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

所飲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

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一8）1

大約二十年前，我聽過一篇講

章，傳講的中心是放在但以理拒絕

接受王所派定的膳和酒。講員鼓勵

年輕人：「你們要逃避豐盛的飲食，

像但以理那樣；你們要遠離喝酒，

像但以理那樣；你們要逃避性生

活，像但以理那樣。」2 從正面的角度

來說，我記住了這篇講章——即使

過了二十年！從負面來說，這位滿

腔熱情的講員錯過了神在這段經文

裡的好消息。這種直接的平移式應

用（direct transference applications）
通常會錯過作者的原意。它們不僅

使講章變得混亂，並且按新約聖經

的文脈，這種講道可能不符合聖

經。3 這個關於但以理的故事是講

給當時被擄的以色列百姓聽，可不

是為了讓他們效法但以理去逃避美

食和酒——他們根本沒有機會接觸

到王所派定的膳和酒。不幸的是，

忙碌的牧師們還沒花功夫去搞清楚

作者的目標和他想要傳給以色列人

的信息，就去尋找應用了。

但以理書針對在被擄中受苦

的、屬神的百姓。今天，全世界都

有基督徒遭受逼迫，有不少人對此

深感困擾，第一段敘事對他們是

非常好的講道經文。根據最新的估

算，全世界約有一億基督徒正在遭

受逼迫。4 在這些逼迫中，神在哪

裡？祂是否無力阻止自己的百姓遭

受壓迫？尤其在歐洲，許多人已經

放棄了對至高又慈愛之神的信心，

接受了世俗的生活方式。其他人則

發出疑問：當逼迫臨到我們時，我

們應當怎樣回應？我們該放棄基督

信仰，還是堅定地持守下去？

經文和文脈

在傳講這一段敘事時，我

們不僅要避免道德說教（m o r - 
alizing），5 還要避免把這一獨立的

敘事分割成更短小、更易於駕馭的

講道經文。例如，一部頗有名氣的

但以理書講道指南建議說：「征服

者巴比倫王吩咐優秀的猶大少年，

在語言和文學上接受迦勒底人的教

育（3～4節）」，這部分可以發展

成兩篇不同的講道：「(1) 教育的重

要性和界限，和 (2) 宗教群體和基

督教群體對待世俗文化的另類態度

（alternative attitudes）。」6 但是，

講員絕對不當根據猶大少年「在語

言和文學上受到迦勒底人的教育」

之敘述細節（4節），講一篇「世

俗教育的要求與代價」。這一講道

指南還為這段敘事的其他部分提供

了講道建議，7但是沒有一個接近但

以理書敘事的要點（主題），更遑

論掌握它們了。聖經作者在傳遞信

息時，不是透過幾個單詞或短語，

而是透過整個文學單元。我們需要

尊重聖經作者，並傳講他們受到默

示的信息，首先需要確定講道經文

的文學單元，接下來是確定這一完

整單元所強調的要點（主題）。因

此，我們首先確定什麼是構成講道

經文之文學單元的條件，然後致力

於這一單元要傳遞給被擄之以色列

百姓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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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文學單元的難度很高，而辨識

但以理書的經文單元，相對容易。

但以理書一章1節開始就提供了時

間標誌（chronological marker），

「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

倫王尼布甲尼撒來到耶路撒冷，將

城圍困。」21節用另一個時間標誌

結束這個單元，「到塞魯士王元年，

但以理還在。」但以理書二章1節同

樣用一個時間標誌開始了一個新的

文學單元：「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

年，他作了夢，……。」因此，講

道經文是但以理書一章1～21節。

在舊約聖經的文脈中，但以理

書第一章與歷代志下三十六章6～
7節——「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上

來攻擊他〔約雅敬〕，用銅鏈鎖著

他，要將他帶到巴比倫去。尼布甲

尼撒又將耶和華殿裡的器皿帶到巴

比倫，放在他神的廟裡（或作『自

己的宮裡』）。」——相關聯。在

但以理書一章2節，敘事者說王將

這些器皿帶到了「示拿地」——讓

人想到那些違抗神旨意，定居在

「示拿地」的人們（創十一2），

他們在那裡修建了巴別塔。這裡對

巴別塔敘事的呼應提醒讀者，巴比

倫是一個敵對神和神國的地方。

對少年但以理的描述——俊美

（4節）、被強行帶到被擄之地（6
節）、被起了外邦名字（7節）、

神使他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惠，受

憐憫」（9節）、神賜他「明白各

樣的異象和夢兆」（17節）、和成為

巴比倫的「總理」（二48），這讓人

想起約瑟的故事，他也被描寫為少

年人、秀雅俊美（創三十九6b），

被強行帶到被擄之地（埃及；創

三十七36）、被起了外邦名字（創

四十一45）、從主人那裡「蒙恩」

（創三十九4，四十一37）、神賜

給他解夢的能力（創四十一39），

並且成為埃及的宰相（創四十一

41～45）。敘事者把但以理描寫成

另一個約瑟，神的孩子，神要使用

他在外邦的土地上推進神國事業。8 
由於第一章具有但以理書全書

導論的作用，它也與後面各章有許

多聯繫。第1節引入了尼布甲尼撒

王，這位巴比倫國王將要在前四章

中扮演主要角色。第2節說尼布甲

尼撒把「神殿中的一些器皿……放

在他神的庫中」。這資訊為五章3

節埋下伏筆，我們在那裡讀到伯沙

撒在酒宴中用這些器皿來喝酒，從

而褻瀆了它們。第6節介紹了但以

理的三個朋友，他們加入但以理的

抗爭（11節）。這些朋友將在第三

章成為主要人物，他們拒絕向王的

像下跪，被扔進烈火的窯中。第17
節說，「這四個少年人，神在各樣文

字智慧上賜給他們聰明知識」，所以

但以理的三位朋友在巴比倫位居高

位（二49）。第17節繼續說，「但

以理又明白各樣的異象和夢兆」，

這預備我們來看但以理在第二章和

第四章中為尼布甲尼撒解夢，在第

5章中解釋牆上寫字的異象，以及

第七至十二章中的很多異象。

文學特色（Literary Features）
王發現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

「智慧聰明比通國的術士和用法術

的勝過十倍」，敘事者在描寫這段

時，運用了誇張的手法（20節）。

因為「十」是完全的數字，用來描

寫他們遠超過其他人（參：三19，
「比尋常更加七倍」）。我們所要探

討的主要文學特色，是敘事結構、

情節、人物描寫、和重複，目的是

更好地理解這一敘事和其要點。

敘事結構（Narrative Structure）

這一敘事包含三個場景（scene）：9  

場景1：耶路撒冷：「猶大王約

雅敬在位第三年」（一1～2）
A. 主許可尼布甲尼撒佔領耶

      路撒冷（一2a）
B. 尼布甲尼撒把神殿的器皿

      帶到巴比倫（一2b）
人物：尼布甲尼撒和主

場景2：巴比倫：但以理和朋

友們接受新的教育（一3～17）
A.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被帶

      到巴比倫（一3～7）
B. 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玷

      污自己（一8）
C. 但以理向太監長提出這一

      問題，太監長十分懼怕

    （一9～10）
D. 委辦同意一連十天不提供

      王派定的膳食（一11～14）
E. 委辦同意繼續不提供王派

      定的膳食（一15～16）

F. 神賜給四個少年人聰明知

識（一17）
人物：但以理／朋友們和太監

長；當太監長退場時，他的位

置由委辦取代。

場景3：三年後在王宮中：考

問的時間（一18～21）
A. 王考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

      們（一18～19）
B. 王留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

      在宮中侍立（一19～21）
人物：但以理／朋友們和王

故事情節（The Plot Line）

要理解敘事，把握要點（主

題），並在講道中重述故事，關鍵

在於辨識出主要情節。這一段敘事

的文學背景（literary setting），是

主將猶大王約雅敬交在尼布甲尼撒

的手中，並容許尼布甲尼撒把神殿

中的器皿帶回巴比倫（1～2節）。

開端的事件（preliminary incidents）
是王下令將一些聰明的少年人帶到

巴比倫，好重新接受教育並在宮裡

服侍。王派定將王的膳和王的酒賜

為日用的飲食。但以理和他的三個

朋友也在那些少年人中。太監長給

他們取了巴比倫的名字，取代原來

的希伯來名字（3～7節）。

引發的事件（ o c c a s i o n i n g 
incidents）是但以理立志不遵王

命，不吃王所派定的膳食和酒，以

免玷污自己（8節）。故事的節奏

在這個重要的轉折點放慢下來。並

且「行動動詞的主詞，從掌權的外

邦人轉到一個立定心志的被擄之

人。現在故事的發展取決於這個被

擄者的決心。」10太監長喜愛但以

理，卻懼怕王，當他拒絕但以理免

被王膳和酒玷污的請求時，張力開

始升高（9～10節）。敘事者在10～
13節更加放慢節奏，他開始採用直

接引句，而非間接引句，來加強故

事的懸疑。然後，但以理向一位級

別較低的官員——即看守但以理和

朋友們的委辦——提議，試用十天

的素菜和白水來代替王膳和酒，此

時張力進一步上升（11～13節）。

委辦同意試他們十天（14節）。

十天之後，但以理和他的朋友

看起來比其他少年人「更加俊美肥

胖」，委辦繼續不供應他們王膳和

02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被擄到巴比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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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這時張力開始得到緩解（15～
16節）。敘事者記載，除了他們的

