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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主啊！謝謝袮在我們身上作工、使我們越過越認識自己，也越過越能夠放下自
己。藉著袮手中的工作、讓我們認識袮的聖潔、公義和榮耀，我們原是屬土、屬亞
當的人，謝謝袮拯救了我們、也把袮的生命擺在我們裏面，這生命要長大來榮耀
袮，甚願我們都能夠仰望袮，預備好了、就像新婦妝飾整齊等候新郎的再來一樣。
主啊！我們再一次把自己奉獻在袮的手中，袮在我們身上有絕對的權柄、來做袮要
做的工作，把所有的讚美、榮耀都歸給袮，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複習：
o 神呼召以西結作人子、先知、和守望者。神的話、神的手在他的身上，神的靈在他
裏面，神先使他啞口，神要他說話的時候他才能夠說，而且要說：『耶和華如此
說…』。神使他做豫兆，他便用一塊磚擺在面前、將一座耶路撒冷城畫在其中，豫
表巴比倫兵臨城下的光景，因為、那時他們已經有耳不能聽了。
o 以西結向左側臥 390 天、向右側臥 40 天，一天頂一年，為的是擔當以色列家的罪
孽。之後、他每天吃很少的食物、用糞便來烤餅，預表將來以色列人要缺糧、缺
水，並且憂慮而吃、驚惶而喝。
o 第五章、神要以西結用剃頭刀剃頭髮和鬍鬚，將鬚髮的三分之一用火焚燒；三分之
一在城的四圍用刀砍碎，三分之一任風吹散、祂還要拔刀追趕，從其中取幾根包在
衣襟裏，再抽出幾根扔在火中焚燒，這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之後的光景。
o 神的審判在舊約時代是非常嚴厲的，甚至落到“父親要吃兒子，兒子要吃父親”的
慘境。神的審判為何如此嚴厲呢？這對處在新約時代的聖徒有極大的意義，因為我
們若不認識神的審判、就無法認識神的公義；若不認識神的公義、就無法認識我們
自己有多敗壞。所以、審判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自己的敗壞，進而認識神的公義，然
後、我們就能夠明白神的慈愛有多深！祂的救贖有多寶貴！祂付的代價有多大！因
而產生敬畏神的心。否則、我們很容易輕看神的公義、聖潔、慈愛和救贖，不懂得
敬畏神，這是一個很寶貴的功課。
o 神的話存到永遠，祂的話也很精準。以色列百姓若是聽從神的話，他們應該在滿了
四百三十年（以色列 390 年、加上猶大 40 年）之後、就可以復國了，換句話說，
他們經過被擄 70 年、再過 360 年就自由了。


那時候是主前 176 年、以色列在希臘安提阿哥四世的統治下，這王的性情非常
邪惡，聖經中沒有記載他的名字，他就是但以理書 8 章 9 節異象中的那一個小
角，是敵基督的預表，他攻進了耶路撒冷城，在聖殿灑豬血，強迫以色列人改
信別的宗教。



神在那個時候也興起馬加比家族，以極少數的人勇敢地抵擋希臘軍隊，他們把
聖殿奪回來（聖經提到的修殿節就是記念這件事）。可惜、以色列人沒有回轉
向神、再次墮落，正如瑪拉基書中的光景，這些回歸的餘民原本都是愛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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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竟失去了屬靈的分辨與敏銳。神說：『我愛你們』，他們說：『你在何事
上愛我們？』；神說：『你們要轉向我』，他們說：『我們要如何轉向你？』


神對以色列人說：『你們不肯聽從我，我要按你們的罪加七倍』，也就是說、
他們原本再 360 年就得以釋放的，現在神要他們再等 2520 年，因此、以色列在
主後 1948 年才復國。



聖經上還有一件關於 2520 年的事：馬太福音 24:32-33『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
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
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主耶穌講了無花果樹的比喻，
後來以色列果然復國了。
路加福音 21:19 耶穌又設比喻對他們說：你們看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它發芽
的時候、你們一看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
 各樣的樹：樹、代表世界的強權。
 但以理書 4:8-16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個夢，他夢見地當中有一棵樹
極其高大、而且堅固頂天…見有一位守望的聖者從天而降、伐倒這樹…使他
與地上的獸一同吃草，給他一個獸心，使他經過七期…。
 後來、但以理為尼布甲尼撒王解夢：這一棵樹、代表尼布甲尼撒，夢中的大
樹被砍下、要經過七期。七期、可以是七年或是七個時間。聖經年七年就是
2520 天，若是一天頂一年，便是 2520 年。這一棵樹在主前 539 年被砍倒、
正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被瑪代波斯打倒的時候，經過 2520 年之後就是主
後 1981 年，這一年發生了兩伊戰爭，即伊朗（從前的瑪代、波斯）與伊拉
克（從前的巴比倫）之戰。
 由以上的經文看出、不僅是無花果樹（以色列）發芽長葉，其他的果樹（瑪
代、波斯）也發芽長葉了，這提醒我們夏天近了，主的國降臨的日子近了，
主的話在提醒我們、主回來的日子實在很近了，我們的心要快快回轉向神。
 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而降的那一天、每一個神的兒女都要被做成精金。以弗
所書 4 章告訴我們、現今的世代邪惡、要愛惜光陰、不要做糊塗人。當主回
來的時候、有一些人要被稱讚，因為他們的心轉向主、他們愛惜光陰、是得
勝者。時候不多了，神的兒女若不懂得愛惜光陰，到那時就要被定罪了。

