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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书 Daniel   

2:1-2, 13-19, 25-36, 46-49



1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作了梦，心里烦乱，
不能睡觉。
In the second year of Nebuchadnezzar’s reign, Nebuchadnezzar dreamed 

such dreams that his spirit was troubled and his sleep left him.

2  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迦勒
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
在王前。
So the king commanded that the magicians, the enchanters, the

sorcerers,and the Chaldeans be summoned to tell the king his dreams. 

When they came in and stood before the king,

但以理书 Daniel   2:1-2   (NRSV)



13  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见杀，人就寻找但以理
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
The decree was issued, and the wise men were about to be executed; 

and they looked for Daniel and his companions, to execute them.

14  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
理就用婉言回答他，
Then Daniel responded with prudence and discretion to Arioch, the

king’s chief executioner, who had gone out to execute the wise men of 

Babylon; 

但以理书 Daniel   2:13-19   (NRSV)



15  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
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
he asked Arioch, the royal official, “Why is the decree of the king so 

urgent?” Arioch then explained the matter to Daniel.

16  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
王。 So Daniel went in and requested that the king give him time and

he would tell the king the interpretation.

但以理书 Daniel   2:13-19   (NRSV)

17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
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

Then Daniel went to his home and informed his companions, Hananiah, 

Mishael, and Azariah,



18  要他们祈 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
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
灭亡。
and told them to seek mercy from the God of heaven concerning this 

mystery, so that Daniel and his compan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wise

men of Babylon might not perish. 

但以理书 Daniel   2:13-19   (NRSV)

19  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
理便称颂天上的神。
Then the mystery was revealed to Daniel in a vision of the night, and 

Daniel blessed the God of heaven.



25  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
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
诉王。」
Then Arioch quickly brought Daniel before the king and said to him: “I 

have found among the exiles from Judah a man who can tell the king

the interpretation.”

26  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作
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么？」
The king said to Daniel, whose name was Belteshazzar, “Are you able to 

tell me the dream that I have seen and its interpretation?”

但以理书 Daniel   2:25-36   (NRSV)



27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
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兆的都不能告诉王；
Daniel answered the king, “No wise men, enchanters, magicians, or 

diviners can show to the king the mystery that the king is asking,

28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
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
上脑中的异象是这样：
but there is a God in heaven who reveals mysteries, and he has

disclosed to King Nebuchadnezzar what will happen at the end of days. 

Your dream and the visions of your head as you lay in bed were these:

但以理书 Daniel   2:25-36   (NRSV)



29  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
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
To you, O king, as you lay in bed, came thoughts of what would be 

hereafter, and the revealer of mysteries disclosed to you what is to be.

30  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
一切活人 ，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
But as for me, this mystery has not been revealed to me because of any 

wisdom that I have more than any other living being, but in order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may be known to the king and that you may

understand thethoughts of your mind. 

但以理书 Daniel   2:25-36   (NRSV)



31  「王啊， 你梦见一个大像，这像甚高，极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
“You were looking, O king, and lo! there was a great statue. This statue 

was huge, its brilliance extraordinary; it was standing before you, and

its appearance was frightening.

32  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
腰是铜的，
The head of that statue was of fine gold, its chest and arms of silver, its 

middle and thighs of bronze,

但以理书 Daniel   2:25-36   (NRSV)



33  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
its legs of iron, its feet partly of iron and partly of clay. 

34  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
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
As you looked on, a stone was cut out, not by human hands, and it

struck the statue on its feet of iron and clay and broke them in pieces. 

但以理书 Daniel   2:25-36   (NRSV)



35  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
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
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Then the iron, the clay, the bronze, the silver, and the gold, were all

broken in pieces and became like the chaff of the summer threshing

floors; and the wind carried them away, so that not a trace of them could

be found. But the stone that struck the statue became a great mountain 

and filled the whole earth. 

36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
“This was the dream; now we will tell the king its interpretation.

但以理书 Daniel   2:25-36   (NRSV)



46  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
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
Then King Nebuchadnezzar fell on his face, worshiped Daniel, and 

commanded that a grain offering and incense be offered to him.