身體健康之外，神還賜給這四個

少年人聰明、知識、和智慧（17
節），這時張力進一步緩解。在三

年的末期，王考問所有的少年人，

發現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遠勝過眾

人，就讓他們侍立在自己的朝中

（18～19節），這時，張力得到完

全解決。

結果是王發現但以理和他的

朋友們「智慧聰明比通國的術士和

用法術的勝過十倍」（20節）。這

段敘事的結論是，但以理留在王宮

中，活得比所有的巴比倫王都長，

直到波斯王塞魯士元年（21節）。

我們可以為這個單一情節的敘

事繪出一幅簡圖如下：(圖示）

人物描寫

敘事者講述這段故事時，使

用第三人稱。他描繪但以理和他朋

友們的特徵：「以色列人的宗室和

貴胄……，就是年少沒有殘疾、相

貌俊美、通達各樣學問、知識聰明

俱備、足能侍立在王宮裡」（3～
4節）。四個人都來自「猶大族」

（6節）。在十天的試驗之後，他

們看起來比其他少年人更加「俊美

肥胖」（15節）。並且，「神在各樣文

字智慧上賜給他們聰明知識，但以

理又明白各樣的異象和夢兆」（17
節）。「王考問他們一切事」，發現

「他們的智慧聰明」比他手下其他

的智慧人「勝過十倍」（20節）。

但以理的品格透過他的行動而進一

步展現：他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

所飲的酒玷污自己」，表明他的勇

氣和對神律法的忠誠（8節）。

敘事者描寫太監長：給但以

理「恩惠」和「憐憫」（9節），「懼

怕」王（10節）。他拒絕但以理的猶

太食物要求，顯明他真的懼怕王。

敘事者對神的描寫，我們會在下面

「以神為中心的詮釋」那部分討論。

重複

敘事者還有效地使用重複手

法來強調某些觀念。例如，在第2
節，「重複 bêt 三次和『他〔的〕

神』兩次，這些重複在希伯來文本

中相當明顯，在希臘文譯本和《新

標準修訂版》（NRSV）11中並不

明顯，強調這一事件給那些相信以

色列和猶大之神的人所帶來的危

機。兩次提到了『他〔的〕神』，

與耶路撒冷聖殿的『神』形成了對

立。」12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是生

活在外邦神掌控之地。

在8節，敘事者又通過重複強

調了但以理立志不玷污自己：「但

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

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

不玷污自己。」進一步說，「在希

伯來語中，第7和第8節都是以同樣

的動詞形式yāśem〔即『他安置／

立』〕開始的，」13 這說明但以理

立志不玷污自己（8），是對太監

長改名之舉的直接回應，太監長給

但以理取了巴比倫名字伯提沙撒

（意思是「願伯——即巴比倫之主

神瑪杜克〔Marduk〕——保護他的

性命」；7節）代替希伯來名字。但

以理不願作巴比倫的「伯提沙撒」，

而要作一個真以色列人，作「但以

理」，即「神是我的審判者」。

敘事者三次提到，食用素菜

與白水的試驗期是十天（12、14、
15節），強調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

只過了十天就看起來比其他人更加

俊美，實在神奇。值得注意之處在

於，敘事者三次重複說「主／神賜

給」（nātan；2節、9節、17節，

《和合本》分別作「神交付」、

「神使」和「神賜給」；見下面

「以神為中心的詮釋」）。

重複也提醒我們注意更為複

雜的文學結構，比如：首尾呼應

（inclusio，A—Á）、平行結構

（parallelism，A—B；Á—B́）、

倒裝平行（inverted parallelism，

A—B；B ́—A ́）、和交錯配置

（chiasm，例如，ABCB’A’）。

郭定格（Goldingay）指出，敘事

者在講述這個故事時，使用了一

個整體交錯配置（overall chiastic 
structure），同時還包含著一個內

部交錯配置（inner chiasm）（C1, 
2，Ć2, 1）：

A 巴比倫擊敗以色列

  （1～2節）

　B 少年人被帶去受教育  
              （3～7節）

　　C  1 但以理不想被玷污  
                       （8節）

　　     2 開始了一個試驗  
                       （9～14節）

　　Ć 2 但以理在試驗中得

                勝（15節）

　　     1 避免了被玷污  
                       （16節）

　B́  少年人在教育上得勝

         （17～20節）

Á  但以理比巴比倫人活得更

       長久（21節）

由於這個交錯配置的中心

部分講述了但以理如何免受玷污

（C C ́），講員有可能會受到誘

惑，以人為中心來理解並傳講這個

故事。例如，把焦點完全放在但以

理的勇敢品格上，而講道的應用也

不難預見：效法但以理！14 不過，

郭定格正確地指出，即使「故事是

由參與其中之人的決定和行動所

主導，……每一組〔AB，CC ́，
B́Á〕都至少一次提到神的作為，

每一次都使用了動詞『賜給／使』

（nātan，2節、9節、17節）。」15  

以神為中心的詮釋

我們要正確對待經文，避免

橫向（horizontal）以人為中心的解

釋和傳講，就當問：這個故事中，

神在哪裡？神在做什麼？有時神在

The tension begins to resolve when after the ten days Daniel and his friends

appear“better and fatter＂than the other young men and the guard continues to

withdraw their royal rations and wine (vv. 15-16). The tension resolves still fur-

ther when the narrator relate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ir physical well-being God

gives these four young men knowledge, skill, and wisdom (v. 17). The tension is

fully resolved when at the end of three years the king examines all the young

men, concludes that Daniel and his friends are far superior, and places them in

his court (vv. 18-19).

The outcome is that the king finds Daniel and his friends “ten times better

than all the magicians and enchanters in his whole kingdom＂ (v. 20). The narra-

tive concludes with the information that Daniel continues in the king＇s court,

outliving all Babylonian kings, until the first year of Cyrus, king of Persia (v. 21).

We can sketch the narrative as a single plot:

The narrator tells this story in the third person. He characterizes Daniel and his

friends as “Israelites of the royal family and of the nobility, young men without

physical defect and handsome, versed in every branch of wisdom, endowed

with knowledge and insight, and competent to serve in the king＇s palace＂ (vv. 3-

4). All four are “from the tribe of Judah＂ (v. 6). After the ten-day trial, they ap-

peared “better and fatter＂ than the other young men (v. 15). Moreover, God

gave them “knowledge and skill in every aspect of literature and wisdom; Dan-

iel also had insight into all visions and dreams＂ (v. 17).“In every matter of wis-

dom and understanding＂ the king finds them “ten times better＂ than his other

wise men (v. 20). The character of Daniel is further developed by his actions: he

shows his courage and his faithfulness to God＇s law by resolving“that he would

not defile himself with the royal rations of food and wine＂ (v.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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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悄無聲息地工作，好像在以斯

帖記中那樣。但在這個故事裡，敘

事者凸顯出至高神主動參與人類歷

史。作者在三個主要環節，用「主

／神賜給」（nātan）來強調神的

參與（《和合本》分別作「神交

付」、「神使」和「神賜給」）。

在敘事背景中，他告訴我們，「主

將猶大王約雅敬……交付他手」

（2節）。尼布甲尼撒固然強大，

但是萬有之主宰，主（ʾădōnāy）
將猶大交在巴比倫人的手中。當但

以理在被擄之地面對張力升高時，

「神使但以理在太監長眼前蒙恩

惠，受憐憫」（9節）。就像神在

很久以前，使約瑟「在司獄的眼前

蒙恩」（創三十九21），16神在這

裡也使但以理從太監長那裡蒙恩。

這一良好關係讓但以理請求只吃

猶太食物（kosher food）而不怕受

到懲罰。不幸的是，出於對王的

懼怕，太監長拒絕了他的請求。

但是太監長手下的委辦卻同意試

看十天。吃十天粗茶淡飯有什麼關

係呢？神在幕後悄然動工，祂賜福

這試驗，結果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只

過了十天，就看起來比其他少年人

更加得到滋養。最後，在張力的紓

解階段，「這四個少年人，神在各

樣文字智慧上賜給他們聰明知識」

（17節），以至於王將他們留在朝

中。若沒有以色列的神主動介入，

故事不會發展到這個結果。朗文正

確地斷言，「從表面上看，故事的

焦點是人類角色的行動，但本章的

首要教訓卻是關於神。」17 

經文主題和目標

有了這些看見，我們現在可

以建構這一敘事的主題了。在這敘

事中，「主／神交付／使／賜給」

（nātan）的三次重複，張力的升高

及紓解，表明神是這主題的主角。

郎文提出的主題是「至高神遠超過

人類最強大的統治者」。這雖是一

個不錯的主題，但過於籠統，朗文

也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稱這一主

題是「整卷書的主要關切。」18史

坦曼（Steinmann）提出了一個相似

的主題：「神在所有人間之事上掌

權。」19 這也是一個好主題，但同

樣過於籠統；它可以充當許多聖經

段落的主題，不具備經文的針對性

（textually specific）。

我們重新審視一下情節，會

有助於找到這個故事的要點。因為

神許可尼布甲尼撒佔領以色列（猶

大），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被帶到

了巴比倫，他們接受教育以便在王

的宮中服侍。然而但以理拒絕以王

的食物玷污自己；他順服他的神，

而非人類的王。神使但以理在太監

長眼前蒙恩，從而為但以理和他的

朋友們不玷污自己開了一條路。神

還給了他們聰明、知識、和智慧，

所以王選定他們在朝中服侍。一個

對經文有針對性的主題可以建構

如下：「全權的神引導忠心的但

以理和他的朋友們在巴比倫位高

權重。」20 這是一個不錯的故事梗

概，但是還未捕捉到但以理書一章

的信息。被擄的百姓通過這個故事

能夠得到什麼樣的信息呢？想像一

下我們自己正在被擄的困境中受

苦，我們聽到了這一信息，全權的

神引導忠心的但以理和朋友們在巴

比倫位高權重，祂也會引導忠心的

百姓，即使他們是在被擄之中。 
但以理為何要向神的百姓傳

遞這樣的信息？他的目標或宗旨是

什麼？敘事者的主要目標與主題一

致，是要安慰神的百姓，告訴他

們：即使在被擄之中，全權的神也

會引導忠心的百姓。21但是敘事者

可能還有一個次要的目標。他所描

寫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是真以色

列人，即使遠離應許之地，也向

神忠心：在飲食方面向神忠心（一

章）；在不跪拜偶像上向神忠心（三

章）；在每日的祈禱上向神忠心（六

章）；總而言之，即使在被擄之中，

他們也通過遵行律法保持了對神的

忠心。敘事者期望以色列人認同但

以理和他的朋友們—不是要人模仿

他們的每一個行動，也拒絕接受

王膳，22因為他們根本沒有那些飲

食，乃是學習做一個真以色列人，

即使在被擄的時候，也對神和祂的

律法忠心。23因此，敘事者的次要

目標是勸勉神的百姓，即使在被擄

之中，也要向神和祂的律法忠心。

傳講基督的方法

在這個段落，我們要尋找從這

一舊約聖經敘事進到新約聖經之耶

穌基督的可能方法。通常來說，最

好的方法是將經文主題擴展到耶穌

基督。由於這一章並沒有關於將要

來之彌賽亞的應許，也沒有一個和

新約聖經的主要對比，我們將會依

次探討其餘五種從舊約聖經進到基

督的方法：救贖歷史進程、預表、類

比、縱向主題、和新約聖經參照。

救贖歷史進程（ R e d e m p t i v e -
Historical Progression）

救贖歷史進程提供了一個通

向新約聖經中之耶穌的直接方法。

但以理書一章強調神「交付／使／

賜給」：主將猶大王約雅敬、並神

殿中器皿的幾分交付尼布甲尼撒之

手（2節）。即使祂的百姓被擄，

神繼續與他們同在：神使但以理

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惠，受憐憫（9
節），並且「神……賜給他們聰明

知識」（17節）。神的子民即使處

於被擄之中，神仍然透過進入人類

歷史，賜他們一切所需，來引導、

保護、並拯救他們。

在日期滿足的時候，神賜下

最寶貴的禮物：「神愛世人，甚至

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

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三16）。馬太福音一章記錄了從亞

伯拉罕到大衛的家譜，共有十四代

（十四是「大衛」這個名字的希伯

來數值）；從大衛到被擄之時的家

譜也有十四代；從被擄到彌賽亞降

臨也有十四代，救贖歷史的進程由

此突顯出來：「這樣，從亞伯拉罕

到大衛共有十四代，從大衛到遷至

巴比倫的時候也有十四代，從遷至

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太一17）。耶穌是另一位大衛王。

祂是彌賽亞王，生下來要拯救神的

子民脫離被擄的世界，並帶領他們

進入應許之地。耶穌在所獻上的大

祭司禱告中對父神說，「我已將你

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

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

一樣。……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

不屬世界一樣」（約十七14、16）。

今天，神的百姓在地上，仍然

活在被擄之中，在伊甸的東邊。我

們可以稱自己是某個國家的公民，

但是實際上，保羅說，「我們卻是

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

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腓三

20；參：彼前一1和雅一1）。耶穌

04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被擄到巴比倫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被擄到巴比倫 05
將要再來，把我們這些被擄在有罪

