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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主啊！感謝袮，在這個末後的時代、袮召聚我們在袮的面前讀袮的話語、明白袮

的心意。袮是公義的神、袮按著袮的公義審判天下，讓我們常常來到袮施恩的寶座

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主啊！教導我們、引導我們走在正路

上，按著袮的旨意而行。願一切的榮耀、讚美都歸給袮，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複習： 

o 神藉著以西結作豫兆，說到耶路撒冷即將被圍困，在被圍困期間、以色列人吃餅要

按分兩、憂慮而吃，喝水也要按制子、驚惶而喝。在城中的人三分之一被火焚燒；

三分之一被刀砍碎；三分之一任風吹散、而且要被拔刀追趕，這是神藉著以西結預

先向他們傳達的信息。 
 

o 第六章、神藉著以西結對眾山說話，因為人已經有耳不能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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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以色列各地充滿了偶像。 
 

o 第 7 節：被殺的人必倒在你們中間．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經文解釋：  

 

以西結書第六章： 
 
8你們分散在各國的時候、我必在列邦中、使你們有剩下脫離刀劍的人。9那脫離刀劍的

人、必在所擄到的各國中記念我，為他們心中何等傷破、是因他們起淫心、遠離我、眼

對偶像行邪淫、他們因行一切可憎的惡事、必厭惡自己。 

o 在如此可怕的審判中，神還留著一些“剩下的人”，這些剩下的人要記念神，他們

要因行一切可憎的惡事、厭惡自己。 
 
10他們必知道我是耶和華．我說要使這災禍臨到他們身上、並非空話。11主耶和華如此

說、你當拍手頓足、說：『哀哉、以色列家行這一切可憎的惡事．他們必倒在刀劍、飢

荒、瘟疫之下。 
 
12在遠處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處的、必倒在刀劍之下；那存留被圍困的、必因飢荒而

死。我必這樣在他們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o 神在遠處、近處都施行審判，而且是非常厲害的審判。 
 
13他們被殺的人、倒在他們祭壇四圍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岡、各山頂、各青翠樹下、各茂

密的橡樹下，乃是他們獻馨香的祭牲、給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時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

華。14我必伸手攻擊他們，使他們的地從曠野到第伯拉他一切住處、極其荒涼．他們就

知道我是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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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神施行嚴厲的審判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讓祂的百姓認識祂是耶和華。 

o 第伯拉他、是以色列北方的邊界之地。 
 

第七章 
 
1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2人子啊！主耶和華對以色列地如此說：『結局到了！結局到

了地的四境。3現在你的結局已經臨到，我必使我的怒氣歸與你，也必按你的行為審判

你，照你一切行可憎的事刑罰你。4我眼必不顧惜你，也不可憐你，卻要按你所行的報應

你，照你中間可憎的事刑罰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o 神一再提醒他們、已經到了最後的結局了，事實上、神要他們悔改。 
 
5主耶和華如此說：『有一災、獨有一災，看哪！臨近了。6結局來了！結局來了！向你興

起，看哪！來到了。 

o 獨有一災、指巴比倫要來圍困。 
 
7境內的居民哪！所定的災禍臨到你，時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閧嚷並非在山上歡呼的

日子。8我快要將我身上的忿怒傾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為審判

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罰你。9我眼必不顧惜你、也不可憐你，必按你所行的報應你，

照你中間可憎的事刑罰你，你就知道擊打你的是我耶和華。』 
 
10看哪！看哪！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災已經發出，杖已經開花、驕傲已經發芽。11強暴興

起、成了罰惡的杖，以色列人、或是他們的群眾、或是他們的財寶、無一存留，他們中

間也沒有得尊榮的。 
 
12時候到了！日子近了！買主不可歡喜、買主不可愁煩，因為烈怒已經臨到他們眾人身

上。13買主雖然存活，卻不能歸回再得所賣的，因為這異象關乎他們眾人，誰都不得歸

回，也沒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堅立自己。14他們已經吹角，預備齊全，卻無一人出戰，因

為我的烈怒臨到他們眾人身上。 
 
15在外有刀劍，在內有瘟疫、饑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劍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饑荒、瘟

疫吞滅他。16其中所逃脫的就必逃脫，各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發出悲聲，好像谷中的

鴿子哀鳴。17手都發軟，膝弱如水。18要用麻布束腰，被戰兢所蓋；各人臉上羞愧，頭

上光禿。19他們要將銀子拋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穢之物。當耶和華發怒的日子，他們的

金銀不能救他們，不能使心裡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飽滿，因為這金銀作了他們罪孽的絆

