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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但6章
注释：《先知与君王》第44章

在狮子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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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永生上帝的仆人但以理啊，

聚光灯

你所常侍奉的上帝能救你

“上帝并没有阻止但以理的敌人将他扔在狮子坑中；祂
容许恶天使和恶人遂行他们的毒谋到现在这个地步；但这
乃是要使祂拯救祂仆人的神迹更为显著，使真理与公义的
仇敌所遭受的失败更为彻底。诗人曾见证说：‘人的忿怒要
成全祢的荣美。’（诗76:10）

脱离狮子吗？”
（但6：20）

由于这个决心遵循正义而不屈从权谋之人的勇敢，撒
但要被击败，而上帝的圣名要受高举和尊崇。（《先知与
君王》第44章，第14段）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要立一条坚定的
禁令（或作“求王下旨要立一
条云云”），三十日内不拘何人，

你在下列情形时会怎么做？
1、你们班有同学考试时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偷
看你的试卷。后来老师说你串通作弊，给
了你零分。而那个偷看你试卷的同学却
不承认自己偷看，结果他反倒考试通
过。你会怎么做？

2、有人对你最好的朋友说你坏话，
但都属谎言捏造，从此你的朋友
不再和你说话。而那个造谣的
人和你从前的朋友成了好朋
友，你会怎么做？

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
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

走进
故事

使禁令决不更改，照玛代和波斯
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
利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

“大利乌随心所愿，立 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
一百二十个总督治理通国。 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

又 在 他 们 以 上 立 总 长 三 人 双膝跪在他上帝面前，祷告感
（但以理在其中），……因 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

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 聚集，见但以理在他上帝面前祈
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 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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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

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 的禁令说：……”
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

吗？

你知道

“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
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 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
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 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

狮子通常被人们认为是权力、高
贵和勇气的象征。狮子通常是成
群地生活在草原上，它们善于集
体行动，一齐捕食。狮群中的母狮
子会一起围攻猎物。但以理书第六
章狮子坑中的狮子便是这样集体行
动，那些控告陷害但以
理的人被扔进狮子坑
中，他们还没有落到
坑底，便被狮子抓住，
咬碎了骨头。

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 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
‘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 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

除非在他上帝的律法中就寻 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
不着。’”
“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
“于是，总长和总督 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

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 说：‘你所常侍奉的上帝，他必
大 利 乌 王 万 岁 ！ 国 救你。’……王回宫，终夜禁食，
中的总长、钦差、 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
总督、谋士和巡 着觉。”
抚彼此商议，

“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
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
哀声呼叫但以理，”
“对但以理说：‘永生上帝
的仆人但以理

妙语连珠

啊 ，你所常侍奉的上
帝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
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上帝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
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
你同在。”（书1:9）

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
我，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

“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
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1:8）

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
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
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
你。”（赛41:10）

“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
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
靠他的上帝。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
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
坑底，狮子就抓住（“抓住”原文作“胜了”）他们，咬碎他们
的骨头。”（但6：1-24）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
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
助。”（诗46:1）
“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
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
（诗31:4）

走出
故事

“惧怕人的，陷入网罗，惟有
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
（箴29:25）

在阅读但以理书第六章后，请回答以下问题。
你有没有被人诬告过？你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下次再遇到
这样的事时你会怎么做？

但以理书第六章中的总长和总督们有一个计划，但上帝有另
一个计划，上帝的计划是什么？

言锦囊

名

“千年毁誉，确于一刻。”—
—日本谚语。

请将下列词语中能够描述优秀精神的词语圈起来，将剩
下的用笔划掉。
忠实 祈祷 嫉妒 忠诚 贪婪
欺骗 诚实 骄傲 仁慈 忍耐

“爱所有的人，相信少数的人，
不要伤害任何人。”——莎士比亚，
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剧作家、诗人。

“祷告或许不会改变你的环境，但它的
确能改变你的心境。”——撒母耳•叔梅克，

关于对上帝尽忠，这篇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教
训？

十九世纪美国律师。

“我们总是将祷告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这就是我
们的问题所在。”——威尔•罗格，十九、二十世纪美国演
员、幽默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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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在本周课程“你的看法”这部分中，
上面问你在某些情况下你将如何
做？请再次思考你的回答，你为
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但以理
听说他仇敌要求大利乌王盖印要陷
害他的命令后，他直接去到上帝面
前祷告。但以理书六章十节说他一
日三次祷告，像往常一样。
当你去到主那里求帮助时，你是否
相信事情会像自己期待的那样出现
转机呢？为什么上帝帮助我们的方
式有时与我们想象的不同呢？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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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回顾本周课程“走进故事”这部
分。你觉得是什么动机和心理在
促使总长和总督们去控告陷害但
以理呢？请简单列举三条。

是什么品格特点在激励但以理像
往常一样一日三次祷告上帝？

44

请回顾你在“走出故事”中的答案。
一个基督徒当怎样来应对不公的
对待呢？他的做法会和非基督徒
有什么不同呢？

星期一

但以理信赖他的上帝。他知道上
帝有能力拯救他脱离狮子的口。
但以理信赖上帝是因为他的确与
上帝有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这
种亲密的关系来自每天的祷告和

学习祂的话，以及坚决顺从祂的
旨意。
请再次阅读本周课程存心节。然
后思考你自己过去的经历。你相
信上帝能拯救你脱离困难或者不
利的处境吗？想想看，自己生活
中有哪些事是你需要上帝帮你解
决或者拯救的呢？

这些经文中哪一句是祷告？

星期四

当我们面临危险或者为难的处境
时，惧怕是一种很正常的反应，
特别是当我们不知道会遭遇到什
么。请列举一些你可以借着战胜
恐惧的事情。

星期二

我们在本周课程“聚光灯”中看到
“上帝并没有阻止但以理的敌人将
他扔在狮子坑中。”上帝不是将危
险挪去，而是通过这种危险的处
境来彰显祂的能力并拯救祂的忠
仆。正如但以理所经历的，上帝并
不总是阻止所有的坏事临到我们
头上。在许多情况下，主让这些
事临到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并
要使我们将来获得福分。
我们或许不了解为什么这些事会
发生在我们身上，就像但以理一
样，我们必须信赖上帝，相信祂
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最大的益处。
你在圣经中还能想出哪些人物受
到不公对待，但最后获得上帝祝
福吗？（见创世记三十七章二十
八节和撒上十九章一、二节）。
1、
2、
3、
4、

星期三

请复习列在“妙语连珠”中的经文。
这些经文中的一些关键词列在下
面左边，右边是它们的一些近义
词，请将它们连接起来。
勇气
避难所
力量
释放
拯救
勇敢
逃城
信心
信赖
能力
这些经文中有多少应许？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惧怕来源于对上帝的不信任和疑
惑。当我们面临疑惑时我们当怎
样做呢？（见马可福音九章二十
四节。）

星期五

坚持正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世
界上许多事情都在阻碍人们去做
正确的事，人们都在人云亦云，
都想不得罪人，都想让别人接受
自己。有时坚持做正确的事意味
着要失去某些东西。坚持守安息
日为圣日可能会使你错过学校里
的一些活动。坚持健康的生活习
惯可能会让你失去一些美味的饭
菜。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可能会使你
失去特定人群的友谊。如果为了顺
从上帝的命令并且坚持正义，你是
否甘愿受到损失呢？

本周阅读*

《先知与君王》第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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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