之邪惡世界中的人帶到應許之地，

即神在地上的完美國度。

預表

預表也提供了一種傳講基督的

方法，因為但以理預表（預示）了

耶穌基督。請注意但以理與耶穌之

間的下列類比及增強：全權的神許

可但以理被帶離應許之地，被擄到

罪惡的巴比倫，同樣，聖父也將祂

的獨生兒子從天國送到這罪惡的世

界（約三16）。但以理是一個真以

色列人，同樣，耶穌也是一個真以

色列人，神的兒子。處於巴比倫的

但以理在飲食上順服神；而耶穌在

各樣事上都順服神。神賜給但以理

智慧和知識；神也賜給耶穌智慧和

知識（「凡聽見祂的，都希奇祂的

聰明和祂的應對」〔路二47〕）。

神引導但以理，使他在巴比倫中位

高權重；神也引導祂兒子耶穌，升

到至高：「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

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

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

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

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腓二9～11）。

類比（Analogy）

類比提供了另一條通向新約

聖經之耶穌的途徑。但以理書寫給

被擄（in exile）之以色列百姓的信

息，和彼得寫給散居（in exile）之

基督徒的信息，兩者之間有類比：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

散……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見

被揀選，藉著聖靈得成聖潔，以

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祂血所灑的

人」（彼前一1～2）。

我們也可以在作者的目標上看

到類比：但以理書一章說全權的神

在百姓被擄之中也會引導，以此來

安慰神的百姓，同樣，耶穌也安慰

跟從祂的人：「你們這小群，不要

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

你們」（路十二32）。

縱向主題（Longitudinal themes）

我們也可以追溯全權的神從舊

約聖經到新約聖經一直引導祂百姓

的這個主題。從亞伯拉罕開始，神

帶領他離開「迦勒底的吾珥」（創

十一31），也就是後來巴比倫的前

身，引導他到應許之地；接下來是

雅各，神引領雅各從應許之地到

哈蘭（也在後來的巴比倫王國），

後來又回到了應許之地；然後是約

瑟，他像但以理一樣，被迫流亡，

但神賜給他解夢的智慧與能力，使

他的地位僅次於法老，並從饑荒中

拯救了神的百姓。約瑟死在埃及，

但是他叮囑以色列百姓要將他葬在

應許之地：「約瑟對他弟兄們說：

『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顧你們，

領你們從這地上去，到祂起誓所

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

地』」（創五十24）。多年之後，

神果然從埃及的奴隸生活中拯救了

以色列百姓，他們也果真帶著約瑟

的屍體一同進入應許之地，並葬在

那裡（出十三19；書二十四32）。

神引導祂的百姓經歷了士師時期、

列王時期、被擄時期，並使餘民歸

回應許之地，直到基督的到來。耶

穌成就了祂在地上的工作，建立了

教會，並應許要帶領祂的教會：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太二十八20）。

在講章中，講員必須謹慎對待

縱向主題，因為在追溯主題時如果

過於注重細節，會眾很快就會覺得

單調乏味。概括式描述往往比冗長

的爬梳聖經更有效。

新約聖經參照（New Testament 
Reference）

按照希臘文新約聖經附錄中

的列表，約翰福音三章35節引喻

但以理書一章 2節，而啟示錄二

章10節引喻但以理書一章12和14
節的「十天」。這兩處引喻對於

傳講基督幫助不大。在經文彙編

（concordance）中查考神的護理

（providence），我們可以找到耶

穌教導神如何帶領百姓。例如，耶

穌教導說：「五個麻雀不是賣二分

銀子嗎？但在神面前，一個也不忘

記，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

了。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

貴重」（路十二6～7）。耶穌的大祭

司禱告說：「聖父啊，求你……保守

他們〔跟隨耶穌的人〕，……我與他

們同在的時候，因你所賜給我的名

保守了他們，也護衛了他們；……

現在我往你那裡去，……我不求你

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

脫離那惡者」（約十七11～15）。

保羅也把神的護理與耶穌基

督聯繫起來：「我們曉得萬事都互

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

嗎？是饑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

危險嗎？是刀劍嗎？……然而，靠

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

經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

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

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

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

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

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裡的」（羅八28～39）。

講章的主題、目標、和需要

我們已經查看了新約聖經與

經文主題的關聯，現在我們要來建

構講章的主題和目標。因為救贖歷

史和啟示的漸進性，講章主題有時

不得不與經文主題有所不同，但是

講章主題應該紮根在經文主題。我

們建構的經文主題如下：「即使在

被擄之中，全權的神引導忠心的但

以理和他的朋友們在巴比倫位高權

重，祂也會引導忠心的百姓。」由

於新約聖經並沒有改變這個信息，

我們可以用這經文主題來作講章主

題—除了一個短語。「在被擄之

中」這個短語帶來幾個問題：今日

教會被擄的方式與當時的以色列百

姓一樣嗎？我們在前面已看過保羅

的教導，神的百姓仍然處於被擄之

中，因為他們生活在有罪、邪惡的

世界：「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腓三20）。彼得也把新約聖經教

會稱為「分散」和「寄居的」（彼

前一1；參：雅一1）。因此，我們

在講章中可以保留「被擄」這一主

題。但是，「對於神的子民來說，

被擄」可能不夠清晰，而主題應該

一清二楚，因此我們要將「在被擄

之中」改為「在世界中」。另外一

個問題是：「即使」神真的在世界

中引導祂的教會，又有什麼可驚訝

的嗎？因為耶穌應許過要與祂的教

會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二十八20），並且要將聖靈澆灌祂

的教會，所以神在世界中引導祂的

教會這一點並不令人吃驚。因此，



我們可以去掉「即使」這個詞。所

以，講章主題就成了：「全權的神

引導忠心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在

巴比倫位高權重，祂也會在世界中

引導祂忠心的百姓。」

我們曾做出過結論，作者的信

息可能有兩個目標：首要目標是，

「安慰神的百姓，因為即使在被擄

之中，全權的神仍會引導祂忠心的

百姓」，次要的目標是，「勸勉神

的百姓在被擄之中向神忠心」。講

章對今日的教會也可以有同樣的

兩個目標，只是把「即使在被擄之

中」改為「在世界中」。傳講這一

講章的雙重目標24就是：安慰神的

百姓，因為全權的神會在世界中引

導祂忠心的百姓，並且勸勉神的百

姓向神忠心。

當然，講章有雙重目標，使得

聚焦和統一比單一目標更為困難。

但是如果聖經的作者似乎有雙重目

標，我們就應該接受這個挑戰，去

傳講一篇有著雙重目標卻又統一的

講章。畢竟，雙重目標指向會眾的

雙重需要，這乃是講章所要探討

的：神的百姓會在這個世界遭受逼

迫或觀察到逼迫，因而產生疑問，

神是否仍在掌管著這個世界的邪惡

力量；神的百姓也會受到誘惑而偏

離神的律法。

解經講章
（Sermon Exposition）

要揭示這篇講章的切身關

係，可以在引言中用一個例證

（illustration），談到有些人為著自

己或其他基督徒所遭受的逼迫而

感到驚駭，開始懷疑一位慈愛的

神是否存在，也失去對神的信心，

並開始以世俗的方式生活。 25  例

如，許多人聲稱二戰時奧希維茲

（Auschwitz）集中營的暴行讓他們

失去對神的信心。因為許多基督徒

與幾百萬猶太人一起死在納粹集中

營。於是有一個問題：當逼迫肆虐

時，比如說，當國家主導攻擊教會

時，或在工作中因為基督信仰而受

到脅迫時，我們是否會失去對神的

信心。當我們把焦點放在神的百姓

受逼迫，我們很容易失去對一位愛

祂百姓之全權的神的信心。

對以色列百姓來說，當他們

弱小的國家被巴比倫的軍事力量蹂

躪，百姓被迫要過流亡生活時，他

們很可能失去對神的信心。他們先

後三次大規模地被擄。第一次是主

前605年，巴比倫人帶走了年輕的

貴胄，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

（但一1～6）。八年之後，巴比倫

人帶走了一大群猶太精英：約雅斤

王、他的官員、王室成員、勇士、

工匠、和鐵匠（王下二十四10～
17）。最後一次是在主前587年，

他們擄走了剩下的猶太人，最窮苦

的除外。他們毀壞了耶路撒冷城

牆，焚燒了神的聖殿，將聖殿夷為

平地（王下二十五1～21）。神在

哪裡？這樣一位神如果不能保護自

己的城和自己的殿，那是怎樣一位

神啊？看起來巴比倫的神比以色列

的神要強大得多。被擄的以色列百

姓很容易失去對神的信心。以賽亞

說到以色列的抱怨：「耶和華離棄

了我；主忘記了我」（賽四十九

14）。為什麼不事奉巴比倫的大神

瑪杜克呢？但以理書就是針對這些

遭受傷害、信心動搖的被擄百姓。

第1節和2節，「猶大王約雅敬在

位第三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26