o 我們在耶利米書中看見、以色列百姓受審判，但是有些卻蒙神保守，如省長基大
利、以伯米勒，另外還有巴錄這個人。
 耶利米書 45 章：1 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第四年，尼利亞的兒子巴錄將先
知耶利米口中所說的話寫在書上。耶利米說：2 巴錄啊，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3
巴錄曾說：哀哉！耶和華將憂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唉哼而困乏，不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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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4 你要這樣告訴他，耶和華如此說：『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毀；我所栽植
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5 你為自己圖謀大事（用自己的方法、不倚
靠神）嗎？不要圖謀！我必使災禍臨到凡有血氣的。但你無論往哪裡去，我必
使你以自己的命為掠物（保存性命）。』這是耶和華說的。
 巴錄寶貝神的話，他把神藉耶利米所說的話都記錄下來，但是、巴錄做這件
事情的時候想圖謀大事，事實上、在神的眼中無分大事、小事，只要忠心於
神給我們的那一份、神就算數，等到主回來的那一日，神將算它為大事。
 回歸的餘民重新建殿不到一個月，他們就灰心了，因為他們想到、這個殿再
也不可能像當年所羅門王時代的殿那樣堂皇、榮耀，然而神鼓勵他們說：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今天、我們若不為自己圖謀大事，
即使在惡劣的環境中，只要住在主裏、祂必保守我們。
經文解釋：第五章（從這段經文中、我們要藉著審判來認識神的公義、聖潔與慈愛）
5
6

主耶和華如此說：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將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國都在他的四圍。
他行惡，違背我的典章、過於列國；干犯我的律例、過於四圍的列邦，因為他棄掉我的
典章；至於我的律例，他並沒有遵行。
o 在神的眼中、耶路撒冷是中心，列國都在它的四圍。
o 神的律例、典章都是神性情和公義的發表，我們讀了十誡就知道祂是怎樣的一位
神。神是聖潔的、祂也要求我們是聖潔的。

7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因為你們分爭過於四圍的列國，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謹守我的
典章，並以遵從四圍列國的惡規尚不滿意，8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與你反對，
必在列國的眼前，在你中間，施行審判；9 並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間行我所
未曾行的，以後我也不再照著行。10 在你中間父親要吃兒子，兒子要吃父親。我必向你施
行審判，我必將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方：原文是風）。
o 神把律例典章給以色列百姓，為的是要他們在列國中作見證，結果他們活出來的比
列國還糟，因此、神要用最嚴厲的審判來對付他們。當時、巴比倫征服了臨近許多
國家，除南國猶大之外、沒有一個國家被連根拔起、擄到巴比倫，神允許巴比倫如
此對付猶大/以色列，是要顯出神的公義。
o 我必將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以色列人在被擄之後並沒有學到功課、仍然悖逆不聽
從神的話，導致主後七十年、羅馬提多太子領兵攻破耶路撒冷，以色列真正地被分
散到四方，這是遠期的應驗。
 在你中間父親要吃兒子，兒子要吃父親：神早就藉著摩西警告以色列百姓了，
他們卻肯不聽從。利未記 26:27-29 你們因這一切的事、若不聽從我、卻行事與
我反對，我就要發烈怒、行事與你們反對…並且你們要吃兒子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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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吃兒子的事真的發生了：列王紀下 6:28-29 王問婦人說：你有什麼苦
處？她回答說；『這婦人對我說：將你的兒子取來、我們今日可以吃，明日可
以吃我的兒子…』。耶利米哀歌 4:10 慈心的婦人、當我眾民被毀滅的時候，親
手煮自己的兒女作為食物。



神的話是何等寶貴，神的話是何等令人敬畏！可惜、很多神的兒女忽視神的
話。我們若時常思想、並遵行神的話，便是有福的人。詩篇 1:2-3 惟喜愛耶和
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
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篇 119:97-100 我何等愛慕袮的律
法，終日不住地思想。袮的命令常存在我的心裏、使我比仇敵有智慧。我比我
的師傅更通達，因我思想袮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袮的訓詞。

11

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厭的事玷污了我的聖所，
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數減少，我眼必不顧惜你，也不可憐你。
o 後來、神帶以西結去聖所，讓他看這些真實的光景。

