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在人的國中掌權 - 但以理書 

第二課  大人像異象, 火窯試煉, 七期 (但 2:31 – 4:37) 

 

一. 大人像異象(二 31-49) 

  1. 王夢中見到的(v.31-36) 

A. 看哪！Behold ! 

a. Behold, 你夢見一個大像(image)，這像甚高，極其(無與倫比)光耀，站在你面

前， 

形狀甚是可怕。 

b. 這像的頭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和腰(大腿)是銅的， 

c. 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有鐵有泥)。 

 

B. 觀看 

a.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碎； 

b. 金、銀、銅、鐵、泥都一同砸得粉碎(粉碎,粉碎) 

- 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 

c. 打碎(重擊)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全地) 

 

金  頭  巴比倫帝國 

634 BC - 562 BC 

銀胸和膀臂 瑪代波斯帝國 

550BC - 330BC 

銅肚腹和腰  希臘馬其頓帝國 

336BC - 323BC 

 

鐵  腿 羅馬帝國 

  西羅馬    44BC –  476AD 

  東羅馬   286AD – 1453AD 

半鐵半泥的腳  

 

  2.  大人像異象的解釋(v.37-49) 

A. 金頭 – 巴比倫帝國, 尼布甲尼撒王 

a. 王啊，你是諸王之王(王, 王) 

b. 天上(heaven) 的 神(God) 已將國度(kingdom)、權柄(power)、能力(strength)、 

尊榮(glory) 都賜給你 

c. 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獸(beast)，並天空(heaven)的飛鳥，他都交付你手， 

使你掌管這一切 

 

 B. 銀胸膛和銀膀臂 - 在你以後必另興一國，不及於你 

C. 銅肚腹和腰(大腿) - 又有第三國，就是銅的，必掌管天下(全地) 

D. 鐵的腿 - 第四國，必堅壯如鐵，鐵能打碎(粉碎)剋制(擊碎)百物，又能壓碎(擊破) 

一切(all)，那國也必打碎壓制列國(all) 

 



E. 半鐵半泥的腳 

a. 一半(part)是窯匠的泥，一半(part)是鐵，那國將來也必分開 

b. 你既見鐵與泥(鐵,黏土,泥)攙雜(混合)，那國也必有鐵的力量。 

c. 那腳指頭，既是半鐵半泥，那國也必半強半弱。 

d. 你既見鐵與泥(鐵,黏土,泥)攙雜，那國民也必與各種人攙雜，卻不能彼此 

相合(附著)，正如鐵與泥不能相合(攙雜)一樣。 

 

F. 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 

a. 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heaven)的 神(God)， 

卻要打碎滅絕(粉碎,終結)那一切國(all kingdoms) 

b. 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這國 

必存(興起)到永遠。 

c. 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

銅、  

鐵、泥， 

 

  3. 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 

那就是至大的 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知道)。 

這夢準是這樣(真實的)，這講解也是確實的(可信的)。 

 

  4.  尼布甲尼撒王的信服 (v.46-49) 

A. 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並且吩咐人給他奉上供物和香品 

B. 你們的 神 

a. 誠然(當然)是萬神之神(God God)、萬王之主 

b. 是顯明奧祕事的(secret) 

 C. 高抬但以理，…，派他管理巴比倫全省，又立他為總理，掌管巴比倫的一

切哲士 

 D. 派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管理巴比倫省的事務 

 

二. 火窯試煉 (三 1-30) 

  1. 尼布甲尼撒王立金偶像(v.1-7) 

 A. 金偶像 

  a. 源於王的大人像異夢 

  b. 全金的偶像, 高六十肘(27m)，寬六肘(2.7m), 比例 1:10 

  c. 在巴比倫省杜拉平原(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管理巴比倫省的事務) 

 

 B. 開光(奉獻)之禮  

  a. 巴比倫帝國各級的官員 

  b. 各方(people)、各國(nation)、各族（舌, 語言） 

- 當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c. 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時扔在烈火的窯中 

 

** 自古以來, 獨裁帝國都逼迫人做磚, 都有火窯為刑罰的工具 



  2. 神的百姓拒絕敬拜偶像 (v.8-18) 

 A. 但以理三朋友被控告 – 控告不敬拜偶像就是不服從王 

     王啊，這些人不理你(不接受下詔)，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B. 王的威嚇 

  a. 你們不事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真)的嗎？ 

  b. 挑戰真神 

若不敬拜，必立時扔在烈火的窯中，有何神(God)能救你們脫離我手呢？ 

 

 C.  但以理三朋友的回答 

  a. 當場拒絕 -  尼布甲尼撒啊，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 

  b. 期盼神的拯救 - 我們所事奉的 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 

王啊，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 

  c. 預備殉道的決心 –  

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3. 神在火窯中施行拯救 (v.19-30) 

 A. 但以理三朋友被丟進火窯中 

  a. 窯燒熱，比尋常更加七倍 

  b. 三人穿著褲子、內袍、外衣，和別的衣服，被捆起來扔在烈火的窯中 

  c. 抬的人都被火焰燒死 

 

 B. 火窯苦難中有神的同在 

  a. 苦難中神子顯現 

看哪，我見有四個人，並沒有捆綁，在火中遊行，也沒有受傷；那第四個的相

貌好像神子 

  b. 火無力(權利)傷他們 

火無力傷他們的身體，頭髮也沒有燒焦，衣裳也沒有變色，並沒有火燎的氣

味。 

 

 C. 尼布甲尼撒王再次看見神的真實 

  a. 至高 神(God)的僕人…. 

  b.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 神是應當稱頌的！他差遣使者救護倚靠他的僕人 

  c. 無論何方、何國、何族的人，謗讟神的，必被凌遲，他的房屋必成糞堆 

  d. 沒有別神能這樣施行拯救 

 

