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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主啊！謝謝袮揀選了我們，袮愛我們、也愛我們到底，袮在我們身上動了善工，
必定成全這工。我們的指望不在自己、我們的指望乃是在乎袮，請袮教導我們學
習、安靜等候在袮的面前，因為、我們知道救恩從袮而來、盼望也是從袮而來。甚
願我們的心緊緊地依著袮、與袮聯合，袮要作成這工來榮耀袮自己。謝謝主！祝福
這個聚會，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複習：
o 我們越讀以西結書、越覺得它的寶貴，我們看見神在執行祂的旨意的過程中、或許
有些打岔，例如以色列人被擄，因為神在做審判、管教的工作，但是、祂的旨意終
必榮耀地成就。
o 神在執行祂的旨意期間需要得著“人”與祂同工，從歷世歷代的記載中、神揀選了
許多合用的器皿，以西結便是其中之一。
o 神呼召以西結作人子、先知、和守望者。神為了得著他這個人、使他被擄五年，在
這期間神向他顯現，給他看見異象，接著神的話、神的靈（手）在他的身上作工。
o 神的手給以西結一個書卷，內外都寫著哀號、嘆息、悲痛的話，他開口吃了書卷，
口中覺得其甜如蜜，因為審判之後必帶來復興與榮耀，這是神真正的心意。
o 神的靈使以西結的心中甚苦、靈性忿激（火熱），他來到迦巴魯河邊的提勒亞畢憂
憂悶悶地坐了七日，心裏思想這一切所發生的事情。然後、神的手帶他往平原去，
他看見耶和華的榮耀，接著、他被帶進屋內，有繩索捆綁他，他的舌頭被貼住，使
他啞口不能說話。
o 耶和華神用他做以色列家的豫兆，要他拿一塊磚擺在面前，把耶路撒冷城畫在其
上，預表巴比倫在四年之後要兵臨城下。他為了擔當以色列的罪孽、得向左側臥
390 年；為了擔當猶大的罪孽、要向右側臥 40 年，直等到滿了困城的日子。城被
圍困之後，他又要做城內缺糧、缺水的豫兆。
o 接著、他要為四百三十年之後的光景做另外一個豫兆，內容記載在下面：
經文解釋：以西結書第五章
1

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當作剃頭刀，用這刀剃你的頭髮和你的鬍鬚，用天平將鬚髮
平分。2 圍困城的日子滿了，你要將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燒，將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圍用
刀砍碎，將三分之一任風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趕。
o 預表耶路撒冷城被圍困的日子滿了之後的情景：
三分之一在城中被火燒死；
三分之一被刀砍碎；
三分之一被拋來拋去、分散各處（任風吹散），而且、神也要拔刀追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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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從其中取幾根包在衣襟裡，4 再從這幾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燒，從裡面必有火出來燒
入以色列全家。
o 這是個很厲害的審判，為了要瞭解這一段豫兆，我們需要從歷史中查看它是如何應
驗的？後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它們記載在耶利米書 39-44 章：


耶 39 章 1-7 節：1 猶大王西底家第九年十月、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率領全軍圍
困耶路撒冷。2 西底家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被攻破。3 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時
候…4 猶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出城逃跑…5 迦勒底的軍隊追趕他們，在耶利
哥的平原追上…7 並且剜西底家的眼睛、用銅鍊鎖著他，要帶到巴比倫去。
（應驗以西結書第四章的豫兆）



耶 39 章 8-10 節： 迦勒底人用火焚燒王宮、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毀耶路撒冷的
城牆。那時、護衛長尼布撒拉旦將城裏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
餘的民、都擄到巴比倫去了。10 護衛長尼布撒拉旦卻將民中毫無所有的窮人留
在猶大地，當時給他們葡萄園和田地。
（應驗以西結書 5 章 2 節的豫兆：1/3 用火焚燒；1/3 任風吹散：有些逃到埃
及、亞捫、摩押地；1/3 包在衣襟裏：如第 10 節所說、是蒙保守的。）



耶 39 章 11-14 節：11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題到耶利米，囑咐護衛長尼布撒拉旦
說：『你領他去、好好地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對你怎麼說、你就向他怎麼
行…14 打發人去、將耶利米從護衛兵院中提出來、交與沙番的孫子亞希甘的兒
子基大利、帶回家去。於是、耶利米住在民中。

8

 因為耶利米勸以色列人投降巴比倫，以色列人認為他是賣國賊，要殺害他，
但是、巴比倫王聽過先知耶利米其人其事，特別交代要善待他。
 這些被保留下來的人、是指其中幾根包在衣襟裏的，耶利米也住在民中。巴
比倫王後來立基大利為猶大城的省長（在耶利米書 40 章有仔細的描述）。


