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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先知與君王》第44章

在獅子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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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永生上帝的僕人但以理

聚光燈

啊，你所常侍奉的上帝能

“上帝並沒有阻止但以理的敵人將他扔在獅子坑中；
祂容許惡天使和惡人遂行他們的毒謀到現在這個地步；但
這乃是要使祂拯救祂僕人的神跡更為顯著，使真理與公義
的仇敵所遭受的失敗更為徹底。詩人曾見證說：‘人的忿
怒要成全禰的榮美。’（詩76:10）

救你脫離獅子嗎？”
（但6：20）

由於這個決心遵循正義而不屈從權謀之人的勇敢，撒
但要被擊敗，而上帝的聖名要受高舉和尊崇。（《先知與
君王》第44章，第14段）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要立一條堅定的
禁令（或作“求王下旨要立
一條云云”），三十日內不拘何

你在下列情形時會怎麼做？
1、你們班有同學考試時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偷
看你的試卷。後來老師說你串通作弊，給
了你零分。而那個偷看你試卷的同學卻
不承認自己偷看，結果他反倒考試通
過。你會怎麼做？

2、有人對你最好的朋友說你壞話，
但都屬謊言捏造，從此你的朋友
不再和你說話。而那個造謠的
人和你從前的朋友成了好朋
友，你會怎麼做？

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
求甚麼，就必扔在獅子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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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
故事
“大利烏隨心所願，

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
於是大利烏王立這禁令，加蓋玉
璽。”
“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

立一百二十個總督治理通 璽，就到自己家裡（他樓上的窗
國。又在他們以上立總長三 戶開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
人（但以理在其中），…… 雙膝跪在他上帝面前，禱告感
因這但以理有美好的靈性，所 謝，與素常一樣。那些人就紛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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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顯 然 超 乎 其 餘 的 總 長 和 總 聚集，見但以理在他上帝面前祈
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國。那 禱懇求，他們便進到王前，提王
時總長和總督尋找但以理誤國 的禁令說：……”
的把柄，為要參他；只是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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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你知道

“他們對王說：‘王啊，那
著他的錯誤過失，因他忠心辦 被擄之猶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
事，毫無錯誤過失。那些人便 你，也不遵你蓋了玉璽的禁令，

獅子通常被人們認為是權力、高
貴和勇氣的象徵。獅子通常是成
群地生活在草原上，它們善於集
體行動，一齊捕食。獅群中的母獅
子會一起圍攻獵物。但以理書第六
章獅子坑中的獅子便是這樣集體行
動，那些控告陷害但以
理的人被扔進獅子坑
中，他們還沒有落到
坑底，便被獅子抓住，
咬碎了骨頭。

說：‘我們要找參這但以理 他竟一日三次祈禱。’王聽見這
的把柄，除非在他上帝的律 話，就甚愁煩，一心要救但以
法中就尋不著。’”

理，籌劃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時

“於 是 ， 總 長 和 總 候。……”
督紛紛聚集來見王說：

“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帶
‘願大利烏王萬歲！ 來，扔在獅子坑中。王對但以理
國 中 的 總 長 、 欽 說：‘你所常侍奉的上帝，他
差、總督、謀士 必救你。’……王回宮，終夜
和巡撫彼此 禁食，無人拿樂器到他面前，並
商議，

且睡不著覺。”
“次 日 黎 明 ， 王 就 起 來 ，
急忙往獅子坑那裡去。臨近
坑邊，哀聲呼叫但以

妙語連珠

理，對但以理說：‘永
生上帝的僕人但以理啊，你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
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上帝必與
你同在。”（書1:9）

所常侍奉的上帝能救你脫離獅子
嗎 ？ ’但以理對王說：‘願王萬歲！
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獅子的口，叫獅子不

“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
你。這是耶和華說的。”（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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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
惶，因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堅固你，
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
你。”（賽41:10）

“王就甚喜樂，吩咐人將但以理從坑裡系上來。
於是但以理從坑裡被系上來，身上毫無傷損，因為信靠
他的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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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原文作“勝了”）他們，咬碎他們的
骨頭。”（但6：1-24）

“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
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
助。”（詩46:1）
“求你救我脫離人為我暗設的網
羅，因為你是我的保障。”
（詩31:4）
“懼怕人的，陷入網羅，惟有
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
（箴29:25）

