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以理書第二講

在火煉中信誓旦旦 , 秉志不回
（但三1-30）



主啊！我情願（粵語版）

主啊 我情願 被祢親自破損

主啊 我情願 被祢親自建立

就算有多難受 面對百千樣痛

仍願被祢模造 步祢足印



問卷調查

事奉者的最大試探是甚麼？

1.貪財

2.權力慾

3.缺乏誠信

4.驕傲

5.色情

228人

10% #5

22% #2

19% #3

33% #1

19% #3



問卷調查

事奉者的最大試探是甚麼？

1.驕傲

2.權力慾

3.缺乏誠信

4.色情

5.貪財

228人

#1

#2

#3

#3

#5



A  大像異象 (四國) (2)

B  火窟中試驗 (3)

C  尼布甲尼撒大樹夢審判 (4)

C’ 伯沙撒牆上寫字的審判 (5)

B’ 獅子坑試驗 (6)

A’ 四獸異象 (四獸) (7)

但 2-7章的交叉結構 (用亞蘭文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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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三1

1 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個金像，高六十
肘、寬六肘，立在巴比倫省杜拉平原。



信誓旦旦 , 秉志不回

一. 信誓旦旦 (三1-12)

A.設立偶像敬拜, 建立自我形像 (1-7)

1. 立像 (1)



高六十肘，寬六肘

= 九呎 x 九十呎巨像



但三2-3

2 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將總督、欽差、巡
撫、臬司、藩司、謀士、法官、和各省
的官員，都召了來，為尼布甲尼撒王所
立的像，行開光之禮。

3 於是總督、欽差、巡撫、臬司、藩司、
謀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員，都聚集了
來，要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開
光之禮，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



信誓旦旦 , 秉志不回

一. 信誓旦旦 (三1-12)

A. 設立偶像敬拜, 建立自我形像 (1-7)

1. 立像 (1)

2. 獻禮 (2-3)



巴比倫的各種官銜（三3）

• 總督 (Satrap) -皇帝省裡代表

• 欽差 (Prefect) -省裡軍事指揮官

• 巡撫 (Governor) -省長、州長

• 臬司 (Counselor) -高等法院法官

• 藩司 (Treasurer) -財政廳長

• 謀士 (Law Officer) -律師

• 法官 (Judge, Magistrate) -法官



但三4-7

4 那時傳令的，大聲呯叫說，各方，各
國，各族的人哪〔族原文作舌下同〕，
有令傳與你們。

5 你們一聽見角、笛、琵琶、琴、瑟、
笙、和各樣樂器的聲音，就當俯伏敬拜
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但三4-7

6 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時扔在烈火的
窰中。

7 因此各方、各國、各族的人民，一聽
見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樣樂器的
聲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
的金像。



信誓旦旦 , 秉志不回

一. 信誓旦旦 (三1-12)

A. 設立偶像敬拜, 建立自我形像 (1-7)

1. 立像 (1)

2. 獻禮 (2-3)

3. 跪拜 (4-7)



巴比倫的樂器（三 7）

•角（horn） -用角作的號

•笛（flute）-吹口哨的原意

•琵琶（zither）-撥子彈的弦樂器

•琴（lyre）-小的三肚形的豎琴

•瑟（harp）-弦樂器

•笙（pipe, baypipe）-擊打的樂器



但三8-12

8 那時有幾個迦勒底人，進前來控告猶
大人。



信誓旦旦 , 秉志不回

一. 信誓旦旦 (三1-12)

A. 設立偶像敬拜, 建立自我形像 (1-7)

B.信誓真神敬拜, 帶來無情控訴 (8-12)

1. 政客的嘴臉 (8)



但三9-12

9 他們對尼布甲尼撒王說，願王萬歲。

10 王阿，你曾降旨說，凡聽見角、笛、
琵琶、琴、瑟、笙、和各樣樂器聲音的，
都當俯伏敬拜金像。



但三9-12

11 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窰
中。

12 現在有幾個猶大人，就是王所派管
理巴比倫省事務的沙得拉，米煞，亞伯
尼歌，王阿，這些人不理你，不事奉你
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信誓旦旦 , 秉志不回

一. 信誓旦旦 (三1-12)

A. 設立偶像敬拜, 建立自我形像 (1-7)

B.信誓真神敬拜, 帶來無情控訴 (8-12)

1. 政客的嘴臉 (8)

2. 無情的控訴 (9-12)



無情的控訴（8-12）

1. 按訴的策略 (9-11)

重覆引述王先前所訂的禁令

2. 控訴的內容 (12)

a. 違抗御旨。「不理你」是最
佳的離間計，不是以事論事

b. 他們不事奉王的神

c. 他們也不拜王所立的金像





信誓旦旦 , 秉志不回

一. 信誓旦旦 (三1-12)

A. 設立偶像敬拜, 建立自我形像 (1-7)

B.信誓真神敬拜, 帶來無情控訴 (8-12)

1. 政客的嘴臉 (8)

2. 無情的控訴 (9-12)

3. 敬拜的堅守



為甚麼不拜金像呢？

1. 十誡裡清楚說明 (出二十3-5)

2. 歷史上選民因拜偶像被神管教
(王上十一1-13; 王上十二 26-30)

3. 拜偶像是被擄的主因 (參賽卅
19-22；卅一7；耶八19；結五
1-12；六1-10；十四 1-5；十六
15-23；廿39-40；廿二1-4、23）



為甚麼不拜金像呢？

耶八19-20：拜偶像是被擄的主因

19 聽啊！是我百姓的哀聲從極遠之
地而來說："耶和華不在錫安嗎？錫
安的王不在其中嗎？"耶和華說："