12

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間必因饑荒消滅；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圍倒在刀
下；我必將三分之一分散四方，並要拔刀追趕他們。13 我要這樣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向他
們發的忿怒止息了，自己就得著安慰。我在他們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那時、他們就知
道我耶和華所說的是出於熱心；
o 他們被擄七十年…神的怒氣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神的公義因此得了滿足。後
來、當神差祂的兒子來，被猶太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祂擔當了地上所有人的罪，神
的公義才得到滿足、也得著安慰，否則、祂無法向我們施慈愛，因為神必須要先顧
及祂的公義。
o 出於熱心：“熱心”、指“忌邪”，指“激發神的嫉妒”。我們常常以頭腦的知識
來認識神，這是膚淺的認識。當我們受苦的時候、才能夠明白神的律例、真正瞭解
神的話。神對他的百姓的審判與管教都是出於愛，我們藉著艱難的經歷、才能更深
刻地認識神的聖潔與公義。

14

並且我必使你在四圍的列國中，在經過的眾人眼前，成了荒涼和羞辱。15 這樣，我必以
怒氣和忿怒，並烈怒的責備，向你施行審判。那時、你就在四圍的列國中成為羞辱、譏
刺、警戒、驚駭。這是我耶和華說的。
o 以色列人若是遵從神的誡命、神要使他們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現在他們不
聽話、以致在眾人面前成了荒涼和羞辱。換句話說、我們何時失去神的聖潔、公
義、和榮耀，就是荒涼、羞辱。

16

那時，我要將滅人、使人饑荒的惡箭，就是射去滅人的，射在你們身上，並要加增你們
17
的饑荒，斷絕你們所倚靠的糧食； 又要使饑荒和惡獸到你那裏，叫你喪子、瘟疫和流血
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裏；我也要使刀劍臨到你。這是我耶和華說的。
o 耶和華顯出祂的聖潔、公義和榮耀，祂向以色列百姓說出如此可怕的審判：滅人的
惡劍、飢荒、惡獸、喪子、瘟疫、流血、刀劍，以色列人肯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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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神的靈住在我們裏面，祂幫助我們遵守神的話，可惜、我們沒有活在與神真實的關
係與交通裏面，因此、連律法的基本要求都做不到。幸而、主已作成救恩的工作，
祂的寶血潔淨了我們，我們的心何時轉向祂、祂就何時轉向我們。
以西結書第六章：
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2 人子阿、你要面向以色列的眾山說預言、3 說、以色列的眾山
哪！要聽主耶和華的話、主耶和華對大山、小岡、水溝、山谷、如此說、我必使刀劍臨
到你們、也必毀滅你們的邱壇。4 你們的祭壇必然荒涼、你們的日像必被打碎、我要使
你們被殺的人倒在你們的偶像面前。5 我也要將以色列人的屍首、放在他們的偶像面
前、將你們的骸骨、拋散在你們祭壇的四圍。6 在你們一切的住處、城邑要變為荒場、
邱壇必然淒涼、使你們的祭壇荒廢、將你們的偶像打碎、你們的日像被砍倒、你們的工
作被毀滅。7 被殺的人必倒在你們中間．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o 以色列人已經有耳不能聽了，因此、神要以西結對著以色列的眾山說話。
o 當時、以色列不僅充滿偶像，在大山、小崗、水溝、山谷也都滿了各樣的邱壇、柱
像。從列王紀上下的記載來看、以色列人很難除去邱壇，他們有時也在邱壇向耶和
華獻祭，當然這是違反神的律例，因為神告訴他們要到耶路撒冷獻祭，但是、他們
為了方便、就模仿外邦人的做法、在邱壇獻祭。
o 按著神的心意、所有的奉獻與敬拜應該是在耶路撒冷的祭壇，這祭壇就是十字架的
原則，也就是說、我們這個人要與主同釘十字架。我們不能獻凡火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凡火是出於自己、是屬肉體的，是被神所棄絕的。
o 約西亞王是除去邱壇最徹底的，他是猶大國的最後一個好王，他有兩次的復興：
 列王紀下 22 章:大祭司希勒家在耶和華殿裏找到一本律法書，交給書記沙番，
他念給約西亞王聽，王聽見律法書上的話、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等人說：
『你們去、為我、為民、為猶大眾人、以這書上的話求問耶和華…』耶和華回
答說：『…我必照著猶大王所讀那書上的一切話、降禍與這地和其上的居民…
但因你在我面前自卑…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歸到墳墓…』因此、災禍沒有臨到
約西亞，後來、災禍發生在他的兒子、孫子那一代。
 列王紀下 23:14 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將人的骨頭充滿了那地方。他將伯特
利的壇、就是以色列人陷在罪裏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所築的那壇、都拆毀焚
燒、打碎成灰、並焚燒了亞舍拉。

禱告：主！我們再一次為袮的話來感謝你，謝謝袮這麼愛我們，讓我們認識袮的聖潔、公
義、榮耀、慈愛與救恩，主啊！幫助我們做個敬畏袮的人，這敬畏是出於愛、不是
因懼怕刑罰而敬畏，願這樣的愛在我們心中激勵我們，讓我們不再為自己活，乃是
為這位死而復活的主而活。謝謝主提醒我們、在這末後的時代不要做糊塗人、要明
白主的旨意如何，要愛惜光陰，要跟隨袮。把所有的榮耀、尊貴、讚美都歸給袮，
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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