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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王的異夢 

 

 

這一章前面 25 節是敘事, 後面 24 節主要是但以理為尼布甲尼撒王解夢. 整件事是上帝安排

但以理在三年培訓之後迅速被皇帝賞識, 立即上到高位. 尼布甲尼撒王的夢境開始了神給但

以理的預言.這些預言的主旨是: 天上的神廢王、立王，顯明末後的事，並且祂將另立一個

永存的神國、取代人類所有的國度。 

 

A. 發夢後忘記夢境 

 

1. 認識尼布甲尼撒王 (v.1-v.12) 

 

2:1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夢，心裡煩亂，不能睡覺。 

2:2 王吩咐人將術士、用法術的、行邪術的，和迦勒底人召來，要他們將王的夢告訴王，

他們就來站在王前。 

2:3 王對他們說：「我做了一夢，心裡煩亂，要知道這是甚麼夢。」 

2:4 迦勒底人用亞蘭的言語對王說：「願王萬歲！請將那夢告訴僕人，僕人就可以講

解。」 

2:5 王回答迦勒底人說：「夢我已經忘了（或譯：我已定命；八節同），你們若不將夢和

夢的講解告訴我，就必被凌遲，你們的房屋必成為糞堆； 

2:6 你們若將夢和夢的講解告訴我，就必從我這裡得贈品和賞賜，並大尊榮。現在你們要

將夢和夢的講解告訴我。」 

2:7 他們第二次對王說：「請王將夢告訴僕人，僕人就可以講解。」 

2:8 王回答說：「我准知道你們是故意遲延，因為你們知道那夢我已經忘了。 

2:9 你們若不將夢告訴我，只有一法待你們；因為你們預備了謊言亂語向我說，要等候時

勢改變。現在你們要將夢告訴我，因我知道你們能將夢的講解告訴我。」 

2:10 迦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說：「世上沒有人能將王所問的事說出來；因為沒有君王、大

臣、掌權的向術士，或用法術的，或迦勒底人問過這樣的事。 

2:11 王所問的事甚難。除了不與世人同居的神明，沒有人在王面前能說出來。」 

2:12 因此，王氣忿忿地大發烈怒，吩咐滅絕巴比倫所有的哲士。 

 

• 舊約聖經提到利布甲尼撒王共 90 次, 除了 30 次是在但以理書之內, 還有六十次

是在其他書卷, 包括列王記下, 歷代誌上與下, 以斯拉記和耶利米書. 

• 在這個時候尼布甲尼撒王已經是中東的霸主, 建立了當代超級王國, 但根據但以

理在 v.29 揭露的, 王在床上想到後來的事, 引發他發了這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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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夢讓王心裏煩亂, 他知道曾經發過夢, 但卻忘記了夢的內容, 但卻不是完全的

忘記, 到後來但以理將夢境講出來他馬上知道但以理說的是真的. 這是一種很特

別的情況, 相信是神特別安排的. 

• 從王的反應(要滅絕所有宮廷裏面的術士)看到他是個個性多疑、不可理喻、固

執己見、脾氣暴躁、殘忍無情橫蠻固執的暴君, 視人命如草芥. (v.12-13) 

 

2. 認識宮廷中的術士 (v.7-v.12) 

 

2:7 他們第二次對王說：「請王將夢告訴僕人，僕人就可以講解。」 

2:8 王回答說：「我准知道你們是故意遲延，因為你們知道那夢我已經忘了。 

2:9 你們若不將夢告訴我，只有一法待你們；因為你們預備了謊言亂語向我說，要等候時

勢改變。現在你們要將夢告訴我，因我知道你們能將夢的講解告訴我。」 

2:10 迦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說：「世上沒有人能將王所問的事說出來；因為沒有君王、大

臣、掌權的向術士，或用法術的，或迦勒底人問過這樣的事。 

2:11 王所問的事甚難。除了不與世人同居的神明，沒有人在王面前能說出來。」 

2:12 因此，王氣忿忿地大發烈怒，吩咐滅絕巴比倫所有的哲士。 

 

• 這班人包括所謂智者、用法術、行邪術的人, 他們進行占卜、算命各樣的通靈

者, 也包括擅長星相學的迦勒底人.  經過這件事之後這班人依然留在宮廷裏(4:7) 

他們無法知道王忘記了的夢, 其實這類人憑著邪靈的能力可能行到一些邪術, 但

他們的能力很有限. 