腳石。 
 
20論到耶和華妝飾華美的殿，他建立得威嚴，他們卻在其中製造可憎可厭的偶像，所以、

這殿我使他們看如污穢之物。21我必將這殿交付外邦人為掠物，交付地上的惡人為擄

物；他們也必褻瀆這殿。22我必轉臉不顧以色列人，他們褻瀆我隱密之所，強盜也必進

去褻瀆。 

23要製造鎖鍊；因為這地遍滿流血的罪，城邑充滿強暴的事，24所以我必使列國中最惡的

人來佔據他們的房屋；我必使強暴人的驕傲止息，他們的聖所都要被褻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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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要製造鎖鍊、因為他們要被捆綁了。 

o 巴比倫是當時列國中最惡的人，小先知書中哈巴谷從神那裏聽到、巴比倫要來的消

息，嚇了一跳！因為迦勒底人是殘忍暴躁之民。 

26災害加上災害，風聲接連風聲；他們必向先知求異象，但祭司講的律法、長老設的謀略

都必斷絕。27君要悲哀，王要披淒涼為衣，國民的手都發顫。我必照他們的行為待他

們，按他們應得的審判他們，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o 從第五、六、七章的經文中看出、神興起審判的目的是正面的，祂要以色列人認識

“耶和華是神”，也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結局近了。 
 

o 從新約的眼光來看、神興起苦難是為著讓我們認識祂，聖靈先在我們的裏面做光

照、引導的工作，我們若是不聽、也不按著做，神便興起外面的環境、以十字架的

工作來對付我們。 
 

 詩篇 119:71 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袮的律例。 

 我們天然人對神的話常常限於頭腦的認識，因此、神藉著苦難、讓我們在生命

中經歷祂，進而對祂有更深的認識。 

 以西結的經文都是審判、負面的字眼，最終的結果是要把我們帶進神的榮耀。 

 若是我們在神的光照中醒悟、悔改過來，便能免去外面環境帶來的苦難。何西

阿書 4:6 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因為、我們不認識神。 

 以西結書提到的結局是人的結局；雅各書提到神的結局，“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明顯主

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雅各書 5:11） 

 以西結書是先有審判、接著帶進復興和榮耀，我們不能光看人的結局，更要認

識神的結局是顯出祂的憐憫與慈悲。彼得在彼得前書 1:9 得着你們信心的果

效、就是靈魂的救恩。原文“信心的結局是魂的救恩”，我們的魂得救之後、

才能得勝。 

第八章 

1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猶大的眾長老坐在我面前。在那裡主耶和華的靈（原

文是手）降在我身上。2我觀看，見有形像彷彿火的形狀，從他腰以下的形狀有火，從

他腰以上有光輝的形狀，彷彿光耀的精金。 
 

o 以西結書第一章、約雅斤王被擄第五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結在迦巴魯河邊見到神的

異象，現在他坐在家中、是第六年六月初五日，經過一年又兩個月了，以猶太暦算

是 420天。我們算一算：他憂憂悶悶坐了 7天，向左躺了 390天加上右躺 40天，

又剪頭髮，至少有 437天以上，與猶太暦算出的 420天有差別，這有兩種可能： 
 

1. 他先憂憂悶悶坐了 7天，再向左躺 390 天，還沒有向右躺以前、神讓他休息以

後叫他坐起來，這樣、就接近 420天了。根據以西結書 20:1“第七年五月初十

日…”又過了一年了，可能他向右躺 40 天和剪頭髮的事、都是在這第二段期間

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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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外有一些猶太人說、可能當時是猶太暦的閏年，多了一個閏月，算起來就是

450天，那麼、與前面算的 437天也接近了。   
 

o 不論哪一種說法、以西結現在坐起來了，猶大的眾長老坐在他面前，他看見坐寶座

的人子，與第一章他在迦巴魯河邊所看見的一樣。 

o 為什麼長老們坐在以西結面前準備聽他講話？因為這時的以西結與從前不同，自從

神的靈（手）在他身上作工以後、他的生命改變了，他順服神的話，因此、他常常

看見異象、常常與主面對面，因他敞著臉見主，主的形狀顯在他的臉上，榮上加

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以致他不說話、也能吸引人到他面前來。但是、他什麼

話也沒有說，因為神還沒有要他說話。 
 

接著、以西結看見四幅圖畫： 

3他伸出彷彿一隻手的樣式，抓住我的一綹頭髮，靈就將我舉到天地中間，在神的異象

中，帶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內院門口，在那裡有觸動主怒偶像的坐位，就是惹動忌邪