走出
故事
在閱讀但以理書第六章後，請回答以下問題。
你有沒有被人誣告過？你是如何處理這種情況的？下次再遇到
這樣的事時你會怎麼做？

言錦囊

名

“千年毀譽，確於一刻。”—
但以理書第六章中的總長和總督們有一個計劃，但上帝有
另一個計劃，上帝的計劃是甚麼？

請將下列詞語中能夠描述優秀精神的詞語圈起來，將
剩下的用筆劃掉。
忠實
欺騙

祈禱
誠實

嫉妒
驕傲

忠誠
仁慈

貪婪
忍耐

—日本諺語。

“愛所有的人，相信少數的人，
不要傷害任何人。”——莎士比亞，
十六、十七世紀英國劇作家、詩人。

“禱告或許不會改變你的環境，但它的
確能改變你的心境。”——撒母耳•叔梅克，

關於對上帝盡忠，這篇故事告訴我們甚
麼教訓？

十九世紀美國律師。

“我們總是將禱告作為最後的救命稻草，這就是我們
的問題所在。”——威爾•羅格，十九、二十世紀美國演員、
幽默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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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在本週課程“你的看法”這部分
中，上面問你在某些情況下你將
如何做？請再次思考你的回答，
你為甚麼要做出這樣的選擇呢？
但以理聽說他仇敵要求大利烏王
蓋印要陷害他的命令後，他直接
去到上帝面前禱告。但以理書六
章十節說他一日三次禱告，像往
常一樣。
當你去到主那裡求幫助時，你是否
相信事情會像自己期待的那樣出現
轉機呢？為甚麼上帝幫助我們的方
式有時與我們想像的不同呢？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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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回顧本週課程“走進故事”這
部分。你覺得是甚麼動機和心理
在促使總長和總督們去控告陷害
但以理呢？請簡單列舉三條。

是甚麼品格特點在激勵但以理像
往常一樣一日三次禱告上帝？
44

請回顧你在“走出故事”中的答
案。一個基督徒當怎樣來應對不
公的對待呢？他的做法會和非基
督徒有甚麼不同呢？

星期一
但以理信賴他的上帝。他知道上
帝有能力拯救他脫離獅子的口。
但以理信賴上帝是因為他的確與
上帝有一種親密的個人關係。這

種親密的關係來自每天的禱告和
學習祂的話，以及堅決順從祂的
旨意。
請再次閱讀本週課程存心節。然
後思考你自己過去的經歷。你相
信上帝能拯救你脫離困難或者不
利的處境嗎？想想看，自己生活
中有哪些事是你需要上帝幫你解
決或者拯救的呢？

這些經文中哪一句是禱告？

星期四
當我們面臨危險或者為難的處境
時，懼怕是一種很正常的反應，
特別是當我們不知道會遭遇到甚
麼。請列舉一些你可以藉著戰勝
恐懼的事情。

星期二
我們在本週課程“聚光燈”中看
到“上帝並沒有阻止但以理的敵
人將他扔在獅子坑中。”上帝不
是將危險挪去，而是通過這種危
險的處境來彰顯祂的能力並拯救
祂的忠僕。正如但以理所經歷的，
上帝並不總是阻止所有的壞事臨
到我們頭上。在許多情況下，主
讓這些事臨到我們是為了我們的
益處並要使我們將來獲得福分。
我們或許不瞭解為甚麼這些事會
發生在我們身上，就像但以理一
樣，我們必須信賴上帝，相信祂
一切都是為了我們最大的益處。
你在聖經中還能想出哪些人物受
到不公對待，但最後獲得上帝祝
福嗎？（見創世記三十七章二十
八節和撒上十九章一、二節）。
1、
2、
3、
4、

星期三

懼怕來源於對上帝的不信任和疑
惑。當我們面臨疑惑時我們當怎
樣做呢？（見馬可福音九章二十
四節。）

星期五
堅持正義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世
界上許多事情都在阻礙人們去做
正確的事，人們都在人云亦云，
都想不得罪人，都想讓別人接受
自己。有時堅持做正確的事意味
著要失去某些東西。堅持守安息
日為聖日可能會使你錯過學校裡
的一些活動。堅持健康的生活習
慣可能會讓你失去一些美味的飯
菜。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可能會使你
失去特定人群的友誼。如果為了順
從上帝的命令並且堅持正義，你是
否甘願受到損失呢？

請複習列在“妙語連珠”中的經
文。這些經文中的一些關鍵詞列
在下面左邊，右邊是它們的一些
近義詞，請將它們連接起來。
勇氣
避難所
力量
釋放
拯救
勇敢
逃城
信心
信賴
能力
這些經文中有多少應許？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本週閱讀*
《先知與君王》第44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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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