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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毀壞的國 
The Indestructible Kingdom 

不一樣的勇氣 講道系列 The Courage to Be Different  -Part 4 

 
講員 Speaker：柯達文牧師 Pastor David Clotfelter 日期 Date：十二月十三日 December 13, 2020 

經文 Verse：但以理書 Daniel 2:25-49 

主題 Theme：只有基督的國會存到永遠。Only Christ’s Kingdom lasts forever. 
 

一、 上帝能廢王，也能立王  God Removes Kings and Sets Up Kings 

 但以理書二章 35 節「於是鐵、泥、銅、銀、金都一同砸得粉碎，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

被風吹散，無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成了一座大山，覆蓋全地。」(Daniel 2:35) 

 但以理書二章 20-21 節「但以理說：『上帝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

智慧和能力都屬乎他。他改變時間、季節，他廢王，立王；將智慧賜給智慧人，將知識

賜給聰明人。』」(Daniel 2:20–21) 

 耶利米書二十五章 9 節「我必召北方的眾族和我僕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攻擊這地和

這地的居民，並四圍一切的國民。我要將他們盡行滅絕，以致他們令人驚駭、嗤笑，並

且永久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Jeremiah 25:9) 

 耶利米書二十五章 11-12 節「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駭。這些國家要服事巴比倫王七

十年。七十年滿了以後，我必懲罰巴比倫王和那國，並迦勒底人之地，因他們的罪孽使

那地永遠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Jeremiah 25:11–12) 

 但以理書五章 30-31 節「當夜，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殺。瑪代人大流士年六十二歲，取了

迦勒底國。」(Daniel 5:30–31) 
 
 
 
 
 
 
 

二、 基督的國會存立到永遠  Christ’s Kingdom Will Last Forever 

 但以理書二章 44 節「當諸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個永不敗壞的國度，這國

度必不歸給其他百姓，卻要打碎滅絕所有的國度，存立到永遠。」(Daniel 2:44) 

 以賽亞書九章 6-7 節「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

窮。」(Isaiah 9:6–7) 

 馬太福音四章 23 節「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導人，宣講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

各樣的疾病。」(Matthew 4:23) 

 路加福音二十章 17-18 節「耶穌看著他們，說：『那麼，經上記著：「匠人所丟棄的石

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甚麼意思呢？凡跌在那石頭上的，一定會跌得粉碎；

那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壓得稀爛。』」(Luke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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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暫時，我們是有雙重國籍的  For Now, We Have Dual Citizenship 

 但以理書二章 48 節「於是王使但以理高升，賞賜他極多的禮物，派他管理巴比倫
全省，又立他為總理，掌管巴比倫所有的智慧人。」(Daniel 2:48) 

 馬太福音六章 31-33 節「所以，不要憂慮，說：『我們吃甚麼？喝甚麼？穿甚
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要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都知道。你們要
先求上帝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Matthew 6:31–33) 

 
 
 
 
 
 
 
 
 
 
 
 
 
 
 
 
 
 
 
 

反思及討論問題 Questions for Meditation and Discussion 
1. 當但以理告訴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夢的意義時，你覺得這時尼布甲尼撒王可能會怎麼想? 尼布

甲尼撒王從但以理的話中，了解到自己在歷史中扮演什麼角色? 

What thoughts do you think went through King Nebuchadnezzar’s head as he heard Daniel tell him 

the contents and meaning of his dream? What did he learn about himself and his place in history? 

2. 柯牧師認為半鐵半泥的腳象徵所有人類社會的基礎都是基於墮落的人性。所以它們都是不穩

固、不長久的。人類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為什麼人類不可能創造出一個完美的社會?  

Pastor David suggested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feet made of iron and clay is that all human 

societies are based on our fallen human nature. That makes them unstable and impermanent. 

What is wrong with human beings that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us to create a perfect society? 

3. 你認為君王體制(帝制)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麼? 民主政治的優缺點呢? 

What do you think ar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monarchy? Of democracy?  

4. 為什麼只有耶穌的國度可以存到永遠? 它和其他國家有什麼不一樣? 

Why can Jesus’ kingdom alone last forever? What makes it different from other kingdoms? 

5. 對但以理而言，他要對上帝忠心又要效忠他的國王，是有困難、有張力的。當他不願吃王的

食物時，他就已經是在冒生命危險了。在對上帝忠心和對你的國家效忠之間，你有感覺到什

麼樣的張力嗎? 

For Daniel, there was a tension between his loyalty to God and his loyalty to the king. When he 

refused to eat the king’s food, he put his life at risk. What tensions do you feel between your 

loyalty to Christ and your loyalty to your country?  

6. 若耶穌真是我們的王，代表我們一定要順服他。你正在做什麼樣的努力，可以讓自己更認識
祂的旨意、更順服祂的命令?  
If Jesus is our king, that means that we must obey him. What are you doing to ensure that you 
know and can obey his comma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