來到耶路撒冷，將城圍困。主將猶

大王約雅敬、並神殿中器皿的幾分

交付他手，他就把這器皿27帶到示

拿地，收入他神的廟裡，放在他神

的庫中。」作者使用了「示拿地」這

名詞，來提醒我們創世記十一章的

事，我們在那裡讀到，人們定居在

「示拿的平原」，修建了巴別塔來抵

擋神。因此，作者一開始就提醒我

們，巴比倫是一個邪惡的地方，是

黑暗的國度。它的百姓驕傲而且悖

逆，是神和祂百姓的仇敵。28 
我們進一步要注意的是，第

2節宣稱「主將猶大王約雅敬……

交付」尼布甲尼撒的權下。一位

現代的歷史學家會說，猶大的滅亡

是因為敗給當時最強大的國家。一

位巴比倫祭司會說，巴比倫的諸神

打敗了以色列的神。但經文卻為我

們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來

看猶大的悲劇：「主將猶大王約雅

敬……交付」尼布甲尼撒的權下。

按字面意思來說是，「主將猶大王

約雅敬賜給了尼布甲尼撒」。這裡

「主」的希伯來文是’ădōnāy，「強

調神的所有權和神的掌管」。  29 所

以，從一開始，但以理就告訴我

們，以色列的主是全權的神，祂擁

有並掌管萬事。巴比倫的諸神根本

無法相提並論。30 
那麼，為何這位全權的神會允

許這樣的災難發生在祂自己的子民

身上呢？我們可以在但以理書九章

找到答案。但以理在禱告中承認，

「以色列眾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

行，不聽從你的話。因此，在你僕

人摩西律法上所寫的咒詛和誓言，

都傾在我們身上，因我們得罪了

神」（但九11）。31以色列持續的

不順服，是神允許猶大落入巴比倫

權下的原因。

主甚至許可尼布甲尼撒帶走

「神殿中器皿的幾分32」—祂自己

的聖殿。我們在2節讀到，「他就

把這器皿帶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

廟裡，放在他神的庫中。」33拿走

這些金銀器皿，是「尼布甲尼撒和

他的神勝過了以色列王和他的神的

一個標誌。戰鬥是以神的名義進行

的，因而掠物自然要歸給神。」34 
我們在第3節和4節讀到，「王

吩咐太監長亞施毗拿，從以色列人

的宗室和貴胄中帶進幾個人來，就

是年少沒有殘疾、相貌俊美、通達

各樣學問、知識聰明俱備、35足能

侍立在王宮裡的，要教他們迦勒底

的文字言語。」36這些少年人是百

裡挑一的精英。他們來自上層階

級，又是容易再教育的少年人，外

貌出眾，教養良好，並且「知識聰

明俱備」，也就是說，智商極高。

他們在每個科目上都出類拔萃，在

每一項運動上都是個中翹楚。他們

被帶到了巴比倫，並在那裡受到

「迦勒底的文字言語」的教育。換

句話說，他們要受教於巴比倫人

的文字言語。37他們要被「重新設

定」（reprogrammed）。尼布甲尼

撒要對以色列少年進行洗腦，把他

們變成巴比倫的術士。

國王把聰明的以色列人帶去巴

比倫，理由不止一個。這樣將以色

列中最優秀的人才帶到巴比倫，在

巴比倫王宮裡服侍，會讓以色列徹

底明白，自己現在臣服於巴比倫。

也會讓猶大人不輕易反叛。38 
第5節又說，「王派定將自己

所用的膳和所飲的酒，每日賜他們

一份。」與其說王想嬌寵這些以色

列少年，不如說王想讓他們脫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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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神所賜的飲食，成為徹徹底底

的巴比倫人，包括飲食在內。39他

們必須在存活的每一刻都是巴比倫

人。5節和6節繼續說，「養他們三

年。40 滿了三年，好叫他們在王面

前侍立。他們中間有猶大族的人：

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

利雅。」我們不知道總共有多少青

年被擄來接受這個再教育，但是這

四個人全部來自猶大支派。

他們有著美好的希伯來名字，

敬虔的父母起名的時候，可能帶

著某種用意。這四個名字全都在

見證以色列的神，耶和華。但以理

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審判者」（El 
[God] is my judge）。哈拿尼雅的意

思是「耶和華是仁慈的」（Yah [Yah- 
weh] has been gracious）。米沙利

的意思是「誰是耶和華的樣式？」

（Who is what El (God) is？）。亞

撒利雅的意思是「耶和華所幫助的」

（Yah [Yahweh] has helped）。41 
不幸的是，太監長所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把他們的美好名字換掉。

這些少年人需要與他們的過去及他

們的神一刀兩斷。42他們的身份需

要改變，從以色列少年變為巴比倫

的術士。因此，太監長把他們美好

的名字替換成巴比倫的名字，這些

名字都與巴比倫的神有關。7節，

「太監長給他們起名，稱但以理為

伯提沙撒」，意思可能是「願彼勒

（Bel）保守他的性命」（彼勒的

意思是主，是指巴比倫人的首要之

神瑪杜克）；「稱哈拿尼雅為沙得

拉」，意思是「阿庫（Aku）的命

令」（阿庫是月神），或「瑪杜克

的命令」；「稱米沙利為米煞」，

意思是「他是阿庫的樣式」；稱亞

撒利雅為亞伯尼歌。意思是「尼布

（Nebo）的僕人」（尼布是巴比倫

的智慧與農業之神）。43從現在開

始，這些少年人不再事奉耶和華，

要事奉巴比倫和他們的諸神。

第8節，「但以理卻立志不以

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所

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己。」這

是被擄之人的反抗！但以理無法抗

拒被帶到巴比倫，在改名字時他也

束手無策，儘管他意識到這是成為

一個真正巴比倫人的第一步。但是

在面對王所派定的每日膳食方面，

但以理開始抗拒。44 他立志不玷污

自己。為了表明但以理對這事的

認真，敘事者在第8節重複了兩次

「不玷污自己」。

王分派的膳和酒怎麼會玷污但

以理呢？45 「玷污」一詞（gāʾal）
是指禮儀上的玷污，是宗教用語。

玷污自己的人成為「不潔」，也

就是「不聖潔」。他們無法進入神

的聖潔臨在。我們首先能想到的，

是王的這些膳食不潔淨。這些食物

中或許包括豬肉或其他屬於禁忌的

肉類。即使是神允許食用的肉類，

若沒有按照適當的方式屠宰動物，

即把血放掉，也不能食用。46 按照

神的律法，47 吃這樣的肉會使以色

列人不潔。但這無法解釋但以理為

何拒絕飲王的酒，對於以色列人

來說，除了拿細耳人之外（民六

3），酒是潔淨的。

但以理拒絕吃王的膳和飲王的

酒，可能有第二個理由。通常擺在

王面前的肉和酒，會首先拿一部分

來獻給巴比倫的諸神。「吃這種食

物是一種間接敬拜巴比倫神祇的舉

動。」48 當但以理表明立場不吃王

的膳也不喝王的酒時，他是在表明

立場，拒絕承認巴比倫的神，同時

堅持敬拜以色列的神。49 採取這種

立場是十分危險的。但以理有可能

會因此被處死。四百年之後，在安

提阿古四世（Antiochus IV）的統治

之下，許多猶太人因為拒絕吃不潔

淨的食物而被殺死。來自那個時代

的《馬加比一書》（1 Maccabees）
告訴我們，「儘管如此，不少以色

列人在信仰上站立得穩，誓死不吃

不潔淨的食物。他們寧死也不肯違

背聖約，去吃不潔的食物，也為此

而被處決。」50  
但以理採取了一種危險的立

場。但是他勇敢地求「太監長容他

不玷污自己」。如果太監長將這一

抗拒報告給王，但以理將付出生命

的代價。但是我們在第9節讀到，

「神使但以理在太監長眼前蒙恩

惠，受憐憫。」正像之前神將猶大

族「交付」（gave）在尼布甲尼撒

的手中一樣（第2節），現在神也

將太監長的恩惠和憐憫「賜給」

（gave）但以理。51 以色列的神掌

管著人類歷史。以色列的神在遙遠

的巴比倫也能工作。祂讓但以理

「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惠，受憐憫。」

這聽起來與約瑟被賣到埃及的故事

十分相像。我們在創世記中讀到，

「但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向他施

恩，使他在司獄的眼前蒙恩」（創

三十九21）。以色列的神是全權的

神。祂在埃及與祂的百姓同在，現在

祂在巴比倫也與祂的百姓同在。神把

太監長的恩惠和憐憫給了但以理。

儘管太監長對但以理頗有好

感，他卻不打算違背王的命令。第

10節，「太監長對但以理說：『我

懼怕我主我王，他已經派定你們

的飲食，倘若他見你們的面貌比你

們同歲的少年人肌瘦，怎麼好呢？

這樣，你們就使我的頭在王那裡難

保。』」太監長懼怕王，擔心但以

理不吃王的食物會害他掉腦袋。尼

布甲尼撒可能大發烈怒，殺掉太監

長。這王以暴怒出名。我們在但以

理書二章12節讀到，王大怒，「吩

咐滅絕巴比倫所有的哲士。」我們

在但以理書三章再次讀到，他大

怒，命令將但以理的三個朋友扔到

烈火的窯中。太監長非常瞭解王，

不願為了但以理而冒生命危險。

但以理還能做什麼呢？太監

長害怕控制飲食會使但以理消瘦，

引起王的注意。但以理想到了一個

計畫，這一次他繞過了恐懼的太監

長，直接找低一級的官員。11～13
節，「但以理對太監長所派管理但以

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

的委辦說：『求你試試僕人們十天，

給我們素菜吃，白水喝，然後看看

我們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

貌，就照你所看的待僕人吧！』」

但以理提議委辦只給他和朋友們素

菜吃和白水喝，這樣過十天試試。
52 無疑，十天的試驗期不會造成什

麼大的危害。他們要在那裡呆三年

呢。十天之後，委辦就可以把他們

的面貌與其他少年人的進行比較。

但以理在等待委辦的反應時

可以說是如坐針氈。但是他不需要

等太長時間。我們在14節讀到，

「委辦便允准他們這件事，試看他

們十天。」要看到重大改變，十天

顯然是不夠的。敘事者重複了「十

天」這個短語三次，強調了時間的

短促。但是誰知道呢，他們也許會

瘦下去一些。奇怪的是，相反的事

情發生了。15節，「過了十天，見

他們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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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俊美肥胖。」他們的面貌「更

