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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书第一章 1 - 16

1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 将城围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

2 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
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 收入他神的庙里 放在他神的库中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3 王吩咐太监长亚施毗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冑中带进几个人来，
4 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俱备、

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迦勒底的文字言语。
5 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

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6 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
太监长给他们起名 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 称哈拿尼雅为沙得拉7 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雅为沙得拉，

称米沙利为米煞，称亚撒利雅为亚伯尼歌。
8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8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

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但以理书第一章 1 - 16

9 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10 太监长对但以理说 「我惧怕我主我王 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10 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

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

这样 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 」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
11 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

管理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的委办说：
12 「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

13 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

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
14 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

过了十天 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 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15 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
16 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

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
不能选择与不一样的选择

这几个人十几岁被掳到巴比伦去这几个人十几岁被掳到巴比伦去，
就开始挣扎、经历、传扬，

一直到八十几岁的但以理，仍在皇宫成为总理总理……直到八十几岁的但以理，仍在皇宫成为总理总理……
他们是很难的 ─ 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是不能选择的，

我们不能选择生日、出生地、兄弟姊妹、父母亲我们不能选择生日、出生地、兄弟姊妹、父母亲

但以理不能选择更多，他的祖宗犯了罪，

因此跟约雅敬王被掳到巴比伦去 他不能选择

一带到皇宫，名字都不能保留 ─本来名字是非常美的…

因此跟约雅敬王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不能选择

哈拿尼雅
上帝是怜悯

沙得拉

米沙利
有谁像神

米煞

亚撒利雅
上帝是帮助者

亚伯尼歌

但以理
神是我的审判

伯提沙撒

连吃的王的膳、所饮的酒，也不能选择，都跟异教有关。

沙得拉 米煞 亚伯尼歌伯提沙撒



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
第二章 ─ 尼布甲尼撒王的险恶，

他作梦、却要人家先说出梦、再解梦，

不能解梦的就把他头砍了，

这么诡诈险恶的国王，不是能够选择的这 诈 的国 ， 是 够 择

第三章 ─ 金像，不能选择不拜，否则火窑就在等待

第五章 ─ 伯沙撒王爱宴乐，不能选择换这个王，第五章 伯沙撒王爱宴乐，不能选择换这个王，

他用圣殿的器皿来吃喝玩乐，但以理很难过

第六章 ─如果不听的话 有人会把你拉下来 放在狮子坑里第六章  如果不听的话，有人会把你拉下来，放在狮子坑里

这么多不能选择的文化，但这个人被上帝用，

是他的第 章 可以选择的时候是他的第一章 ─ 可以选择的时候，

拒绝王的膳跟王所饮的酒、拒绝玷污自己

不要让吃祭偶像之物 玷污这年纪轻的人不要让吃祭偶像之物，玷污这年纪轻的人

这个非常难！

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
圣殿不在、老先知耶利米也不在
没有任何属灵的环境，有任何属灵 环境，

有的是异教、偶像、堕落

皇宫是最复杂的地方，可以吃喝玩乐皇宫是最复杂的地方，可以吃喝玩乐

他们却选择 ─ 拒绝跟信仰有关的世俗文化。

在不能选择当中、作不一样选择的人，在不能选择当中、作不 样选择的人，

就是这些年轻人英雄出少年的关键。

我们要从但以理书学习人生的第一步 ─
在不能选择当中、作不一样的选择。

不只是我们，栽培青少年、我们下一代，

好让他们成为属神的百姓，能够 ─好让他们成为属神的百姓，能够

在不能选择当中，作不一样的选择。

1. 险恶的环境，是乱世英雄的属灵加工站

有拜金 有享乐 王作梦之后有金像第一章 有拜金、有享乐，第二章 王作梦之后有金像，

后现代化年轻人的特征，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通通有…
加速欲望的满足、用影像认识世界、用消费放松自己、
无法自主的身体、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这几个人把险恶的环境，当作属灵英雄加工站 ─

他们爸爸妈妈都不在，圣殿、先知、牧师不在…

这几个人把险恶的环境，当作属灵英雄加工站
上帝仍然在我们当中，希望用这地方预备自己，

让这个环境成为属灵的学校、让危机变成转机这个环境成为属灵的学校、 危机变成转机

让目前的预备是 第二章 之后被上帝用

尼希米第一章 ─ 在色情场所被上帝预备的，尼希米第 章 在色情场所被上帝预备的，

他是当王酒政，在后宫色情的地方帮王倒酒。

任何险恶的环境 都可以是上帝工人预备的地方任何险恶的环境，都可以是上帝工人预备的地方，

只要你尊主为圣、看重上帝。

1. 险恶的环境，是乱世英雄的属灵加工站

一8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

他看重上帝 知道属灵的环境 舒适不一定是最好他看重上帝，知道属灵的环境、舒适不 定是最好，
第一章 被掳巴比伦是预备自己，第二章 被高升到 第六章，

总长的治理恩赐当中 明处很透明 暗处上楼祷告总长的治理恩赐当中，明处很透明、暗处上楼祷告，

是因为 第一章 险恶的环境当中，他懂得 ─
上帝啊 你要预备我 我要在这个环境里上帝啊，你要预备我，我要在这个环境里，

成为一个圣洁、讨上帝喜欢的人，
在不能选择当中 作一个不一样选择的人 ─在不能选择当中，作一个不一样选择的人 ─

选择上帝为重、尊主的名。

箴三5-6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这些人，第一章 一直 十二章 被上帝用，是因为先被预备。



