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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活的真神 
THE LIVING GOD 

講員 Speaker：柯達文牧師 Pastor David Clotfelter 日期 Date：四月十一日 April 11, 2021 

經文 Verse：但以理書 Daniel 6:19-28  

主題 Theme：上帝希望從祂百姓的生命中得到榮耀。 

God wants to be glorified in the lives of his people.  
 

一、 透過服事社會，我們榮耀上帝 

We Glorify God by Serving Our Society 

 以弗所書二章 10 節「我們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穌裏創造的，為要使我們

行善，就是上帝早已預備好要我們做的。」(Ephesians 2:10) 

 馬太福音五章 16 節「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把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Matthew 5:16) 
 
 
 
 
 
 
 

二、 透過把祂擺在第一位，我們榮耀上帝 

We Glorify God by Putting Him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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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五章 22-23 節「聖靈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實、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Galatians 5:22-23)  
 
 
 
 
 
 
 

三、 透過相信祂的能力，我們榮耀上帝 

We Glorify God by Trusting His Power 

 但以理書六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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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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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透過相信祂的公義，我們榮耀上帝 

We Glorify God by Trusting His Justice 

 但以理書六章 21-22 節「但以理對王說：『願王萬歲！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

獅子的口，叫獅子不傷我，因我在上帝面前無辜。王啊，在你面前我也沒有做

過任何虧損的事。』」(Daniel 6:21–22)  

 羅馬書十二章 19 節「各位親愛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給主的憤怒留地步，

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Romans 12:19) 
 
 
 
 

五、 上帝可以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使用我們 

God Can Use Us in Ways We Cannot See 

 但以理書六章 25-27 節「於是，大流士王傳旨給住在全地各方、各國、各族的

人說：『願你們大享平安！現在我降旨，我所統轄全國的人民，都要在但以理

的上帝面前戰兢畏懼。因為他是活的上帝，永遠長存，他的國度永不敗壞，他

的權柄永存無極！他庇護，搭救，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蹟奇事，救了但以理脫離

獅子的口。』」(Daniel 6:25–27) 
 
 
 
 
反思及討論問題 Questions for Meditation and Discussion 
1. 再複習一下但以理書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故事。哪個故事能給你最大的鼓勵? 為

什麼? 
Review the stories in Daniel 1-6. Which of these stories gives you the greatest 
encouragement? Why?  

2. 但以理既不是牧者也不是宣教士，他的服事是分別在兩個異教政府中，當一名
行政官員。這告訴我們上帝怎麼樣看待我們每天的工作呢? 
Daniel was not a pastor or a missionary. He served as a government official in 
two pagan governments. What does this tell us about how God regards our 
daily work?  

3. 但以理之所以有屬靈的力量，並不是自然產生的，是因為他每天殷勤地尋求神，
哪怕是在危險的情況中。現在有什麼正在攔阻你，使你無法成為一個有屬靈力
量的人? 
Daniel’s spiritual power did not come to him automatically. He sought God 
diligently day by day, even when it was dangerous to do so. What is hindering 
you from becoming a person of great spiritual power?  

4. 如果上帝不一定會讓我們免受傷害，那我們知道祂有能力可以保護我們，又有
什麼意義呢? 
If God does not always protect us from harm, what is the good of knowing that 
he has the power to do so?  

5. 你是否曾看過或經歷過不公平、不公義的事情，是至今還未解決的? 對你而言，
要將這件事交託在上帝手中是容易的還是困難的? 
Have you seen or experienced injustices that have not been resolved yet? Is it 
difficult or easy for you to leave these things in God’s hands?  

6. 若上帝真能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用我們不知道的方式使用我們，那這會如何
影響我們今天的生活? 
If God is able to use us in ways we cannot see, 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the 
way we should l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