加俊美肥胖」，也就是說，更加健

康，更加得到滋養。53 他們只吃素

菜、只喝白水，竟然比那些吃豐盛

食物和酒的少年人看起來更加滋

潤，這怎麼可能呢？作者無需告訴

我們怎麼可能。現在我們知道神

在人類歷史中工作。「主將猶大

王……交付（gave）」巴比倫手中

（2）。「神使（gave）」但以理

在太監長眼前得到恩寵（9）。當

然，神也賜給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

一個神蹟，使得他們只經過了十

天，就看起來比其他少年人得到了

更好的營養。54 
這正面的結果使委辦信服。

16節，「於是委辦撤去派他們用的

膳，飲的酒，給他們素菜吃。」但

以理和他的朋友們得以不必玷污自

己。三年期間，他們一直吃素菜，

喝白水。他們始終明白，他們健康

的面貌不是因為豐富的巴比倫食

物，而是因為他們的神在賜福。

不僅如此，第17節，「這四

個少年人，神在各樣文字智慧上

賜給他們聰明知識，但以理又明

白各樣的異象和夢兆。」這裡，

敘事者第三次寫道，「神賜給」

（God gave）；神將猶大「交付」

（gave）巴比倫的手中（2節）；

神使（gave）但以理在太監長眼前

蒙恩惠，受憐憫（9節）；現在，

「神在各樣文字智慧上賜給他們聰

明知識」。對這四個少年人來說，

神賜給他們三樣特別的恩賜：知

識、在各樣文字上的聰明、智慧。

這些用語「指向超自然啟示而得的

知識」。55 但是神又多賜給但以理

一個特殊恩賜：「但以理又明白各

樣的異象和夢兆」。這一特殊恩賜

將會在以後各章派上用場，但以理

正是憑此恩賜解夢和領受異象。

第18和19節，56「尼布甲尼撒

王預定帶進少年人來的日期滿了，

太監長就把他們帶到王面前。王與

他們談論，見少年人中無一人能

比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

亞撒利雅，所以留他們在王面前侍

立。」請注意，敘事者在提到四個

少年人時，用的是他們的希伯來名

字。「這可能是敘事者蓄意採用的

手法，將四個少年人的能力歸功於

他們之希伯來名字所見證的神。」  

尼布甲尼撒王親自考問他們，發現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遠勝過其他的

少年人。因此王留這四個猶大人在

朝中作他的謀士。

巴比倫王對但以理和他朋友們

的表現極其滿意。事實上，第20節
告訴我們，「王考問他們一切事，

就見他們的智慧聰明比通國的術士

和用法術的勝過十倍。」他們甚至遠

勝於國中那些經驗老到的智者。王

或許認為這一成功源於他出色的教

育體制。但是我們作為這故事的讀

者，知道正確的答案。乃是神將知

識、聰明、和智慧賜給了他們。57  
這段敘事的結論是第21節，

「到塞魯士王元年，但以理還

在。」塞魯士是波斯王，波斯位於

現在的伊朗。塞魯士征服了巴比倫

（現在的伊拉克），並在他統治的

第一年，允許以色列人歸回應許

之地。但以理的故事始於主前605
年，那時第一批猶太人被擄，而在

70年之後，當主前539年，第一批

猶大餘民歸回故土時，但以理仍

然活著。58 那時，但以理已是年逾

八十的耄耋老者。神賜福他，使他

長壽。不可一世的巴比倫帝國已經

滅亡，六位巴比倫君王都已作古，

然而但以理還活著。59 即使在被擄

之地，但以理也經歷了神的信實。

舊約聖經中的但以理預示了

新約聖經中的耶穌基督。注意兩者

之間的類比。全權的神允許祂的孩

子但以理從應許之地被帶到充滿罪

惡的巴比倫，同樣父神也把祂的獨

生愛子從天上差遣到充滿罪惡的地

上：「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

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6）。但

以理在巴比倫順服神的律法，耶穌

也在一切事上順服神的旨意。當

神的旨意日漸清楚，就是要耶穌

獻上自己的生命時，祂祈禱說，

「父啊，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

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太

二十六42）。神帶領但以理在巴比

倫位高權重，同樣神也帶領祂的兒

子耶穌到更高權柄的位置：「所以

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

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

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

使榮耀歸與父神」（腓二9～11）。

在被擄之地的以色列人，聽到

但以理和他朋友們的故事，必定大

受鼓舞，對信實的神持守忠心。他

們不必面對不潔淨的王膳。他們有

不同的問題，但是原則是一樣的：

向神效忠，遵行祂的律法。 
身為基督徒，我們也被呼召

來向神效忠，即使環境危險。對我

們來說，不是吃不潔淨食物的問

題，耶穌「說各樣的食物都是潔淨

的」（可七19）。神也賜給彼得一

個異象，告訴他神已經使不潔的動

物變得潔淨了（徒十9～16）。但

耶穌也宣佈，生活在這個世界的基

督徒不屬這個世界。在祂的大祭司

禱告中，耶穌對父說，「你從世上

賜給我的人，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

他們。他們本是你的，你將他們賜

給我，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

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

不屬世界一樣。我不求你叫他們離

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

者。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

界一樣。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

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樣差我到世

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約

十七6、14～18）。

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與眾不

同，在於他們不隨從這個世界及其

法則，而是向神效忠。他們在一切

所言所行上力求榮耀神。耶穌對跟

隨的人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城

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你

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

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

你們在天上的父」（太五14，16；
參：彼前二12）。在啟示錄裡，復

活的主鼓勵受苦和遭受逼迫的教

會，「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

你那生命的冠冕」（啟二10）。

但以理的故事安慰了在被擄

中受苦的以色列百姓。儘管外在情

況不利，但這給了他們希望，他們

的神並沒有被巴比倫的神征服。以

色列的神仍在掌權，也正在引導祂

的百姓，即使在被擄中也是如此。

耶穌也安慰了將要面對逼迫和殉道

的門徒。耶穌告訴他們要相信天上

的父。祂說，「五個麻雀不是賣二

分銀子嗎？但在神面前，一個也不

忘記，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

了。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

08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被擄到巴比倫



貴重」（路十二6～7）。耶穌鼓勵

我們說：「你們這小群，不要懼

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

們」（路十二32）。

當逼迫臨到時，我們將怎麼

回應呢？如果我們因為基督信仰丟

了工作呢？如果因為我們成了基督

徒，家人與我們斷絕關係呢？如果

我們的父母因信耶穌而被帶走呢？

如果基督徒的公共崇拜被禁止，我

們要如何回應呢？耶穌說，「你們

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

樂意把國賜給你們。」父神是至

高真神。祂仍在掌權。祂是信實

的，將要帶我們經過艱難。祂會將

「國」賜給我們！

在羅馬書第八章，保羅問道，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

嗎？是饑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

危險嗎？是刀劍嗎？……然而，靠

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

經得勝有餘了。」保羅並沒有說，

雖然有這樣艱難，我們仍然會得

勝有餘。不，保羅說的是，「靠著

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

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

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

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

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

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

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裡的」（羅八35～39）。身為基督

徒，我們可以確信的是，在地上沒

有任何事物能夠使我們與基督的愛

隔絕。神對我們的信實是不會改變

的。因此，不管發生什麼，我們也

要對神忠誠。60  

 

 

1  我在每一章都選擇了一或兩節經文，幫助讀

者聚焦於中心議題，我並不是把這一鑰節當

作講道經文。講道經文應該是整個文學單

位。

2  我不記得他是如何把「沒有性生活」與但以

理聯繫起來的。不過，巴比倫人可能已經使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成了太監。這個可能性，

部分是基於以賽亞對希西家所發的預言，

「並且從你本身所生的眾子，其中必有被擄

去、在巴比倫王宮裡當太監的」（賽三十九

7；王下二十18；見Steinmann, Daniel, 89-
91）。如果他們的確已成為太監，講員這直

接的平移式應用的麻煩就更大了。

3  「撒母耳把亞甲砍成塊子，參孫自殺而死，

耶利米在傳講中提到叛國。我們可以肯定，

我們的日常行為不能跟隨他們的榜樣。」

Clowney, Preaching and Biblic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Eerd- mans, 1961), 80＝克羅尼

09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被擄到巴比倫

附註

以理書》，57，「這裡和但以理書的其他地

方，神的主權微妙但清楚地展現，為了要安

慰祂的百姓。從人的有限視角來看，他們認

為自己乃是落在敵人手中任人宰割。但以理

書第一章略過那錯誤但可以理解的認知，向

他們指出，全權的神仍然真實。」

22 見：例如，Collins, Daniel, 145，「這故事有

特定的實際目標：勸勉離散的猶太人不要因

食物玷污自己，同時積極地參與所在環境的

文化生活。」

23 膚淺的人物模仿式講道與認同聖經人物之間

的區別，以及使用後者的注意事項，見：拙

著，《從釋經到講道》，李永卓譯（South 
Pasadena：美國麥種傳道會，2015），292-
301＝Modern Preacher, 175-81。

24 為了保持講章的統一，講章應該只有一個主

題。但如果聖經作者的目標支持，當然可以

有雙重的目標（應用）。

25 關於使引言具有切身關係的另外一種選擇，

見〈附錄三〉瑞恩•費伯（Ryan Faber）的

講章。

26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希伯來語的字面意

思是『巴別王』）想超過神。尼布甲尼撒從

巴別來到耶路撒冷，從神的家中擄走神聖的

器皿。軍事力量公然挑釁神的力量。」Seow, 
Daniel, 23。

27 原文為「這些」（參《呂振中譯本》「這些

器皿」；《和合本》作「這器皿」，《現代

中文譯本修訂版》為「俘虜」）似乎是指約

雅斤和這些器皿（參：代下三十六6～7）。

儘管約雅斤可能曾被帶到巴比倫，或許向尼

布甲尼撒宣誓效忠，但他很快就回到了耶路

撒冷，作巴比倫的封王（vassal king）（參：

王下二十四1）。見Steinmann, Daniel, 84。
28 「示拿（Shinar）作為指巴比倫的專用語，

地理位置在今天伊拉克的東南部，是舊約聖

經中的古語詞（archaism）。……這個名字

特別暗指充斥著虛假宗教、自我意志、和

自我矜誇之地（創十一1～9；亞五11）。」

Goldingay, Daniel, 15。參：Porteous, Daniel, 
27：「從一開始……但以理書就暗示，猶太

百姓被擄後所面對的，是一個敵視信仰的環

境，而他們的經歷要在其中展開。」

29 Longman, Daniel, 46＝朗曼三世著，《但以理

書》，46。
30 「神的名『主』和『神』強調希伯來之獨一

真神的至高無上，對比於巴比倫神殿中的各

路『假神』。」Hill,  Daniel, 48。
31 關於不順服所招致的聖約咒詛，見申命記

二十八章15～68節。參：耶二十一1～7，
二十五8～14。

32 神殿中的部分器皿是金銀器皿，伯沙撒王後

來在酒宴上使用，因而褻瀆神（但五2～4）。
33 「這種舉動反映出古代近東的一種常見作

法。勝利一方的軍隊會洗劫戰敗國的神廟，

並將代表戰敗之神的物件放在自己的神廟

裡。」Longman,  Daniel, 47＝朗曼三世著，

《但以理書》，47。
34 Goldingay,  Daniel, 15。他還評論說，「有許

多東西是用貴重金屬製成的……也很值得劫

掠。……它們同時具有宗教意義，是耶路撒

冷聖殿中最接近形象（images）的東西。」

見前引書。參：Smith-Christopher, Book of  
Daniel, 38：「巴比倫人顯然認識到，把擄

來的宗教象徵放在巴比倫皇家神廟中的諸神

『之下』，有其宣傳價值，這象徵著被征服

之地的神和百姓都一起被擄。」

35 「表達智力的三個詞……可視為『有學習天

賦之人』的同義詞，而非強調人類智力的

突出之處（參：Miller, [Daniel], 61）。這三

個表達所帶來的漸進效果，是為了強調尼

布甲尼撒對於內在智慧能力的看重。」Hill,  
Daniel, 50。

36 「卡杜人（Kaldu）來自巴比倫南部，尼布

甲尼撒的父親尼布波拉撒（Nabopolasser）出

著，駱鴻銘譯，《講道與聖經神學》（台

北：改革宗，2014），97。
4  “Open Doors’ 2009 World Watch List”。

關於具體的例子和國家，見PaulMarshall, 
Their Blood Cries Out: The Worldwide Tragedy 
of Modern Christians Who Are Dyingfor Their 
F a i t h。新近的例子，可參見，例如，