耶 39 章 15-18 節：15 耶利米還囚在護衛兵院中的時候，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
『你去告訴古實人以伯米勒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說降禍不降福的話
必臨到這城…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的人手中。18 我定
要搭救你…。』
關於以伯米勒這個人：
 耶利米書 38:1-6 耶利米勸西底家王向巴比倫投降，他說：『耶和華如此
說：住在這城裏的必遭刀劍、飢荒、瘟疫而死；但出去歸降迦勒底人的、必
得存活。』因此、西底家王的首領對西底家說，求你將這人治死，他們拿住
耶利米、將他下在牢裏。
 耶 38:7-13 在王宮的太監古實人以伯米勒向王進言，於是、王吩咐他用繩子
將耶利米從牢獄裏拉上來，以伯米勒就帶領一些人把耶利米救出來。
 耶 38:14-28 西底家王私下詢問耶利米、有關神對他們的指示：耶利米對西
底家說：『耶和華萬軍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你若出去歸降巴比倫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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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領、你的命就必存活，這城也不至被火焚燒，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
若不出去歸降巴比倫王的首領、這城必交在迦勒底人手中，他們必用火焚
燒，你也不得脫離他們的手…。』西底家王從耶利米得神的話、卻不聽從。
 從耶利米書 39 章 15-18 節的記載、我們看見信實的神保守了以伯米勒，神
說：『降禍不降福的話必臨到這城，到那日、我必搭救你』因此提醒我們、
在現今這個時代特別要學習倚靠神、遵從神的話，祂必記念。
耶利米書 40 章到 43 章所發生的事情就是應驗以西結書 5 章 4 節的豫兆：4 再從這
幾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燒，從裡面必有火出來燒入以色列全家。（這是從包在
衣襟裏的幾根中抽出來的）：


耶 40 章 1-7 節：巴比倫王後來立基大利為猶大城的省長，將那些沒有被擄到巴
比倫的男人、婦女、孩童和境內極窮的人，全交給他來管。耶利米就到基大利
那裏，在他那裏住在剩下的民中。



耶 40 章 8-16 節：於是、軍長尼探雅的兒子以實瑪利、加利亞的兩個兒子約哈
難和約拿單…都到米斯巴見基大利、說：『不要怕服事迦勒底人…』…各國的
猶大人就從各處回來、到猶大地的基大利那裏。約哈難對基大利說：『以實瑪
利來要你的命，求你容我去殺以實瑪利』，基大利對他說：『不可行這事、你
所論以實瑪利的話是假的』。



耶 41 章： 以實瑪利來了、他果真殺了巴比倫王所立的省長基大利、又殺了住
在那裏的猶大人、和所遇見的迦勒底兵丁，又擄掠了一些人。後來、約哈難將
他們都奪回來、要住進埃及去，因為約哈難懼怕迦勒底人，怕他們來報復。



耶 42 章：約哈難逃亡埃及之前向耶利米祈求，請他求問耶和華神來指示他們
“所當走的路、所當行的事”。十天後、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耶利米對他
們說：『你們若仍住在這地、我就建立你們必不拆毀、栽植你們必不拔出…倘
若你們不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卻要進入埃及，你們所懼怕的刀劍、在埃及地
必追趕上你們，你們所懼怕的飢荒要緊緊地跟隨你們，你們必死在那裏…』。



耶 43-44 章：約哈難並一切狂傲的人卻沒有聽從，他們都到了埃及。結果、耶
和華將埃及交在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手中，應驗了祂藉耶利米向他們所說的。