2. 在复杂多变的时代，寻求不变的定律

上帝给但以理书 第一章 三个字，希伯来文叫 Nathan 上帝给 ─

 一20 把圣殿的器皿给尼布甲尼撒王 20 把圣殿的器皿给尼布甲尼撒王
 一90 把恩惠怜悯给但以理
 17 把各样的学问知识给了但以理 一17 把各样的学问知识给了但以理
正好是整本书的导论

一2 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

尼布甲尼撒王围攻耶路撒冷，

掳走第一批，不能掳走第二批、第三批，

是上帝涉入；是上帝允许之下，

才可以把约雅敬、但以理掳走。

历史在上帝手中！

2. 在复杂多变的时代，寻求不变的定律

Nathan 上帝给…

一9 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9 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上帝不只让尼布甲尼撒王可以掳走部分的器皿，
现在上帝给 很私人 在监狱 在外邦现在上帝给，很私人、在监狱、在外邦，

给但以理恩惠怜悯 ─吃素菜、喝白水，变成俊美肥胖；

神迹发生 十天 生 食 营养 跌破十五节 神迹发生，十天，让医生、食物营养师跌破眼。

第一章 经历到上帝是全能、历史、个人的主宰，第 章 经历到上帝是全能、历史、个人的主宰，

因此以不变应将来的万变，十几岁到八十几岁，

两个帝国 六个王 一再的改动过程当中两个帝国、六个王， 再的改动过程当中，

但以理一直被上帝保守，一个秘诀 ─
复杂多变的时代 上帝是我的依靠 不变的神是我的盾牌复杂多变的时代，上帝是我的依靠、不变的神是我的盾牌。

但以理看重上帝，上帝就看重他们。

3. 在人生孤单的客旅中，寻找属灵伙伴
上帝把各样的学问知识给了但以理一17 上帝把各样的学问知识给了但以理，

有这个恩惠、知识，第二章 帮尼布甲尼撒王解了梦…

二46-48 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
王对但以理说：

「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

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
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

约瑟 但以理约瑟帮法老王解梦，
高升成为总理；

但以理帮巴比伦王解梦，
也是宰相。

二49 但以理求王，王就派
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巴比伦省

他需要属灵伙伴，知道他孤零零的…后来没有机会再回去。

3. 在人生孤单的客旅中，寻找属灵伙伴
中 的 宋朝宋高祖中国的历史，从宋朝宋高祖的角度来看 ─

得了王位，第一件事就是「杯酒释兵权」，

仍然想要分一杯羹的，最后会被砍头，

张良就溜了、云游四海。

这种抢王位、不让别人沾一点点好处的，

但以理颠倒 ─ 求他的同伴在旁边。

神的儿女要找属灵伙伴，一生需要保罗、巴拿巴、提摩太；
华人教会的同工要彼此相爱，

不要相争，需要代祷、属灵伙伴。

保罗在 加拉太书 曾经责备彼得…保罗在 加拉太书 曾 责备彼得
彼得在写 彼得后书 的时候，肯定保罗，不会心有不甘。

神的儿女、教会之间、教派之间，要彼此爱里面接纳，神的儿女、教会之间、教派之间，要彼此爱里面接纳，

新约只有一个命令 ─最重要的命令，彼此相爱。



4. 在不安的时代，将安全感建立在高处
但以理八十几岁 他忠心办事 毫无错误过失第六章 但以理八十几岁，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

其他人就在他的信仰当中找他的碴，下了一个命令 ─

六10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

三十天内，任何人在王以外下拜的，就把他放狮子坑。

，
（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
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有人看到了，把他抓了拉下来，
到王面前 放他到狮子坑里面到王面前，放他到狮子坑里面。

神的儿女在堕落的文化当中，做事要专心、要老练，

没有把柄在人家手中 但更重要的是没有把柄在人家手中；但更重要的是 ─
要放在更高的地方，知道上帝会保护你。

最后死的不是但以理 是其他害他的人最后死的不是但以理，是其他害他的人。

他发觉 ─ 有上帝成为安全感，才经历到高处的神是焦点。

5. 在短暂的文化中，寻求永恒的舞台
之后的 才是上帝要用他的重点六章 之后的第七章 才是上帝要用他的重点 ─
前面的事业是为了事奉、让他成为先知 七到十二章十二章

的七十个七 成 启 预言的核第九章 的七十个七，成为启示录预言的核心

但以理知道 ─ 他人生的上半场是为了下半场，

上半场是短暂的政治明星，

他的盼望是在短暂的文化当中，看到永恒的舞台 ─
 事奉上帝、成为上帝所用的人

 传扬主、见证主，让上帝透过他 ─

你要被上帝用，记住 ─ 事业是要服事上帝，

欢喜预备自己，成为下半场被上帝用的人

你要被 帝用，记住 事 要服事 ，
在短暂的文化、不能选择当中，主啊，我要选择永恒的舞台！

选定上帝要用你的舞台，欢喜来跟随主；选定上帝要用你的舞台，欢喜来跟随主；

不能选择当中，选择上帝！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亲爱的主，

帮助华人所有的信徒帮助华人所有的信徒，

包括年轻人、长执、同工、传道人，

认定 帝在不能选择当中、选择认定上帝。

年纪轻轻选择经历神，年 轻轻选择 历神，

能够知道安全感在高处、需要属灵伙伴，

更多的经历神之后更多的经历神之后，

人生下半场 ─ 来见证传扬主。

听我们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