光燈”中引
自懷著的話。伯沙撒所辦宴會上
都有哪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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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本週課程“走進故事”中
的經文並回答“走出故事”中的
問題。但以理書第五章描繪了兩
副截然不同的人生畫面，一是巴比
倫王伯沙撒，一是但以理。你如何
用一兩句話來形容但以理呢？

在這個命運已被註定晚上，酒精
是如何影響伯沙撒的決定的？

你如何選擇益友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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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用一兩句話來描述伯沙撒
的性格特徵？

通過這個故事，簡單描述一下你
對上帝品格的瞭解。

請閱讀本週課程“名言錦囊”。
想想為甚麼說權力可以考驗一個
人的品格呢？

如果你要和一位朋友分享上帝想
要你從這個故事中學得的教訓，
你會對他說甚麼？

聖經中有哪些勸戒可以幫助我們
抵擋這種試探呢？

請閱讀本週課程存心節。但以理
將牆上文字的意思告訴了伯沙撒。
當上帝對伯沙撒說：[我]已經數

但以理的回答是甚麼？

但以理蒙王所召來給他講解牆上
來自上帝的信息。如果上帝只是
想給伯沙撒傳遞一道信息，為甚
麼祂又要用伯沙撒看不懂的文字
來寫呢？

上帝為甚麼要讓但以理進入這場
事件之中？為甚麼當上帝要施行
毀滅時祂選擇使用我們來將毀滅
的信息警告別人呢？

星期五
你如何抵擋酒精或毒品的引誘和
影響？

星期三

星期一

見之字這件事上所扮演的是非常
關鍵的角色。如果但以理能成功
解釋這些牆上之字的意思，伯沙
撒應許給他以何尊榮和獎賞？

懷愛倫評論道：“他原有很多機
會可以瞭解上帝的旨意，並明白
自己實行順從的本分。他已獲知
他外祖父是怎樣因上帝的命令而
被逐遠離人間；他也熟悉尼布甲
尼撒的悔改和神奇的復原。但伯
沙撒竟任由貪愛宴樂和榮耀自己的
心磨滅了他應永志勿忘的教訓。
他浪費了那恩慈地賜給他的各
項時機，並且疏忽了利用他可
能採取的方法來更透徹地認識
真理。尼布甲尼撒付出難言之
痛苦與屈辱的代價所終於獲得
的教訓，伯沙撒卻漫不經意地
忽略了。”（《先知與君王》
四十 三章第 二段 ）

本週閱讀*
星期四

《先知與君王》第43章。

請閱讀但以理書五章十三到十七
節。但以理在解釋伯沙撒牆上所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訪問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堅持
這項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
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