有了以上耶利米書的這些歷史背景，便更容易明白以西結書第五章 1-4 節的豫兆。
1

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當作剃頭刀，用這刀剃你的頭髮和你的鬍鬚，用天平將
鬚髮平分。2 圍困城的日子滿了，你要將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燒，將三分之一在城的
四圍用刀砍碎，將三分之一任風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趕。3 你要從其中取幾根包在衣襟
裡，4 再從這幾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燒，從裡面必有火出來燒入以色列全家。
o 我們看見以色列人不聽神的話，遭受神如此嚴厲的審判，但是、有一些人聽從神的
話，在這麼可怕的情況之下、神仍然看顧他們，這給我們一個很大的警惕，讓我們
看見一個敬畏神的人、必蒙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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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神在這裏的豫言、有些在近期內應驗；有些則是遠期的應驗，神不僅是對當時的人
說話，也對我們現今世代的人說話。
o 當時、北國以色列已經滅亡，後來、南國猶大也淪亡在巴比倫手中。依照以西結書
第四章、神懲罰以色列 390 年、加上猶大 40 年，他們總共要受罰 430 年。有些餘
民在被擄到巴比倫 70 年後，當時是主前 536 年回歸建殿，換句話說、他們回來之
後再過 360 年（430 – 70 = 360）就應該得自由，也就是說、在主前 176 年（536
– 360 = 176）他們就滿了受罰的日子、得釋放了。
o 我們看看這些回來建殿的餘民、當時的光景如何呢？這情景記載在瑪拉基書，因為
這樣、後來耶和華神不說話有四百年之久：
 瑪拉基書是神對回來建殿、當時愛神的猶太人說的，不是對那些留在巴比倫的
猶太人說的。
 瑪 1:2 耶和華說：『我曾愛你們』，你們卻說：『你在何事上愛我們能？』
 曾愛：原文的意思是指“從前愛、現在還在愛、一直都愛著”，並不是說神
過去愛他們、現在不愛他們了。
 這些人是陸續跟著所羅巴伯、以斯拉、尼西米回來的餘民，他們原是愛主的
一批，才過了八十年，他們毫無感覺、竟然這樣對神說話。
 瑪 1:6 藐視我名的祭司啊！萬軍之耶和華對你們說：『兒子尊敬父親、僕人敬
畏主人。我既為父親、尊敬我的在那裏呢？我即為主人、敬畏我的在那裏
呢？』你們卻說：『我們在何事上藐視你的名呢？』1:7 你們將污穢的食物獻在
我的壇上，且說、我們在何事上污穢你呢？因你們說、耶和華的桌子是可藐視
的。』
 他們沒有愛、也不懂得尊敬和敬畏。
 他們把污穢的東西、有病的、瘸腿的獻給神，可見他們的屬靈光景何等低
落，沒有分辨的能力。
 瑪 2:17 你們用言語煩瑣耶和華，你們還說、我們在何事上煩瑣他呢？因為你們
說、凡行惡的、耶和華眼看為善，並且他喜悅我們，或說、公義的神在那裏
呢？（他們做惡事，卻說這是神看為善的。）
 瑪 3:6-7 因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所以、你們雅各之子沒有滅亡。萬軍之耶和
華說：『從你們列祖的日子以來，你們常常偏離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現在你們
要轉向我、我就轉向你們，你們卻問說、我們如何才是轉向呢？（耶和華希望
他們回轉向神，他們連如何轉向都不知道。）
 瑪 3:8 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你們卻說：我們在何事上
奪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那些過去
曾經愛主的百姓，後來竟墮落到這個地步、不向神獻上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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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 3:13 耶和華說；『你們用話頂撞我，你們還說、我們用什麼話頂撞了你呢？
（他們這樣對神說話、卻完全沒有感覺。）
 瑪 3:16-18 那時、敬畏耶和華的彼此談論，耶和華側耳而聽，且有記念冊在他
面前、記錄那敬畏耶和華、思念他名的人。萬軍之耶和華說：『在我所定的日
子、他們必屬我、特特歸我，我必憐恤他們，如同人憐恤服事自己的兒子。那
時、你們必歸回，將善人和惡人、事奉神的和不事奉神的、分別出來。
（在那樣糟的光景中仍然有敬畏神的人，神保留他們、把他們當作寶貝。）
因著以色列百姓的這些光景，神有四百年的時間對他們默默無語。當主耶穌來的時
候、那些曾經愛神、敬畏神的法利賽人和文士卻處處抵擋祂，正如瑪拉基書所記載
的這樣，結果、他們把主釘死在十字架上，他們自以為愛神，卻是瞎眼的、瘸腿
的，難怪神要審判他們。
以西結為猶大向右側臥四十天、頂四十年，後來巴比倫就來圍困耶路撒冷城。主耶
穌三十歲開始傳道，經過四十年之後、也就是主後七十年羅馬提多太子帶兵來襲，
耶路撒冷再一次被攻陷、聖殿被燒毀，這時、他們真正被分散到各地。
以色列人第一次被分散、是因為他們離棄神、拜偶像，第二次是在主耶穌時代、他
們棄絕神的兒子。倘若他們當時在以西結時代學會了功課，就不需要第二次的功
課，也不會棄絕主耶穌了。
利未記 26 章：神說：『你們若還不聽從我、我就要為你們的罪加七倍懲罰你們。』
也就是說、他們要多受苦兩千多年（詳細算法請看文字摘要第六講第五頁），以色
列在主後 1948 年才復國，隨後百姓從各地回來。這樣、我們一方面看見神的話是何
等準確；一方面看見人硬著頸項、悖逆神而受懲罰的光景。
禱告：主！我們再一次為袮的話戰兢在袮的面前，袮的話是靈、是生命，這些話不僅安慰
我們、也警戒我們。主啊！我們常常要回轉到袮面前、不要消滅聖靈的引導。在這
末後的時代，會有許多事情發生，求主保守我們有一顆清潔的心。謝謝主！聽我們
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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