• 他們在 v.10 說的是事實, 他們在 v.11 間接指出天地間有一位有能力的真神, 也承

認了他們與真神之間沒有關係. 

 

3. 認識但以理(v.13-v.25) 

 

2:13 於是命令發出，哲士將要見殺，人就尋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殺他們。 

2:14 王的護衛長亞略出來，要殺巴比倫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 

2:15 向王的護衛長亞略說：「王的命令為何這樣緊急呢？」亞略就將情節告訴但以理。 

2:16 但以理遂進去求王寬限，就可以將夢的講解告訴王。 

2:17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將這事告訴他的同伴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 

2:18 要他們祈求天上的 神施憐憫，將這奧祕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與巴比倫

其餘的哲士一同滅亡。 

2:19 這奧祕的事就在夜間異象中給但以理顯明，但以理便稱頌天上的 神。 

2:20 但以理說：「 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 

2:21 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人。 

2:22 他顯明深奧隱祕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與他同居。 

2:23 我列祖的 神啊，我感謝你，讚美你，因你將智慧才能賜給我，允准我們所求的，把

王的事給我們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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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於是，但以理進去見亞略，就是王所派滅絕巴比倫哲士的，對他說：「不要滅絕巴比

倫的哲士，求你領我到王面前，我要將夢的講解告訴王。」 

2:25 亞略就急忙將但以理領到王面前，對王說：「我在被擄的猶大人中遇見一人，他能將

夢的講解告訴王。」 

 

• 但以理在宮廷中是與這一班的術士在一起, 所以他也面對殺身之禍. (v.13) 

• 雖然但以理面臨殺身之禍, 他卻非常冷靜地面對殺手, 就像他之前面對太監長一

般, 他都能夠冷靜地和技巧地順利說服對方.(v.14-15) 

• 他是一個禱告的勇士, 面對大事不單自己禱告, 亦都邀請三位朋友一同祈禱. 他們

祈求的內容和目標是相當明確的.(v.18) 

• 上帝聽了他禱告之後, 但以理對神充滿了感恩和稱頌 (v.20-23), 因為他深知道智

慧和知識的來源. 

• 但以理在 v.20-23 的禱告帶出了一些真理:  神掌管人類歷史列國興亡、只有神能

賜人智慧與知識，祂是那位創造宇宙萬有的獨一真神，祂是智慧的開端。  

 

B. 但以理為王解夢 (v.26-45) 

 

2:26 王問稱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說：「你能將我所做的夢和夢的講解告訴我嗎？」 

2:27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說：「王所問的那奧祕事，哲士、用法術的、術士、觀兆的都不

能告訴王； 

2:28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 神能顯明奧祕的事。他已將日後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

的夢和你在床上腦中的異象是這樣： 

2:29 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後來的事，那顯明奧祕事的主把將來必有的事指示你。 

2:30 至於那奧祕的事顯明給我，並非因我的智慧勝過一切活人，乃為使王知道夢的講解和

心裡的思念。 

2:31「王啊，你夢見一個大像，這像甚高，極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狀甚是可怕。 

2:32 這像的頭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和腰是銅的， 

2:33 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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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於是金、銀、銅、鐵、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

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 

2:36「這就是那夢。我們在王面前要講解那夢。 

2:37 王啊，你是諸王之王。天上的 神已將國度、權柄、能力、尊榮都賜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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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獸，並天空的飛鳥，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這一切。你就是那

金頭。 

2:39 在你以後必另興一國，不及於你；又有第三國，就是銅的，必掌管天下。 

2:40 第四國，必堅壯如鐵，鐵能打碎剋制百物，又能壓碎一切，那國也必打碎壓制列國。 

2:41 你既見像的腳和腳指頭，一半是窯匠的泥，一半是鐵，那國將來也必分開。你既見鐵

與泥攙雜，那國也必有鐵的力量。 

2:42 那腳指頭，既是半鐵半泥，那國也必半強半弱。 

2:43 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民也必與各種人攙雜，卻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鐵與泥不能相

合一樣。 

2:44 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 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

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2:45 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那就是至大

的 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這夢準是這樣，這講解也是確實的。」 

 