三. 尼布甲尼撒王經過七期 (time, 年) (四 1-37) 

  1. 王的喻令 (v.1-3) 

  願你們大享平安！我樂意將至高的 神向我所行的神蹟奇事宣揚出來。 

他的神蹟(sign)何其大！ 

他的奇事(wonder)何其盛(有能力)！ 

他的國(kingdom)是永遠的(永遠的 kingdom)； 

他的權柄(統治權)存到萬代(世代, 世代)！ 



  2. 王自述 “大樹, 七期” 夢(v.4-18) – 王第一人稱講述 

 A. 夢發生的場景和感覺 

a. 安居(休息)在宮中，平順(如樹昌盛)在殿內 

  b. 夢使我懼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兇兆思想)，並腦中的異象，使我驚惶(恐怖) 

  c. 巴比倫的其他哲士不能把夢的講解告訴我 

  d. 最後尋求但以理的解夢 

術士的領袖伯提沙撒啊，因我知道你裡頭有聖神的靈，甚麼奧祕的事都不能使

你為難，我國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將夢的講解告訴我，惟獨你能，因你裡頭有

聖神的靈 

 

 B. 王自述夢中的異象 

  a. Behold, 我看見 

i. 地(大地, earth)當中有一棵樹，極其高大。 

ii. 那樹漸長，而且堅固(強壯,堅硬,傲慢自大)，高得頂天(heaven)， 

從地(大地, earth)極都能看見， 

 

iii. 葉子華美，果子甚多，可作眾生的食物；田野的走獸(beast)臥在蔭下， 

天空的飛鳥宿在枝上；凡有血氣的(flesh,肉體)都從這樹得食(餵養) 

 

** 尼布甲尼撒王, 巴比倫帝國為整個外邦人國度的代表, 大樹就預表遮蓋了從以色列 

選民亡國之後, 所有的歷代帝國. 

 

 

b. Behold，見有一位守望的(watcher)聖者(天使)從天(heaven)而降 

i. 大聲呼叫說：『伐倒這樹！砍下枝子！搖掉葉子！拋散果子！使走獸離開樹

下，  飛鳥躲開樹枝。 

ii. 樹墩卻要留在地內，用鐵圈和銅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讓天(heaven)露 

滴濕，使他與地上的獸一同吃草， 

iii. 心改變(被改變)，不如(異於)人心；給他一個獸心，使他經過七期（time,

年） 

iv. 這是守望者所發的命(法令,decree)，聖者所出的令(話,word)，好叫世人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有主宰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或立極卑微

的人執掌國權。』 

 

  3. 但以理講解“大樹, 七期”夢(v.19-27) 

 A. 但以理聽到夢的反應 

  a. 驚訝片時，心意(thought)驚惶(trouble) 

  b. 我主啊，願這夢歸與恨惡你的人，講解歸與你的敵人 

 

 B. 但以理解夢 

  a. 尼布甲尼撒王就是那大樹 

王啊，這漸長又堅固的樹就是你。你的威勢(majesty)漸長及天(heaven)， 

你的權柄管到地極。 



 

  b. 對於七期的解夢 

   i. 臨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於至高者的命(decree) 

ii. 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與野地的獸同居，吃草如牛(公牛)，被天露滴濕 

iii. 要經過七期(time,年) 

iv. 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 

v. 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樹墩，等你知道諸天(heavens)掌權，以後你的國必定歸你 

 

  c. 但以理對王的諫言 

    施行公義斷絕罪過(sin)，以憐憫(顯出恩惠)窮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

長 

 

  4. 預言的應驗 – 十二個月後應驗 

 A. 尼布甲尼撒王的驕傲 

  a. 他遊行在巴比倫王宮裡（上）。他說： 

「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 

要顯我威嚴的榮耀嗎？」 

 

b. 這話在王口中尚未說完，有聲音從天降下，    說：「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話對

你說，你的國位離開你了。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與野地的獸同居，吃草如牛，且

要經過七期。 

 

c. 神自己的宣告:  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 

d. 當時這話就應驗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 

 

 B. 預言應驗 

  a. 他被趕出離開世人 

b. 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濕，頭髮長長， 

好像鷹毛；指甲長長，如同鳥爪。 

 

 C. 七期(年)之後 – 重掌王權 

  a. 日子滿足，我─尼布甲尼撒舉目望天，我的聰明復歸於我 

b. 我的聰明復歸於我，為我國的榮耀、威嚴(honor)，和光耀也都復歸於我； 

c. 並且我的謀士和大臣也來朝見我。我又得堅立在國位上，至大的權柄(majesty) 

加增於我。 

 

 D. 尼布甲尼撒王讚美歸榮耀於神 

a. 我便稱頌(bless)至高者，讚美尊敬活到永遠的 神。他的權柄是永有的(永遠掌

權)；他的國存到萬代(世世代代)。世上(全地)所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在天上

的萬軍和世上(全地)的居民中，他都憑自己的意旨行事。無人能攔住他手，或

問他說，你做甚麼呢？ 

 

b. 我─尼布甲尼撒讚美、尊崇(升高)、恭敬(榮耀)天上的王；因為他所做的全都誠

實，他所行的也都公平(審判)。那行動驕傲的，他能降為卑。 



 

** 預言通常有一個近期的應驗, 但也有一個長期的應驗. 七期短期的應驗是尼布甲尼撒

王得了狂狼症七年. 但七期的異夢是否有更深遠的預言呢? 

 

 預言外邦人國度的時間長短? 

 預言人類在一個自我瘋狂的景況下, 有一天會經歷苦難後全然覺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