他們為甚麼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虛
無的神，惹我發怒呢？“  20 "麥秋已
過，夏令已完，我們還未得救！"



但三13-15

13 當時尼布甲尼撒沖沖大怒，吩咐人
把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帶過來，他
們就把那些人帶到王面前。

14 尼布甲尼撒問他們說，沙得拉，米
煞，亞伯尼歌，你們不事奉我的神，也
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麼？



但三13-15

15 你們再聽見角、笛、琵琶、琴、瑟、
笙、和各樣樂器的聲音，若俯伏敬拜我
所造的像，卻還可以，若不敬拜，必立
時扔在烈火的窰中，有何神能救你們脫
離我手呢？



信誓旦旦 , 秉志不回

二. 秉志不回 (三13-23)

A. 再次表白的機會 (13-15)



但三16-18

16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對王說，
尼布甲尼撒阿，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

17 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 神，能
將我們從烈火的窰中救出來。王阿，祂
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

18 即或不然，王阿，你當知道我們決
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信誓旦旦 , 秉志不回

二. 秉志不回 (三13-23)

A. 再次表白的機會 (13-15)

B. 快速堅定的回覆 (16-18)



信誓旦旦 , 秉志不回

二. 秉志不回 (三13-23)

B. 快速堅定的回覆 (16-18)

1. 快速的回覆 (16)

2. 堅定的回覆 (17-18)

信靠 (17)



這

是

我

的

立

場

“Here I Stand”



2017年教會歷史探索團



信誓旦旦 , 秉志不回

二. 秉志不回 (三13-23)

B. 快速堅決的回覆 (16-18)

1. 快速的回覆 (16)

2. 堅定的回覆 (17-18)

信靠 (17)

順服 (18)



三友的回應

面對死亡威脅

認定神能拯救

接受神的主權

無論如何，不改
對天父的忠貞

轉敗為勝

客西馬尼的祈禱

面對死亡威脅

認定神能拯救

接受神的主權

無論如何，不改
對父神的忠貞

轉敗為勝



但三19-23

19 堂時尼布甲尼撒怒氣填胸，向沙得拉，
米煞，亞伯尼歌，變了臉色，吩咐人把窰燒
熱，比尋常更加七倍．

20 又吩咐他軍中的幾個壯士，將沙得拉，
米煞，亞伯尼歌捆起來，扔在烈火的窰中。

21 這三人穿著褲子，內袍，外衣，和別的
衣服，被捆起來扔在烈火的窰中。



但三19-23

22 因為王命緊急，窰又甚熱，那抬沙得拉，
米煞，亞伯尼歌的人，都被火燄燒死。

23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這三個人，
都被捆著落在烈火的窰中。



信誓旦旦 , 秉志不回

二. 秉志不回 (三13-23)

A. 再次表白的機會 (13-15)

B. 快速堅決的回覆 (16-18)

C. 氣焰高漲的處決 (19-23)



氣焰迫人

1.  尼布甲尼撒的氣焰 (13) –他那高
漲的氣焰，使人不得不就範

2. 火窰的烈焰 (15, 19) –火勢比平常
增加七倍

3. 三友的氣慨 (16-18) –三友的氣勢
迫人，足以抗衡尼王的氣焰



活 用 讀 經 法

怒火氣焰

迫人來



暴怒的人的特徵 (但三19-23)

1. 因自我受損時會暴怒：「怒
氣填胸… 變了臉色」(19上)

2. 立時要作決定，不經大腦：
「因為王的命緊急」 (22)

3. 致反對者於死地 :「吩咐人把
窰燒熱 , 比尋常加七倍… 將
他們扔在烈火窰中」(19下-20)



第三章大綱

三. 火療氣味 (三24-30)

A. 火煉的療效 (24-27)



火煉的療效

1. 神子同在 (24-25上)

2. 捆綁脫落 (25中)

3. 火中遊行 (25下)

4. 毫無受傷 (25下 ; 27上)

5. 沒有火燎氣味 (27下)



第三章大綱

三. 火療氣味 (三24-30)

A. 火煉的療效 (24-27)

B. 見證主大能 (28-30)



填詞習題

題目: 他 ＿＿ 犧牲生命, ＿＿ 出賣國家

你腦海中出現的第一個答案是甚麼？

1. 他寧可犧牲生命, 不願出賣國家

2. 他害怕犧牲生命, 所以出賣國家

3. 他即使犧牲生命, 也要出賣國家

4. 他白白犧牲生命, 忘了出賣國家



填詞習題

現稍作改動

題目: 我 ＿＿ 犧牲自己, ＿＿ 虧負上帝

你腦海中出現的第一個答案是甚麼？

我 寧可 犧牲自己

不願 虧負上帝



第三章主題

主題：神的子民無論在甚麼情況當
堅守敬拜獨一真神，又無論神是
否施行拯救，仍不改對神的忠貞。



第三章信息應用

1. 當如何堅守對真神的敬拜，拒
絕有形的偶像，或是心中無形
的偶像？

2. 在你人生的歷程中，不要問何
時能從火煉的試驗中出來，要

問何事能從火煉的試驗中出來。



主啊！我情願（粵語版）

主啊 我情願 被祢親自破損

主啊 我情願 被祢親自建立

就算有多難受 面對百千樣痛

仍願被祢模造 步祢足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