• 但以理首先告訴王只有上帝能顯明奧秘的事, 因此王得到的是上帝發出的預言

(日後必有的事).(v.28). J. Barton Payne 計算過聖經中有 1817 個預言, 其中 1,239 在

舊約，578 在新約. 他也有以下的統計: 聖經共有 8,352 節經文是預言，為全本聖

經 31,102 節經文的 27％。而有關主耶穌第二次再來的預言，比祂第一次來的預

言多 8 倍. 上帝樂於發出預言的原因: 

 

o 你們要追念上古的事。因為我是 神，並無別神；我是 神，再沒有能

比我的。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說：我的籌算

必立定；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我已說出，也必成就；我已謀定，

也必做成。 --以賽亞書 46:9-11  

o 我從古時將這事給你說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說：這些事是我

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鑄造的偶像所命定的。 --以賽亞書 

48:5  

o 我為自己的緣故必行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褻瀆？我必不將我的榮耀

歸給假神。--以賽亞書 48:11 

 

• 尼布甲尼撒王不是先知, 也不是猶太人, 上帝竟然將有關猶太人預言在夢中首先

向他展示, 可見尼布甲尼撒在神的國度有很特別的地位. 

• 但以理告訴尼布甲尼撒王, 他夢中見到的是一個可怕的巨型大像, 代表了當時為

以後的四大帝國. 當時但以你只知道金頭是指巴比倫, 之後三個身體的部分是指

什麼因為還未出現但以理是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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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頭 

（2:32, 37-38） 

銀的上身 

（2:32, 39） 

銅的腰身 

（2:32, 39） 

鐵的腿、半鐵半泥的

腳 

（2:33, 40-43） 

巴比倫 

625-539 BC 

瑪代波斯 

539-331 BC 

希臘 

331-163 BC 

西羅馬 

63 BC-476 AD 

 

• 以上是指西方近代的四個重要帝國, 乃是屬於人的國度, 但以理接續向王解釋如

下: 

 

v.37-38 巴比倫（金頭）最強盛: 「王啊，你是諸王之王。天上的 神已將國

度、權柄、能力、尊榮都賜給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獸，並天空的飛鳥，

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這一切。你就是那金頭。」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時代

(主前 605 至 562 年)，國勢，榮華，達到極峰。巴比倫城成為上古世界最偉

大，繁華，美麗的都城。 

 

v.39 之後代替巴比倫的帝國是以銀的胸膛和膀臂代表, 不及巴比倫的威勢。

歷史顯示這個預言是指瑪代波斯。於主前 538 年將巴比倫滅亡（但 4），建

立瑪代和波斯帝國。瑪代和波斯是由二國連合形成一個帝國。 

 

v.39 之後興起那一個帝國是以銅的肚腹和腰代表, 勢力又弱了一環。歷史顯示

這個預言是指希臘。主前 336 年亞歷山大繼父王位作馬其頓王，他是舉世難

得的軍事天才，征服特拉加，以利哩亞及希臘，於主前 331 年滅了瑪代和波

斯，攻克巴比倫、完成建立希臘帝國的大業。 

 

v.40 之後興起的那一個帝國是以鐵的腿代表，這個帝國軍力強勁 (「必堅壯

如鐵，鐵能打碎剋制百物，又能壓碎一切，那國也必打碎壓制列國」。) 這

個帝國由於軍力強大，會侵略別國擴展版圖。但這個以腿形容的帝國將會一

分為二。歷史顯示這個預言是指羅馬帝國，羅馬帝國於主後 395 年分裂成為

西羅馬帝國及東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於主後 476 年淪亡，東羅馬帝國則淪

亡於主後 1453 年。 

 

「鐵與泥攙雜」：一方面是羅馬的政體（有時是帝制，有時是議會

制，共和制等攙雜不一），另一面是羅馬人與各種人攙雜；羅馬帝國

因殖民地多，有許多附庸國，分封之王是指派當地人，又因不放心另

加派羅馬人作總督，巡撫，率軍駐境，久而久之就產生通婚混血，因

而人種攙雜，卻不能彼此相合。 

 

v.41-43 腿以下的延伸，成為鐵與泥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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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既見像的腳和腳指頭，一半是窯匠的泥，一半是鐵，那國將來也必

分開。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也必有鐵的力量。那腳指頭，既是半

鐵半泥，那國也必半強半弱。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民也必與各種

人攙雜，卻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鐵與泥不能相合一樣。 

 