維基百科（Wikipedia）。在谷歌上搜尋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能得到豐富的資

料。 
5  「道德說教」是指從講道經文中得出一個或

多個道德教訓，而此種應用並非這段經文作

者對原初聽眾的本意。

6   John G. Gammie, Daniel, p. 11。
7  見前引書，14頁，從但以理書一章5～8節

可能開發出的三篇講章（「你要上大學

了」；「論孤獨」；和「越過界限」）；17
頁，從但以理書一章9～16節，有為四旬齋

（Lenten）前夕準備的講章，題目是「飲食

與性情」；18頁，從但以理書一章17～21節
講「智慧的種類」。

8  「在神的護理（providence）之下，但以理

被帶到巴比倫〔主前604年〕，為主前598
年的第一波被擄浪潮作先遣部隊。」Block, 
“Preaching Old TestamentApocalyptic, ” CTJ 
41 (2006) 26。

9  「每一個場景呈現一些發生在特定時間和

地點的事情，讓觀眾集中注意力在行動和

所說的話上。」Jacob Licht, Storytelling in 
the Bible (Jerusalem: Magnes, 1978), 29。每一

個場景通常只有兩個人物（見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72＝奧爾特著，黃愈軒、譚情

譯，《聖經敘述文的藝術》〔香港：天道，

2005〕，69頁／阿爾特著，章智源譯，《聖

經敘事的藝術》〔商務印書館，2010〕，然

而，正如我們在場景2和場景3所見，一群人

（比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算是一個集體

性人物（collective character）。又如場景2所
見，一個場景中的兩個人物，有時其中一個

人物會被另外一個取代。

10 Lederach, Daniel, 37。
11 參：《和合本》，「神殿〔bêt〕」、「他神  

的廟〔bêt〕」、與「他神的庫〔bêt〕」。

12  Seow, Daniel, 22。
13 Lucas, Daniel, 49。
14 見30-31頁。（原書頁碼）

15 Goldingay, Daniel, 8。參：Seow, Daniel, 14，
「但以理書從一開始就強調神的作為，立刻

顯示這卷書主要是在談神的大能和作為，人

的卓越榜樣只是次要的。」

16 蕭俊良（Seow, Daniel, 27）提出，「這裡提

到的『恩惠和憐憫』，並非指約瑟從司獄那

裡得到了恩寵（就像《新修訂標準本》所暗

示的那樣），而是指他在司獄面前，從神那

裡蒙受的『恩惠和憐憫』。」

17 Longman, Daniel, 56＝朗曼三世著，恩霖譯，

《但以理書》，國際釋經應用系列（香港：

漢語聖經協會，2004），57。參：Seow, 
Daniel, 21，「但以理書開頭這一章，首要是

論到神的主權和自由，次要才是公義和信實

之人的行為模範。」

18 Longman, Daniel, 46＝朗曼三世著，《但以理

書》，46，強調字體為引者標示。他建議的

另一個主題較為集中於本章：「即使在被擄

之中，神賜給祂的百姓能力，得以昌大並忠

心。」見：前引書，42＝朗曼三世著，《但

以理書》，42。
19 Steinmann, Daniel, 77。
20 參Seow, Daniel, 30，「這個故事是關於神的

勝利，不是藉著普通的能力展示，而是透過

神的各樣給予（giving）—即使在患難中，

在無力的景況裡，甚至在死亡的威嚇下。」

21 參Longman, Daniel, 56＝朗曼三世著，《但



10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被擄到巴比倫

自這族；在以色列人被擄期間，他們是巴比

倫的統治階層。不過，在舊約聖經中，迦勒

底人（Chaldeans）是對巴比倫人的一個常見

的統稱。」Goldingay,  Daniel, 16。
37 「也許神聖的蘇美爾語，連同高度複雜的楔

形文字（cuneiform）和神聖的神話與儀式，

以及預兆文本（omen texts）構成了巴比倫宗

教的特點。」Porteous,  Daniel, 27。
38 見Baldwin,  Daniel, 79＝包德雯著，《但以理

書》，90，及Goldin- gay,  Daniel, 15。 
39 「那些老式的猶太飲食規範要被拋棄—連同

先祖的所有其他風俗和習慣。他們與自己的

百姓相連的最後一條線要被切斷—這就是

規定飲食的初衷。」Veldkamp, Dreams and 
Dictators, 12。

40 「根據一些古代波斯和希臘的資料來源，

〔3年〕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標準時間，通常

從男孩子十四歲開始，直到十六、七歲時為

止。」Seow,  Daniel, 24。
41 見Leupold, Exposition of Daniel, 64; Goldingay, 

Daniel, 17；和Steinmann,  Daniel, 88。
42 參：Calvin, Commentaries on Daniel, I, 96，

「改名字是為了要他們從心裡消除對猶大王

國的記憶。」

43 Steinmann, Daniel, 88-89。亦見Collins,  
Daniel, 141，及 Miller, Daniel, 65-66。史坦曼

（Steinmann，前引書，p. 92）記載，「太監

長分配給他們的名字，可能都是內含巴比倫

諸神之名的變體（corrupted forms），以尊

榮巴比倫神廟中的諸神。……每一個名字中

的神之名變體都添加、刪減、或改變一個或

多個子音（consonants）。」他推測，可能

是但以理對這些名字進行變體，目的是表明

「他們個人不贊同名字含外邦神之名，而非

他們的神之名。」

44 但以理和他朋友們的改名「是為了要象徵他

們成了真正的巴比倫人。這時，但以理決定

堅持立場，正如7節和8節開始的動詞所表明

的那樣。太監長為這四個猶太少年『起了』

（wayyāśem）外邦名字，但以理的回應是

『立定』（wayyāśem）心志不吃王的膳，不

飲王的酒。」Lucas,  Daniel, 57-58。
45 對於幾種可能性的考慮，見Goldingay,  

Daniel, 18-19和Steinmann,  Daniel, 99。
46 「在巴比倫，屠宰動物時不會放血，因

此，吃到血而被玷污實際上不可避免。」

Stefanovic,  Daniel, 62。
47 見：利未記十一章，十七10～14；申命記

十二23～25，十四3～21。
48 Miller, Daniel, 67，參考了 L. Wood, A 

Commentary to Daniel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3), 37。參：Archer,  Daniel, 33-
34，「很可能食譜中的大部分肉類，都是取

自獻給外邦神（如，瑪杜克、尼布、和伊施

塔爾〔Ishtar〕）的動物，並且毫無疑問的，

王桌上的酒（5節）也先奠祭給這些神祇。

因此，即便這些食物和酒本身並非不潔，也

因參與外邦偶像崇拜而沾染不潔。」

49 見Lucas,  Daniel, 54-55。
50 《馬加比一書》一62～63，耶路撒冷聖經

（The Jerusalem Bible）（中譯根據黃根春

編，《基督教典外文獻—舊約篇》，第六冊

〔香港：基督教文藝，2004〕，9）。參：

《馬加比二書》（2 Maccabees）七章所記載，

七個兄弟和他們的母親因拒絕吃「律法禁止

的豬肉」而一個接一個地被折磨並處死。

51 「從這英語翻譯中我們看到在第2節遇到的

同一個動詞『神交付』（God gave）。雖然

巴比倫人以為他們在掌控著世界和當地的情

況，這段希伯來敘事再一次表明，真神為

著祂百姓的益處，精心安排所有事件。」

Longman,  Daniel, 53-54＝朗曼三世著，《但

以理書》，54。
52 「因向偶像獻祭而被玷污的食物是肉和酒，

肉的一部分要被放在偶像的壇上，酒的一部

分要澆在偶像面前作為奠祭，而『素菜』

（zêrōʿîm，『栽種的植物』）不在玷污的食

物之列。」 Leupold, Exposition of Daniel, 70。
53 「更加肥胖」的字面意思是「長了更多的

肉」。「這一短語並不是指少年人變得肥

胖，而是一種表示健康的俗語，其理念是

一個飲食豐盛的人看起來不可能消瘦。」

Miller, Daniel, 70, n.71。
54 「他們那強健的外貌通常要靠豐盛的肉和酒

才能達到，但現在卻奇跡般地只靠吃素就實

現了。只有神才能做到這一點。」Longman, 
Daniel, 53＝朗曼三世著，《但以理書》，

53-54。參：Portier-Young, Apocalypse against 
Empire, 211，「就像在曠野中嗎哪的記憶一

樣，這一細節強調神供應的神蹟。」

55 Goldingay, Daniel, 20。
56 Lederach, Daniel, 41。參：Woodard, “Literary 

Strategies and Authorship in the Book of Daniel,” 
JETS 37/1 (1994) 46，「是以他們的希伯來名

字提到他們，而非巴比倫名字。尼布甲尼撒

的命令不過如此！」

57 「故事進行至此，希伯來人的神勝過巴比倫

諸神的舞臺已經設置完畢。少年人的出色是

出於神的護理（providence），而不是王的

安排。」Stefanovic, Daniel, 65。
58 耶利米預告了巴比倫之囚並說，「七十年滿

了以後，我必刑罰巴比倫王和那國民，並迦

勒底人之地，因他們的罪孽使那地永遠荒

涼。這是耶和華說的」（耶二十五12）。

59 「以色列人但以理在七位（或六位？）巴比

倫王和第一位波斯王的宮庭中侍立，這本身

就是一個確據，提醒我們，神是立王和廢王

的那一位（但二21）。」Hill, “ Daniel, ” 56。
60 關於但以理書第一章的一篇講章，見〈附錄

三〉，415-20頁（原書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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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牧師   公眾神學家

今天，有許多牧師將自己主要視為輔導、領袖、和激勵

者。但是，這種看法往往是以犧牲牧師在神學職分上的

主要實際作為代價。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將神傳給人的

神學家。教會需要能夠將神的話語處境化的牧師，幫助

會眾用神學去思考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諸如工作、臨

終的抉擇、政治上的參與、和娛樂等等。

這本簡短而易懂的書，利用了聖經對牧師的描寫、教會

歷史的主要人物和基督教神學，強烈地呼籲牧師，要在

他們的會眾和社群當中成為公眾神學家。教會需要的牧

師必須根據聖經來理解世界，並且要以智慧、平安、和

使人茁壯成長的方式來指導他們的會眾。《牧師——公

眾神學家》勾勒一幅可供選擇、正面的圖畫，要求牧師

對其身份和工作的觀念作出典範的改變。

除了牧師以外，本書對正在神學院受訓、準備成為牧師

的學生和他們的教授，也會是非常寶貴。它還包括十二

位在職牧師對神學任務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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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文．范浩沙
Kevin J. Vanhoozer