47  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
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
事的。」
The king said to Daniel, “Truly, your God is God of gods and Lord of

kings and a revealer of mysteries, for you have been able to reveal this 

mystery!” 

但以理书 Daniel   2:46-49   (NRSV)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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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
一切哲士。
Then the king promoted Daniel, gave him many great gifts, and made

him ruler over the whole province of Babylon and chief prefect over all

the wise men of Baby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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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
Daniel made a request of the king, and he appointed Shadrach, 

Meshach, and Abednego over the affairs of the province of Babylon. But

Daniel remained at the king’s court. 

但以理书 Daniel   2:46-49   (NR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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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掌权2 : God is in control II:

使 君 王 敬 畏 神 的 弱 者
The weak one who makes the king to awe God



在 神 的 工 具 箱 里 …

• 中国人对梦有些贬意，笑人做「白日梦」

• 你常有做梦吗？

• 是彩色或是黑白的？

• 神常常用这个工具来介入人类的活动中！

• 如雅各梦见天梯、约瑟解法老梦、但以理为王解梦 …

• 彼得曾引用约珥书「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
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 」 ( 使 徒 行 传 2 : 1 7 )

今日，神仍使用这工具来安慰 、帮助人明白神的心意…



异 梦 -异 象 …

• 异梦异象是神给一些信徒的特别引导。

• 异象是一个广义的名词，多指在日间，人清醒时神给予他
的特殊「看见」。

• 而异梦则是指夜间睡觉时，神借着「梦」向人启示祂自己
，和指示人当行的路，异梦亦可说是异象的一种。也有梦
中的异象，就是在梦裡神显示一些图画说明祂的心意 。

「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
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 」

(民数记12：6)



弱 勢 者 的 逆 转 胜 …

• 一个中国人在外国被软禁一千多日， 高调地凯旋回国了！

• 她自己声明中说做梦也想到祖国！

• 相信同样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也常梦回耶城 …

当日，神用梦使弱者逆转胜，叫强者自卑敬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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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掌权2 : God is in control II:

使 君 王 敬 畏 神 的 弱 者
The weak one who makes the king to honour God



被掳70年

85歲以上



神在掌权2 : God is in control II:

使 君 王 敬 畏 神 的 弱 者
The weak one who makes the king to honour God



尼布甲尼撒王 King Nebuchadnezzar 

当 代 最 自 大 、 最 有 权 、 最 残 忍 的 王
The most arrogant, powerful and cruel king at that time



尼布甲尼撒王 King Nebuchadnezzar 

当 代 最 自 大 、 最 有 权 势 、 最 残 忍 的 王
The most arrogant, powerful and cruel king at that time

击败亚述与埃及的联盟
于 607B.C.，「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
击靠近幼发拉底河的迦基米施 … 」 ( 代
下 35:20) 。尼布甲尼撒按照他父王的命
令，于 605B.C.，向亚述地进军，当时
埃及王尼哥安营在迦基米施 (耶46:2)。
在约雅敬第四年 (605B.C.)    4-8月， 尼布
甲尼撒打败了埃及尼哥军队。
然后在追击埃及，同时攻击和埃及有
联盟的一些周边小国，故就围困了耶
路撒冷这城 (5-8月 )。

武 功 Military



尼布甲尼撒王 King Nebuchadnezzar 

当 代 最 自 大 、 最 有 权 势 、 最 残 忍 的 王
The most arrogant, powerful and cruel king at that time

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作王后，
国力强盛，与玛代瓜分亚
述帝国，并夺取犹大地，
直到埃及北端大片土地。

全盛时帝国版图

统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

武 功 Military



尼布甲尼撒王 King Nebuchadnezzar 

当 代 最 自 大 、 最 有 权 势 、 最 残 忍 的 王
The most arrogant, powerful and cruel king at that time

巴比伦城进行了大规模建设，使她
成为当时世上最繁华的城市：
经济建设上修建水池，调节干旱时
的用水，奴隶的人数大量增多，商
贸兴盛，成为中东最重要的工商业。

城市建设上，修建豪华的宫殿以及
各种著名的建筑城市。又为瑪代来
的王后兴建“空中花园”，被后世
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人口從不夠2 0 0万达到3 5 0万人建 設
Development



