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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律法永不動搖 
THE UNCHANGEABLE LAW 

不一樣的勇氣 講道系列 The Courage to Be Different Part 8 

 

講員 Speaker：柯達文牧師 Pastor David Clotfelter 日期 Date：三月二十一日 March 21, 2021 

經文 Verse：但以理書 Daniel 6:1- 18 

主題 Theme：十字架是上帝公義和憐憫的交會處。 

            The cross is the intersection of righteousness and mercy. 
 

一、 但以理在大流士的宮裡 

Daniel in Darius’ Court 

 但以理書六章 1-3 節「大流士隨心所願，立了一百二十個總督，治理全國，又在他

們以上立總長三人，但以理也在其中；使總督在他們三人面前呈報，免得王受虧

損。這但以理因有卓越的靈性，超乎其餘的總長和總督，王想立他治理全國。」

(Daniel 6:1–3) 

 但以理書六章 10 節「但以理知道這文件已經簽署，就進自己的家，他家樓上的窗

戶開向耶路撒冷。他一天三次，雙膝跪著，在他的上帝面前禱告感謝，像平常一

樣。」(Daniel 6:10) 
 
 
 
 
 
 
 
 
 
 
 
 

二、 上帝呼召我們，在面對反對時要站立的穩 

God Calls Us to Stand Firm in the Face of Opposition 

 但以理書六章 16-18 節「於是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帶來，扔在獅子坑中。王對

但以理說：『你經常事奉的上帝，他必拯救你。』有人搬來一塊石頭放在坑口，

王用自己的璽和大臣的印，封閉那坑，使懲辦但以理的事絕不更改。王回到宮裏，

終夜禁食，不讓人帶樂器到他面前，他也失眠了。」(Daniel 6: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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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但以理是基督的預表 

Daniel Was a Forerunner of Christ 

 希伯來書十二章 3 節「你們要仔細想想這位忍受了罪人如此頂撞的耶穌，你們就

不致心灰意懶了。」(Hebrews 12:3)  

 馬太福音二十七章 17-18 節「眾人聚集的時候，彼拉多就對他們說：『你們要我

釋放哪一個給你們？是巴拉巴呢？是稱為基督的耶穌呢？』總督原知道他們是因

為嫉妒才把他解了來。」(Matthew 27:17–18) 

 馬可福音十二章 13 節「後來，他們打發幾個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到耶穌那裏，要

用他自己的話陷害他。」(Mark 12:13)  

 約翰福音十九章 12 節「從此，彼拉多想要釋放耶穌，無奈猶太人喊著說：『你若

釋放這個人，你就不是凱撒的忠臣。凡自立為王的就是背叛凱撒。』」(John 

19:12) 
 
 
 
 
 
 
 
 

四、 上帝的公義和憐憫在十字架上相遇 

The Cross is the Intersection of Righteousness and Mercy 

 哥林多後書五章 21 節「上帝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使我們在他裏面成為

上帝的義。」(2 Corinthians 5:21) 

 羅馬書三章 23-26 節「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如今卻蒙上帝的

恩典，藉著在基督耶穌裏的救贖，就白白地得稱為義。上帝設立耶穌作贖罪祭，

是憑耶穌的血，藉著信，要顯明上帝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前所犯的

罪，好使今時顯明他的義，讓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Romans 3:23–26) 

 馬太福音二十六章 39 節「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啊，如果可

能，求你使這杯離開我。然而，不是照我所願的，而是照你所願的。』」

(Matthew 26:39)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25-26 節「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

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然後進入他的榮耀嗎？』」

(Luke 24:25–26) 

 希伯來書九章 22 節「按著律法，幾乎每樣東西都是用血潔淨的；沒有流血，就沒

有赦罪。」(Hebrews 9:22) 

 希伯來書十章四節「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Hebrews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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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你認識上帝嗎? 
Have You Met God? 

 
 
 
 
 
 
 
 
 
 
 
 
 
 
 
 
 
 
 
 

反思及討論問題 Questions for Meditation and Discussion 

1. 你的信仰是否在哪方面受到考驗? 對你來說要在這個考驗中站立的穩意味著什麼? 

Is your faith being tested in some way? What does it mean for you to stand firm in the 

face of the testing? 

 

2. 但以理和耶穌都曾受到別人忌妒和陷害。你有被人傷過的經驗嗎? 你從這段聖經中

能學到什麼可以幫助你的? 

Both Daniel and Jesus were the victims of other people’s envy and their evil schemes. 

Have you been hurt by others? What can you learn from this story that will help you? 

 

3. 我們若說上帝有某些事情是不能做的，這是什麼意思? 這代表祂在某個比祂更高的

律法之下嗎? 若不是，那這又是什麼意思? 

If we say that God cannot do something, what does this mean? Does it mean that he is 

subject to a law that is higher than himself? If not, what does it mean?  

 

4. 十字架教導我們上帝是怎麼樣的一位神? (品格、屬性)  

十字架告訴我們上帝如何看待我們的罪? 

What does the cross teach us about the character of God? What does it teach us about 

how God views our sins?  

 

5. 在十字架與神相遇，是什麼意思? 

What does it mean to meet God at the cro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