范浩沙，威斯敏斯特神學院（Westm ins te r 
Theological Seminary）道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
（Cambridge University, England）哲學博士。曾任教
於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90-98）與
惠頓學院暨研究所（Wheaton College and Graduate 
School, 2008-11）。除了上述兩段時間，自1986年迄
今，皆任教於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現為系統神學研究教授。

歐文．史朝恩
Owen Strachan

史朝恩是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博士，現任薄義思學院（Boyce College）與
美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教導基
督教神學與教會歷史。

Kevin J. Vanhoozer
Owen Strachan

The Pastor as PUBLIC THEOLOGIAN

「這是一本及時的書，不僅及時，還是一本亟需的書。凱文·范浩沙是我們當中一位主要的神學家，他

對牧師將神學『隔開』提出抗議。牧師在他們的會眾當中放棄自己作為神學家的天職，而去追求由世俗

文化發號施令的事業時，往往打開了一道『鴻溝』。但這不總是這樣的。范浩沙和斯朝恩熟練地塑造出

洞察力和鑑別力，將我們帶回教會任命我們去做的工作。」

—— 尤金‧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溫哥華維真學院靈修神學榮譽教授

「今天的傳道人必須向越來越抗拒聖經真理的人傳遞這個真理。為了要使他們能夠理解，熟練的傳道人

甚至必須明白一些觀念的歷史和今天文化敘述的基線。不僅如此，城市裡的傳道人還必須同時從幾種不

同的世界文化向人們說話。我得到的結論是，比起我在四十年以前開始服事的時候，今日的牧師需要更

多穩健的神學教育和培訓。本書對在職事奉的牧師和傳道人是重要而響亮的呼籲，讓他們在我們的教會

裡運用更高層次、在神學上見多識廣的領導。」

—— 提姆·凱勒（Tim Keller），紐約市救贖主長老教會

「可以用一劑良好的神學來整修的教牧事奉，在實踐中就沒有太大的問題。本書很有力地解釋，牧師的

工作是從他對神學的委身而得到授權、激勵、和分別為聖的。這是一本生氣勃勃和被聖靈充滿的書。」

—— 威廉·魏利蒙（William Willimon），杜克大學神學院，基督教事工實踐教授；聯合衛理公會退休會督

「多年以來，我一直告訴學生，他們太聰明了，不應該留在學術圈，應該擴張帳幕，承擔教區裡更艱難

的智力工作。我還以為自己在這方面獨有創見。現代情境試圖把兩件事情—— 至關重要的牧區和有學問

的牧師—— 分開，范浩沙和斯朝恩卻指出兩者原來和在末世所具有的合一。突然之間，這項任務似乎就

比以前很困難，也更蒙福了。」

—— 傑森·柏斯（Jason Byassee），
北卡羅來納州布恩聯合衛理公會主任牧師；杜克大學神學院，神學與領導能力研究員。

這本簡短而易懂的書，利用了聖經對牧師的描寫、教會歷史的主要人物和基督教神學，

強烈地呼籲牧師，要在他們的會眾和社群當中成為公眾神學家。教會需要的牧師必須根

據聖經來理解世界，並且要以智慧、平安、和使人茁壯成長的方式來指導他們的會眾。

《牧師—— 公眾神學家》勾勒一幅可供選擇、正面的圖畫，要求牧師對其身份和工作的

觀念作出典範的改變。

除了牧師以外，本書對正在神學院受訓、準備成為牧師的學生和他們的教授，也會是非

常寶貴。它還包括十二位在職牧師對神學任務的反思。

「這是一本及時的書，不僅及時，還是一本亟需的書。凱文‧范浩沙是我們當中一位

主要的神學家，他對牧師將神學『隔開』提出抗議。牧師在他們的會眾當中放棄自己

作為神學家的天職，而去追求由世俗文化發號施令的事業時，往往打開了一道『鴻

溝』。但這不總是這樣的。范浩沙和史朝恩熟練地塑造出洞察力和鑑別力，將我們帶

回教會任命我們去做的工作。」

——尤金•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溫哥華維真學院靈修神學榮譽教授

「今天的傳道人必須向越來越抗拒聖經真理的人傳遞這個真理。為了要使他們能夠

理解，熟練的傳道人甚至必須明白一些觀念的歷史和今天文化敘述的基線。不僅如

此，城市裡的傳道人還必須同時從幾種不同的世界文化向人們說話。我得到的結論

是，比起我在四十年以前開始服事的時候，今日的牧師需要更多穩健的神學教育和培

訓。本書對在職事奉的牧師和傳道人是重要而響亮的呼籲，讓他們在我們的教會裡

運用更高層次、在神學上見多識廣的領導。」

—— 提姆·凱勒（Tim Keller），紐約市救贖主長老教會

凱文．范浩沙  Kevin J. Vanhoozer
范浩沙，威斯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道
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 England）哲學博士。
曾任教於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90-98）與惠頓學
院暨研究所（Wheaton College and Graduate School, 2008-11）。除
了上述兩段時間，自1986年迄今，皆任教於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現為系統神學研究教授。

歐文．史朝恩 Owen Strachan
史朝恩是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博士，
現任薄義思學院（Boyce College）與美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教
導基督教神學與教會歷史。

牧師 ----公眾神學家
The Pastor as Public Theologian 
重拾失去的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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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牧師主要是管理者？總裁？

傳道人？輔導者？社團組織者？當今

對於牧師的基本身分似乎衍生出許多

不同的看法。

在《牧師——公眾神學家》一書

中，凱文．范浩沙（三一福音神學院

系統神學教授）和歐文．史朝恩（中

西部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神學副教

授）主張，如今牧師被帶入現代的荒

地裡，陷於對牧職身分模糊不清的困

惑中。他們提倡重拾牧師的神學異

象，其中一個就是牧師基本上是一位

公眾神學家。范浩沙以三個步驟來解

釋這點，「第一，牧師現在是、也一

直總是神學家。第二，在某種意義上

說，每一位神學家都是公眾神學家，

一種特殊的知識分子，特殊的通才。

……第三，牧職神學家要成為公眾知

識分子的目的是要服事神的子民，按

照『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猶

3）將他們建立起 。」（45頁）

熟悉「公眾神學」一詞之慣用法

的讀者會發現，兩位作者在此對這個

術語的用法不同。他們說，「我們使用

的公眾神學這個詞，意思是『由民眾

構成的神學』：『神正在作工，要帶

領一群子民進入祂的地方，在祂的統

治下生活。……』教會不是建築物，

而是神的正在說話、行動、或許也在

受苦的子民，她就是突出神和祂的國

度最好的『地方』。」（54-55頁）

在〈導論〉中，范浩沙指出問

題、建議、和前景：重拾牧師為公眾

神學家的神學異象。第一部分包含史

朝恩的兩章，他在其中說，舊約聖經

裡的先知、祭司、君王預示了新約聖

經的牧職神學家 （第一章），並且

牧職神學家一直是教會歷史中對這天

職之理解的主流（第二章）。第二部

分包含了范浩沙的兩章，他在其中提

供了牧職在系統神學（第三章）和實

踐神學（第四章）上的異象。牧師應

被視為一位「聖潔的萬事通，負責隨

時隨地向每一個人傳講基督」（352
頁）。 這兩章充分顯示了這一點。在

最後的部分，范浩沙以五十五條論點

摘要，作為《牧師——公眾神學家》

這本書的總結。

可能有人會質疑，學者是否該

寫牧職方面的書。這種想法絕對是錯

的。受到現代的大力鼓吹和在學術上

的日益鑽研，將神學家歸類於學術

界，這是一個不幸的發展。基督教神

學家不僅應該在教會中彰顯他們的生

命，也應該為教會而著書。話雖如

此，兩位作者並未單槍匹馬地去做，

在每一章的應用部分，他們明智地編

列了來自不同牧師所寫的短文。儘管

其中有些牧者短文比其他的更有見解

和中肯，但這些內容包含了在服事前

線上所具備的智慧和見識。

然而，也許有人會問：這會不會

是一群菁英對牧職的見解？兩位作者

極力反對認為公眾神學家就是「知識

菁英」的看法。照范浩沙的說法，公

眾神學家不是「名牌大學的產品，卻

可以說是出自本地的農場」（61頁）。牧

師不需要有高智商（IQ），而是要有高

「神商」（TQ：theology quotient）。這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質，但是當我們

看這些被選在書中寫短文的牧師——

他們作為公眾神學家的代表——我們

或許會希望見到一個更多元化的群

體：在十二位寫短文的牧師中有九位

具博士學位，或正在牛津、劍橋、普

林斯頓這等學校攻讀博士。這看來頗

像一群菁英（起碼從簡歷上來看）。儘

管這可以是對福音教會中反菁英風潮

一個耳目一新的糾正；但那些對劃分

牧者和菁英有所顧慮的讀者，可能會

對這個寫短文群體的挑選感到不滿。

那麼，我們當如何看待牧職的

聖經神學？在整本書中，史朝恩和范

浩沙對於牧職應用的神學智慧，是當

下「把事完成」的服事氛圍中一股清

新的氣息。然而，有些讀者可能會對

他們這個基本點有些質疑。第一章

的副標題「簡述牧師職責的聖經神

學」，創新地將舊約聖經裡先知、祭

司、和君王的職責運用到新約聖經的

牧職上。史朝恩自己也承認，解經家

和神學家都不願意把舊約聖經的職分

與新約聖經的牧職神學家連接起來。

儘管舊約聖經裡的職分與新約聖經的

牧職有些相似的地方，我們就可以將

這些相似處稱為「聖經神學」嗎？在

新約聖經中視祭司的職分已被基督完

成，並將這職分直接用於神的子民身

上（彼前二9），而不是牧職的特殊

角色。眾聖徒將與基督一同作王（提

後二12），但作王的說法並非特指新

約聖經中的牧師／監督／長老。因舊

約聖經和新約聖經職分的相似處，而

過份強調其不準確的相連性，是否會

掩蓋了事實上新約聖經已經明示的，

即這些職分是屬於基督和祂的身體

的？ 藍尼亞克（Timothy Laniak）有

關牧職領導的專書（Shepherds After 
My Own Heart: Pastoral Tradi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he Bible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6]），也許對

牧職事工提供了更清晰的聖經神學。

總而言之，這本書給牧職帶來

了一個及時的視野。《牧師——公

眾神學家》與一個更廣泛的運動相

關，看來正要大受矚目。例如，請

見希斯坦德（Gerald Hiestand）和威

爾森（Todd Wilson）所發表的近作

（The Pastor Theologian: Resurrecting an 
Ancient Vis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5]），以及牧職神學家中心的網站

