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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二章的預言

•但以理書第二章是所有世界預言的根基
(太 24,25; 馬 13; 路 21; 啟示錄)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
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須要
會意)太 24:15

耶穌基督要我們，會意,明白但以理書
裏面的預言。



但以理書第二章的內容

•但 2: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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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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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但 2:31-44 國字出現多過十次，這國，
那國，說神已將國度賜給尼布格尼撒，又說
日後另興一國， 第三國， 第四國。我們見
到整個預言都同國家興起，衰落的預言有關
。一國跟著一國, 直到耶穌基督返來



但以理書第二章的用意

•巴比倫是外邦人日期的開始(路 21:24)，直
到耶穌基督再來。神在這時候將整個藍圖彰
顯出來，顯示祂的大能。

•這正是猶太人被擄去到外邦人的地方的時候
。神給猶太人安慰, 被擄後70年(耶 25:11),
他們會返到去自己個國家。



但以理書第二章的經文

王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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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像的頭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
肚腹和腰是銅的、

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但 2:31-
33)



但以理書第二章的解釋

人像代表被人的統治，是外幫人的日期，
被外幫人統治的時候。

但以理書第二章 - 從人的眼光來 看列國,
像金屬做的人像, 極其光耀、形狀甚是可
怕。

但以理書第七章 - 從神的眼光來 看列國,
像野獸，畜牲。



列國的興衰

國家

巴比倫(金頭)
(608 - 538 BC)

瑪代波斯(銀胸和雙臂)
(538 – 331 BC)

希臘(銅肚腹和腰)
(331 – 44 BC)

羅馬(鐵雙腿)
(44 BC – 476 AD)

現在(半鐵半泥的腳)

(476 AD - 耶穌回來)



金頭

第一個外邦人日期的國家 - 巴比倫(608 -
538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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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2:38)

歷史學家, Herodotus, 在巴比倫亡國後一百
年探訪巴比倫。他説巴比倫是一個充滿黃金的
地方。從來未見過，甚至想像到世上會有這麼
多的黃金。



銀胸和雙臂
第二個外邦人日期的國家 - 瑪代波斯(538 -
331BC)

人有兩隻臂，代表瑪代同波斯。古列王將波斯
同瑪代聯合成一個強國。

但以理書(但 5:28; 8:20) 清楚預言，征服巴
比倫的是瑪代和波斯

波斯國的人民用銀來做錢，做買賣, 用銀來納
稅。他們用銀來籌款抵抗希臘



銅肚腹和腰

第三個外邦人日期的國家 - 希臘(331 – 44BC)

但以理書(8:21) 清楚預言，跟住瑪代和波斯
的是希臘。

亞歷山大大帝的希臘士兵都是穿上銅的頭盔和
銅的盔甲。他叫手下的人稱他掌管天下的王 (
但 2:39)



鐵的雙腿

第四個外邦人日期的國家 - 羅馬(44 BC –
476AD)

聖經沒有指出第四國的名字， 但多次用鐵來
形容這國家。

從歷史我們知道，羅馬有著名的鐵軍團。他們
用鐵做武器。一時所向無敵。 晚年像兩腿, 
分成東西兩國。



半鐵半泥的腳

現在外邦人日期的國家(476AD - 耶穌回來)

鐵是強的，泥是弱的。半鐵半泥代表再沒有控
制世界的強國。 其實我們還不能與羅馬帝國
脫離關係。 我們仍然用羅馬的律法，仍然有
一個好主要的宗教，叫羅馬天主教。

大部分學者殾同意，十隻腳趾代表有十個國家
的聯合國，會同敵基督一同統冶末世。形成了
一個復興的羅馬帝國。



這是一個偉大的預言
當尼布格尼撒發這夢的時候:

• 波斯是巴比倫的一個附庸國，

• 希臘只不過是在矌野的一個部族，

• 羅馬是 Tiber 河上面的一個村莊。

預言準確的程度，使人驚訝。就好似神一早將
未發生的歷史寫在聖經裏面。但以理將尼布格
尼撒的夢完全講中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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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間政府的脆弱

密度
(g/cc)

金 - 19.3

銀 - 10.5

銅 - 8.5

鐵 - 7.8

泥 – 1.9
末世敵基督將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啟 13:7; 17:13)



2)人間政府的退化

價值
(每安士)

金 - $1300

銀 - $17.5

銅 - $3

鐵 - $0.025

泥 - $0.00
當人性越來越差,就會去跟從像敵基督般的領袖(帖後2章)



3)人間政府的分裂

肢體

一個頭

一個胸

一個腹和腰

兩條腿和腳

十隻腳趾
當國與國,國家自己分裂,敵基督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出現(但 9:27) 



4)人間政府的武力

硬度
(MPa)

金 – 188-216

銀 - 251

銅 – 343-369

鐵 - 608

核子戰爭一觸即發（啟示錄)



結語
除了歷史預言的重要性，但以理書第二
章的信息:

1.人間政府的脆弱-

2.人間政府的退化-

3.人間政府的分裂-

4.人間政府的武力-

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10/22/17 基督的統治（但 2: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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