歷史顯示這個預言是指歐洲同盟，十個腳指頭是指十個同盟國，同盟內有強

有弱，將來敵基督很可能從歐洲出現。 

 

以後神會給但以理更清楚有關於人的國度的預言: 四個獸的夢（7:1-23），綿

羊與山羊的異象（8:1-23），到南王和北王的交戰（11:1-45），預言巴比

倫、瑪代波斯、希臘、和羅馬帝國的替代。 

 

• 永不敗壞的的國度 

 

v.34-35 開始預言將來人的國度會結束，而神的國度會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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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金、銀、銅、鐵、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

風吹散，無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 

 

v.44「...天上的 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

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C. 異像的結論 

 

• 但以理向王宣告了兩個令人震驚的信息： 

 

o 你的國不是你自己努力的結果。相反，是“天上的神給了你國度、權柄、力

量，榮耀”（但:37）。因此，你所有的驕傲都是愚蠢和虛幻的。 

 

o 你的王國註定會滅亡的。在你以後必另興一國，雖然沒有巴比倫強大，卻會

取代巴比倫。 

 

• 整個大像是全天下列國的代表，象徵人類歷史事件的走向。大像乃是作為一個

整體，各個部份代表歷代人間的政權及敵擋上帝的國度，外邦人的日期（路加

福音 21：24）開始時雖然像精金般輝煌，最後下場卻如糠秕塵土一樣衰敗，而

最終將被上帝的國（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擊潰毀滅，屆時一個屬於上帝的永

恆國度要被建立。 

 



 

14 
 

• 由金而銀、由銀而銅，每下愈況；這世界的情形，只會越過越敗壞，越過越不

如前，所以基督徒不要把希望寄託在屬世的事上，而應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

就是在天上永存的國度(來 11：16)。 

 

• 上帝的國度將充滿天下。人手造的大像，在末後被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擊

碎滅絕。這塊石頭象徵上帝的國度，永不敗壞，要存立到永遠。石頭化成大

山；意即人的國度終將結束，而上帝的國度要大大擴展，充滿天下。對一群被

擄為奴的上帝子民而言，這是一個盼望的信息：人間的國權無論多麼強盛興

旺，也只是暫存的，最終都要灰飛煙滅，唯有上帝的國度永遠長存。 

 

• 但以理的解夢道出神在歷史中的計劃：世界列國的權勢演變都要按人像各部分

的次序應驗，換言之，世界列國的歷史是神所預定的。歷史掌管在上帝手中，

祂已有全盤的計劃，時局按照祂的旨意在推展。 

 

D. 王的反應 (v.46-49) 

 

2:46 當時，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並且吩咐人給他奉上供物和香

品。 

2:47 王對但以理說：你既能顯明這奧祕的事，你們的 神誠然是萬神之神、萬王之

主，又是顯明奧祕事的。」 

2:48 於是王高抬但以理，賞賜他許多上等禮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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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管理巴比倫省的事務，只是但以

理常在朝中侍立。 

 

• 王當然知道但以理正確地講出夢的內容，而但以理對夢的解釋王極可能只明

白第一個部份。他似乎連他的帝國將會被取代也不在意。 

 

• 他的反應相當強烈，v.46：「...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並且吩咐人給他

奉上供物和香品。」 

 

• 王對但以理承認：「你們的 神誠然是萬神之神、萬王之主，又是顯明奧祕

事的。」注意他稱神為「你們的神」。 

 

• 王立但以理為總理，掌管巴比倫一切哲士。但以理請王也提升三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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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 上帝要用我們,必定在最適當的時候為我們製造機會, 就像但以理迅速能夠透

過解夢被王賞識, 開始了 70 年的宮廷服侍. 我們的責任是預備自己隨時聽候上

帝的差遣. 

 

2. 人類的歷史和帝國的興衰都在神的掌握當中, 一切都按著上預定的計劃進

行. 在這個過程當中上帝揀選國家領袖, 他們有按公義和慈愛治國, 也有殘暴和

腐敗的領袖, 他們都最終要向神負責. 

 

3. 地上的國度有一天都要過去, 神的國要永遠降臨在地上, 從啟示錄 20 章形容的

千年國度開始, 以後進入新天新地, 都是由上帝掌權, 因此主耶穌教導我們禱告: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