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

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但4:29)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巴比伦



巴比伦的荣耀 The glory of Babylon

尼布甲尼撒王时代，巴比伦城宏伟高大，有内外两道城墙。外墙共长96公

里，每边24公里，高90公尺，厚24公尺，墙上足以让两辆四轮战车并驰。



巴比伦的荣耀 The glory of Babylon



尼布甲尼撒王 King Nebuchadnezzar 

当 代 最 自 大 、 最 有 权 势 、 最 残 忍 的 王
The most arrogant, powerful and cruel king at that time

殘 忍 手 段
Cruel measure

巴比伦军队先后三度攻入耶路撒冷，
大肆收括富户、宫中财宝、城中财物；
焚烧圣殿、王宫、大戶的房屋；
焚燬圣殿内的金器；拆毁耶路撒冷四
围的城牆。

每次都残杀、掳走不少犹太人。他们
在犹大王面前杀了他的儿子，并剜了
犹大王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回巴
比伦。残杀城中不服从或强壮的犹太
人。妇女被姦、婴儿被杀。



尼布甲尼撒王 King Nebuchadnezzar 

当 代 最 自 大 、 最 有 权 势 、 最 残 忍 的 王
The most arrogant, powerful and cruel king at that time

他驕傲自大 他有满朝的哲士、 术士、 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和迦勒底人 v2

他有强大军队、忠心听命的护卫军 v14

他有极强的意志和极易发烈怒，
若不能适時回答的要被处死 v12

但他仍有令他心烦的事，以至夜不能睡
觉！ v1



面对压迫我们的反对势力
他们可能也有强大团队、力量来逼迫我们

他们有极强的意志和极易发烈怒

但他们肯定有令他们心烦的事

可否学习耶稣基督的
谦卑、温柔和等候？

以柔制刚！



神在掌权2 : God is in control II:

使 君 王 敬 畏 神 的 弱 者
The weak one who makes the king to awe God



但以理和三友 Daniel and his 3 friends

年 少 的 亡 国 奴 、 作 阶 下 囚 的 弱 势 一 群
Young subjugated slaves, vulnerable groups of prisoners



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亡国奴外来人 1:3

他们是年青的小人物、生命没有保障 2:13

他们是在极权下偷生、没有选择馀地 2:14

他们却可以请求获准延期，一起祈求神：
但以理更见异象、得以解梦！ 2:16-19

但以理和三友 Daniel and his 3 friends

年 少 的 亡 国 奴 、 作 阶 下 囚 的 弱 势 一 群
Young subjugated slaves, vulnerable groups of prisoners

只有依靠神



我们作為弱勢一群
我们來到海外，是小数的族群

我们人微言轻，又是基督徒，可能意见不被重视

但我们可以一起祈祷，寻求神的帮助

因为神应许我们：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
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

强壮的羞愧。」(林前1:27)



神在掌权2 : God is in control II:

使 君 王 敬 畏 神 的 弱 者
The weak one who makes the king to awe God



但以理书
这样不对等的两种人，

却因一个奇异的梦
而改变了关係和生命



这样不对等的两种人，却因一个奇异的梦
而改变了关係和生命



这 明 显 是 神 的 工 作
时机：
• 三年内发生几件事：

• 但以理和三友完成指定的培训，以超优异成绩毕业，被接纳
在王前侍立 (1:17-20)

• 尼布甲尼撒作王已經三年， 帝国虽暂时四境平定，仍有埃及
等强邻等机会反攻， 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 …(2:1)

触发点：
• 尼布甲尼撒竟无理地要求朝内的哲士异人，特别是迦勒底人

（讲亚兰文的自己族人）来讲出所做的梦和其解释 … (2:2-12)

• 因无人能答上，竟引发他下令要杀掉所有哲士！



这 明 显 是 神 的 工 作
神对但以理和三友的特别安排：
• 但以理用智慧和婉言，得护卫长告诉事件的因由 (2:14-15)

• 但以理可以去见王，获通容宽限 (2:16)

• 他们同心向神祈求将这奥祕的事指明 (2:18)

• 神当晚就将这奥祕的事向但以理显明 (2:19)

47 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
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
The king said to Daniel, “Truly, your God is God of gods and Lord of kings 

and a revealer of mysteries, for you have been able to reveal this mystery!”