（http://www.pastortheologians.com）。

如今，正當西方教會逐漸走向神學的

貧瘠，而許多教會領袖未能忠心地回

應其周圍文化的複雜性，《牧師——

公眾神學家》和這個更廣泛的運動給

牧職帶來了一個豐富且及時的視野。

查特羅（Josh Chatraw）

利伯緹大學（Liberty University）
林奇堡，維吉尼亞州，美國（Lynchburg, 
Virginia, USA）

譯自《根基》雜誌（Themelios），  41-1 
(April 2016)，192-94頁（http://themelios.
t hegosp elcoa l i t ion.org / rev iew/ t he -
pastor-as-public-theologian-reclaiming-
a-lost-vision）

書評
凱文．范浩沙（Kevin J. Vanhoozer）、
歐文．史朝恩（Owen Strachan）著，周俞雲翔 譯

《牧師              公眾神學家：重拾失去的異象 》

查特羅（Josh Chatraw）著

汪文琦 譯
（麥種傳道會，2016），3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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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種聖經註釋旨在出版最高素質的聖經學

術成就。無論是在聖經經文本身，還是在

相關學術著作上，每位作者都表現出專業

水平，每本註釋書都體現了作者廣泛的閱

讀、以及仔細而成熟的思考。整體來說，

本系列的精神在於它的博採眾長，每位作

者都從各種有幫助的來源搜集釋經的洞見，

並將這些洞見融合到自己對聖經書卷的解

釋中。本系列使用了聖經學術界最近的創

新方法，也希望在論調上達到和平共處的

目的，以公平的眼光總結並評論有影響力

的觀點，同時也捍衛自己的觀點。首先是

要清楚說明聖經現有的經文。撰寫這些註

釋書的學者與最重要的當代爭議互動，卻

避免深陷於不當的專業細節中。他們的理

想是結合嚴謹的解經與闡述，同時留意聖

經神學與聖經在當代的適切性，卻不將註

釋書與講章混為一談。

在這本註釋書中，韓森為腓立比書的經文

提供了豐富的詮釋，睿智和成熟的應用。這

樣做的時候，他強調了福音興旺過程中的夥

伴關係—— 群體的社會層面和集體層面。

在精選的參考書目之後，韓森的導論詳細

解釋了腓立比教會的歷史背景，這封信的

性質和寫作原因，並且扼要地介紹了兩個

關鍵的論題——基督的福音和基督的群體。

註釋部分本身按照這些論題討論腓立比書，

考慮了保羅的問候語、福音事工的報告、

命令信徒的行事為人要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表揚兩位與基督相似的僕人，並且披露了

保羅個人的經歷。在註釋中，韓森以與眾

不同的方法揭示並強調整卷腓立比書討論

的夥伴關係、公民身份、和友誼等論題。

韓森
G. Walter Hansen

三一福音神學院道學碩士（M.Div. from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1972），多倫多大學

威克里夫學院神學博士（Th.D. from Wyclif fe 

College, 1985），有四十年的事奉經驗，曾在克

里夫蘭（Cleveland, Ohio）牧會八年，在新加坡三

一神學院（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in Singa-

pore）任教六年。自1995年起，韓森在富樂神

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新約聖

經課程，並擔任環球研究機構（Global Research 

Institute）主任。除本書外，韓森博士著有多本

作品與論文，包括《加拉太書簡釋》（Galatians, 

The IVP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Series，

麥種，2015）。

♦

♦

♦

「博學多才、充滿挑戰、值得閱讀的一本好書！」

                              —— 朗格聶克（Richard Longenecker）

隨意閱讀腓立比書的讀者也許會認為這是保羅一本無足輕重的著作。比方說，讀者不會在這

裡找到像羅馬書那種巨大的神學推理，哥林多後書的強烈感情，或者加拉太書引起爭論的護

教學。有些人或許會覺得它很乏味。然而，緊密探索這封信的人從第一章就可以知道，保羅

在生命將要結束的時候，表現了深思熟慮的心情；他縝密地考慮對比「離世與基督同在」，

或者住在世上，繼續盡他的責任，將福音的福祉帶給教會。第二章包括了新約聖經基督論中

最精彩的部分；第三章捲入了現代與保羅新觀有關的爭論；而第四章描繪的圖畫最能讓我們

看見保羅與資助他的教會之間的關係。在這一切之中，這封信以喜樂的論題頌唱，並且呼籲

腓立比的信徒學習「同心」。這封信一直在積極宣揚福音，難怪它受到如此的愛戴。 �

「由於腓立比書有多樣化的論題和情感，它需要一位能確實掌握其內容和溫馨激勵讀者的註釋

學者。韓森博士即使在解釋眾所周知的複雜問題時，他的作品仍然有令人欽佩的清晰和簡潔，

這是非常有幫助的。他能呈現如此多的素質，或許是因為韓森博士本身不僅曾經擔任牧師和

神學院的教授，還在華人文化背景當過宣教士的緣故。許多牧師、學生、和學者嘗試在閱讀

保羅的這封信，試圖思考保羅的想法時，這本註釋肯定會成為他們『必讀』的參考資料。」

—— 卡森（D. A. Carson），著有《馬太福音》與《約翰福音》等

「韓森罕見地結合了一流學者和有多年經驗的教會牧師身份，寫了一本大家可能都在期待的

註釋——專注於提供可靠和有根據的解經，強調經文的當代應用。極高的清晰度、深度、和

豐富的神學使它成為一本傑出的註釋，是每一位腓立比書的學員真正的幫助。」

—— 哈格納（Donald A. Hagner），著有《希伯來書概論》等

「這是保羅致腓立比人書一本重要的註釋，不僅適合學者，也適合牧師、平信徒、和學生。

它有健全的神學觀、平衡的評論、有洞察力的解經、中肯的牧養、和明確的道德。讀者需要

閱讀和仔細研究這本書，更重要的是，讓神的靈重組我們的思維和調整我們的生活。」�

—— 朗格聶克（Richard Longenecker），加拿大多倫多威克里夫學院

「由於腓立比書有多樣化的論題和情感，它需要一位能確實掌握其內容和溫馨激勵讀者的註
釋學者。韓森博士即使在解釋眾所周知的複雜問題時，他的作品仍然有令人欽佩的清晰和簡
潔，這是非常有幫助的。他能呈現如此多的素質，或許是因為韓森博士本身不僅曾經擔任牧師
和神學院的教授，還在華人文化背景當過宣教士的緣故。許多牧師、學生、和學者嘗試在閱讀
保羅的這封信，試圖思考保羅的想法時，這本註釋肯定會成為他們『必讀』的參考資料。」

—— 卡森（D. A. Carson），著有《馬太福音》與《約翰福音》等

「韓森罕見地結合了一流學者和有多年經驗的教會牧師身份，寫了一本大家可能都在期待的註
釋——專注於提供可靠和有根據的解經，強調經文的當代應用。極高的清晰度、深度、和豐富
的神學使它成為一本傑出的註釋，是每一位腓立比書的學員真正的幫助。」

—— 哈格納（Donald A. Hagner），著有《希伯來書概論》等

「這是保羅致腓立比人書一本重要的註釋，不僅適合學者，也適合牧師、平信徒、和學生。它
有健全的神學觀、平衡的評論、有洞察力的解經、中肯的牧養、和明確的道德。讀者需要閱讀
和仔細研究這本書，更重要的是，讓神的靈重組我們的思維和調整我們的生活。」 

—— 朗格聶克（Richard Longenecker），加拿大多倫多威克里夫學院

隨意閱讀腓立比書的讀者也許會認為這是保羅一本無足輕重的著作。比方說，讀者不會在這裡找到
像羅馬書那種巨大的神學推理，哥林多後書的強烈感情，或者加拉太書引起爭論的護教學。有些人
或許會覺得它很乏味。然而，緊密探索這封信的人從第一章就可以知道，保羅在生命將要結束的時
候，表現了深思熟慮的心情；他縝密地考慮對比「離世與基督同在」，或者住在世上，繼續盡他的
責任，將福音的福祉帶給教會。第二章包括了新約聖經基督論中最精彩的部分；第三章捲入了現代
與保羅新觀有關的爭論；而第四章描繪的圖畫最能讓我們看見保羅與資助他的教會之間的關係。在
這一切之中，這封信以喜樂的論題頌唱，並且呼籲腓立比的信徒學習「同心」。這封信一直在積極
宣揚福音，難怪它受到如此的愛戴。  

腓立比書
The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G. Walter Hansen 韓森◆著╱周俞雲翔◆譯

韓森 G. Walter Hansen
三一福音神學院道學碩士（M.Div. from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1972），
多倫多大學威克里夫學院神學博士（Th.D. from Wycliffe College, 1985），有四十
年的事奉經驗，曾在克里夫蘭（Cleveland, Ohio）牧會八年，在新加坡三一神學院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in Singapore）任教六年。自1995年起，韓森在富樂神學
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新約聖經課程，並擔任環球研究機構（Global 
Research Institute）主任。除本書外，韓森博士著有多本作品與論文，包括《加拉太
書簡釋》（Galatians, The IVP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Series，麥種，2015）。

教牧書信簡釋

Gordon D. Fee 戈登．費依◆著
蘇綺寧◆譯

「富含新意且經過深思熟慮的解經。可讀性高。」—— 李斐德（Walter L. Liefeld）

1 and 2 Timothy, Titus

「令人振奮且可讀性高。⋯⋯肯定是晚近最佳的保守派註釋書——論述相當紮實。」

——《解經時代》（Expository Times）

「費依竭力構建多少可信的『生活情境』，把這三封書信的內容緊密結合在一起。」

—— 卡森（D. A. Carson），著有《約翰福音》等

「富含新意且經過深思熟慮的解經。可讀性高。」
—— 李斐德（Walter L. Liefeld），三一福音神學院新約榮休教授

教牧書信簡釋

戈登．費依⊙著

蘇綺寧⊙譯

「富含新意且經過深思熟慮的解經。可讀性高。」—— 李斐德（Walter L. Liefeld）

1 and 2 Timothy, Titus

Gordon D. 
Fee

《教牧書信簡釋》探討保羅對於新建立之
教會與在其中服事之領袖的由衷關注。這
三封充滿憐憫、訓誨、與勸誡的書信，是
要教導這些教會的領袖和成員，使他們剛
強。本書充滿了來自原文的重要洞見，會
幫助你更深入了解保羅的牧者之愛。

戈登．費依   Gordon D. Fee
南加大（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博士，先後任教於數所大學或神學院，包括戈登—
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自
1990至2013年，擔任「新國際新約聖經註釋」（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總編輯。除本書外，尚著有《腓立比書註釋》、《哥林多前書》、《保羅神學：基
督論》、《保羅神學：聖靈論》（皆由麥種傳道會出版或翻譯出版中）等重要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