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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3章的考古學背景
在巴比倫出土一塊 五邊形棱柱, 現在伊斯坦堡博物館, 
上面刻住有古巴比倫的官員名字，和官職。

1. Ardi-Nabu - 王子的私人秘書長。這個名字的亞蘭文
是 亞伯尼歌。

2. Hanunu - 御用的貿易官。迦勒底文的 Hanunu，等於
是希伯來文的 哈拿尼雅.  在 但1章, 太監長給他們
起新名字、稱哈拿尼雅為沙得拉。

3. Meshallim-Marduk - 尼布格尼撒身邊的高官。
Marduk 是巴比倫的神, 巴比倫人喜歡將他們神的名
字，加在自己的名字上。如果 從名字上拿掉 Marduk
。這名字成為 Meshallim,  就是迦勒底文的米煞。

但以理書不是神話,是神的話;不止是預言,亦是歷史



但以理書 3:1-5
A.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個金像、

B.高六十肘、寬六肘、立在巴比倫省杜拉平原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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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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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有令傳與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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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高六十肘、寬六肘, 六種音響樂器(啟 13:18)



數字的意義
•巴比倫用六進制(Sexagesimal),我們用十進制
(Decimal)。證明但以理書的成書日期是在巴比倫
時代。

•在聖經中，6是人的數字，6是個不足的數字。
1)人在第6天被造; 2)一禮拜7天, 人要工作6天。
3)當人犯誤殺,有6個逃城被人居住(民35章)

•在聖經中，7是個完整的數字。

•尼布格尼撒是外邦人日期中的第一個王,在敬拜金
像的事上,我們看見到 3個6。在外邦人日期中的
最後一個王，是敵基督,也建立一個偶像叫人敬拜
(啟13:14-15),他的數字也是 666 (啟 13:18)

高六十肘、寬六肘, 六種音響樂器(啟 13:18)



杜拉 與 示拿
杜拉平原:

•在巴比倫省的平原, 在巴比倫東南 6里。

•法國考古學家 Jules Oppert 在 1863年, 巴比倫
東南 6里 發掘到一個座(45平方呎，20呎高),被認
為是尼布格尼撒金像的座。

•在 596 BC 在巴比倫有一個叛變，極有可能尼布格
尼撒利用金像來要人民效忠, 團結。

示拿地:

•創 11:4 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
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學者認為，巴別塔的示拿地是在杜拉平原。是人類
用自己辦法來接觸神的開端，是所有拜偶像的開始



但3章 故事的情節

但 3:4 令傳與你們。 你們一聽見各樣樂器的
聲音、就當俯伏敬拜尼所立的金像

但 3:8 那時有幾個迦勒底人、進前來控告猶
大人．

但 3:10-12 王阿、你曾降旨說、凡聽見各樣
樂器聲音的、都當俯伏敬拜金像。 凡不俯伏
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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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將神放在第一位?
但 3: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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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
此、我們所事奉的 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
救出來．王阿、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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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告訴 亞他那修(Athanasius)說,”皇上反對
你,主教反對你, 教會反對你, 全個世界都反對你
!”

亞他那修 忠於聖經教導,回答說“那麼我反對整
個世界!”



偶像的定義
出 20:3-5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
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麼形像、彷彿
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
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為我耶和華你
的 神是忌邪的 神

賽 42:8 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我必不將
我的榮耀歸給假神、也不將我的稱讚歸給雕刻
的偶像。

偶像 - 將屬於神的榮耀歸給他人(或事物)
*是將屬於7的給6,希望6能變7*
*是不將神放在第一位的結果*



偶像的種類
1. 敬拜人(6)所創造的假神(巴力- 舊約,尼布格

尼撒的金像- 但3章，異端,邪教,其他宗教)

2. 貪戀一切人間(6)能代替神的東西(人- 配偶
，兒女; 事物- 錢財，名利，嗜好，娛樂)

3. 用人(6)自己的途徑敬拜真神(巴別塔- 創11
章，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拜金牛- 出32章，
亞倫兩個兒子在聖殿獻凡火- 利8章)

但以理的三個同伴:
1.拒絕拜尼布甲尼撒的金像，
2.不被從王來的名利引誘自己離棄神
3. 忠於神的話語(用正確的途徑敬拜神）

外
在

內

在(

自
我

)



•林前 10:14 我所親愛的弟兄阿、你們要逃避
拜偶像的事。

•約翰一書 5:21 小子們哪、你們要自守、遠避
偶像。

•歌羅西書 3:5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
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
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

偶像的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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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逃就逃,不能逃,就把它治死



在試驗中的回應
A.外邦人日期(路 21:24)的預言 - 人像(但 2 章)

B.外邦人統治下信心的表現 - 火窯(但 3 章)

C.外邦王的驕傲和懲罰 - 尼布格尼撒(但
4:1-36)

D.現在我尼布甲尼撒讚美尊崇恭敬天上
的王、因為他所作的全都誠實、他所行
的也都公平．那行動驕傲的、他能降為
卑(但 4:37)

C.外邦王的驕傲和懲罰 - 伯沙撒(但 5 章)

B.外邦人統治下信心的表現 - 獅坑(但 6 章)

A.外邦人日期(路 21:24)的預言 - 野獸(但 7 章)

在試驗中堅持把神放在第一位



結語

火中的試驗(但 3:1-18)

• 三種偶像- 假神,物質/名利，
依靠自己力量。

• 要逃離,治死偶像

• 要把神放在第一位

火練的信心(但 3:19-30)

• 11/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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