这 明 显 是 神 的 工 作
因为这事件：

• 这王竟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他对但以理的神极敬畏 (2:46)

• 他高抬但以理，并赏赐礼物和赐高位管理国中一切哲士 (2:48)

• 他又接受但以理请求， 赐官与三友来管理巴比伦省事务 (2:49)

这次大翻转，完全是神掌权下的计划，叫但以理和三
友能直接在王身边侍立，大大影响决策和方向！

谁能使骄傲自大、有权有势的领袖谦卑？只有神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
In the Lord’s hand the king’s heart is a stream of water that he channels 

toward all who please him.                                           （箴言 Proverbs 21:1）



圣经另一位以色列先祖亦有这样经历
Another Israeli ancestor in the Bible had the same experience 

被卖到埃及的约瑟
Joseph, who was sold to Egypt

「这样看来，差我到这裡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
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並埃及全地的宰
相。」So then, it was not you who sent me here, but God. He made me 

father to Pharaoh, lord of his entire household and ruler of all Egypt .                   

（創世記 Genesis 4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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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异梦正告诉世界:
神是历史的掌权者



这个异梦正告诉世界:
神是历史的掌权者

31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
像，这像甚高，极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
怕。 “You were looking, O king, and lo! 

there was a great statue. This statue was huge, 

its brilliance extraordinary; it was standing 

before you, and its appearance was frightening.



32  「这像的头是精金的…
“The head of that statue was of fine gold, 

这个异梦正告诉世界:
神是历史的掌权者



32胸膛和膀臂是银的…
its chest and arms of silver…

这个异梦正告诉世界:
神是历史的掌权者



32  肚腹和腰是铜的…
its middle and thighs of bronze…

这个异梦正告诉世界:
神是历史的掌权者



33  腿是铁的…
its legs of iron…

这个异梦正告诉世界:
神是历史的掌权者



33  脚是半铁半泥的。
its feet partly of iron and partly of clay.

这个异梦正告诉世界:
神是历史的掌权者



34  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
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
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
碎；As you looked on, a stone was cut 

out, not by human hands, and it struck the 

statue on its feet of iron and clay and broke 

them in pieces. 

这个异梦正告诉世界:
神是历史的掌权者



金头

银胸

铜腹

铁腿

半泥半铁的脚

巴比伦帝国 (605-539BC)

波斯玛代帝国 (550-331BC)

希腊帝国 (336-30?BC)

罗马帝国 (27BC-1453AD)

末世十国联盟 ??

尼 布 甲 尼 撒 第二年 (603BC)：



35 打碎这像的石
头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 But the 

stone that struck the statue 

became a great mountain 

and filled the whole earth. 

这个异梦正告诉世界:
神是历史的掌权者



这个异梦正告诉世界:
神是历史的掌权者



通过认识神的主权（个人和世界）

我们有没有用心研读 - 神在圣经裡对世界的进程的预言？

我们用甚麽心态看世界步向末日？
冷漠/担心/更努力传福音

主耶稣论到末
世时，也认同：
「…你们看见
先知但以理所
说的『那行毁
坏可憎的』站
在圣地 …」
(马太福音 24:15)

主耶稣更教导：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也要预备，因为你们
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马太福音 24:4,42,44)



弱 勢 者 的 逆 转 胜 …

• 保罗经历多次神给他的异梦异象以指引方向和坚固他！

• 如马其顿人的呼声，耶稣与他受审前说话、船难前天使的
启示 … 等

• 使徒约翰更在异梦异象中看见末世写下启示录来鼓励信徒 …

今日，神仍掌權，祂能使弱者逆转胜，

目的是叫自傲者谦卑敬畏神、甚至归回神 …



神在掌权2 : God is in control II:

使 君 王 敬 畏 神 的 弱 者
The weak one who makes the king to honour G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