的。4誰知，在那裡有以色列神的榮耀，形狀與我在平原所見的一樣。 

o 神沒讓以西結說話，卻把他帶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內院門口，他在那裏看見一些圖

畫。神為什麼這麼做？ 

 長老們沒見過異象，他們不認識神、也不認識聖殿的真實光景。 

 以西結也沒有看過聖殿屬靈的實際，無法對長老們說什麼。直到以西結書 11章

24節、“在異象中藉著神的靈、將我帶進迦勒底地、到被擄的人那裏，我所見

的異象就離我上升去了，我便將耶和華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說給被擄的人

聽。”這是屬靈的原則：只有見過了、生命改變了，才能對人說話。 
 

o 以西結二十五歲準備學習在聖殿服事的時候、神把他帶走，因為神保守他、不讓他

與當時污穢的殿有分。當他三十歲、神帶他去耶路撒冷的時候，他就明白神的心意

了。這時、他的生命已經被改變，這樣、他看了殿之後可以把真實的光景告訴人。 
 

o 神帶他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內院門口： 

 聖殿有幾個門、主要的門是朝東、太陽出來的那一邊。 

 內院是祭壇所在的地方、就是祭司服事的地方，有洗濯盆。 
 

o 瑪拿西是南國猶大最惡劣的王。列王紀下 21:2-7瑪拿西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

事，效法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趕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築他父希西家

所毀壞的邱壇，又為巴力築壇，作亞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亞哈所行的，且敬拜事

奉天上的萬象。在耶和華殿宇中築壇…並使他的兒子經火、又觀兆、用法術、立交

鬼的、和行巫術的，多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惹動祂的怒氣…。神因瑪拿西所

作的、定意要使用巴比倫來對付以色列。 
 

o 第 3 節、4節：在那裡有觸動主怒偶像的坐位，就是惹動忌邪的。4誰知，在那裡

有以色列神的榮耀。以西結看見殿中充滿偶像的同時、又看見神的榮耀，這是很特

別的。亞伯拉罕原來住在吾珥，那是充滿偶像的地方，他在那樣的地方生活已經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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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常，直到他見到神的榮耀，他開始跟隨神，因為、偶像在神榮耀的光中失去光

彩。一般人不認識神、沒有見過神的榮耀，很容易被偶像迷惑，因偶像很吸引人、

所以人喜歡看偶像、拜偶像。。 
 

第一幅圖畫：祭壇門北邊有偶像的座位 
 
5神對我說：人子啊，你舉目向北觀看。我就舉目向北觀看，見祭壇門的北邊，在門口有

這惹忌邪的偶像；6又對我說：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這大可憎的事，

使我遠離我的聖所，你看見了嗎？你還要看見另有大可憎的事。 

o 神的榮耀離開之後、神不再是天地的主，乃是天上的主。 

第二幅圖畫：牆上畫著各樣爬物和可憎的走獸、偶像，像前有七十個長老站立。（畫像屋

與人的心思有關） 

7他領我到院門口。我觀看，見牆上有個窟窿。8他對我說：人子啊，你要挖牆。我一挖

牆，見有一門。9他說：你進去，看他們在這裡所行可憎的惡事。10我進去一看，誰知，

在四面牆上畫著各樣爬物和可憎的走獸，並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11在這些像前有以色

列家的七十個長老站立，沙番的兒子雅撒尼亞也站在其中。各人手拿香爐，煙雲的香氣

上騰。12他對我說：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長老暗中在各人畫像屋裡所行的，你看見了

嗎？他們常說：耶和華看不見我們；耶和華已經離棄這地。 

o 以色列家七十個長老、是有名望的人，是以色列的領袖。從歷史書中看見、沙番的

一家都是被神使用的，但是、這個兒子雅撒尼亞卻在這裏、而且是帶頭的。各人手

拿香爐，煙雲的香氣上騰：香爐照理是祭司拿的，這些長老卻手拿香爐、拜偶像。 

o 牆壁上都是畫像。畫像屋：指“想像的屋”，民中有能力、名望的人都在那裏。 
 

o 出埃及記 24章提到、摩西亞倫…和以色列七十個長老上西乃山…惟獨摩西可以親

近耶和華。獻祭之後、摩西將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灑在壇上…又將血灑在百姓身

上、說：這是立約的血…摩西亞倫…並以色列長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們看見

以色列的神…。祂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們觀看神，他們又吃又喝。

（這是何等美、何等寶貴的一幅圖畫，但是、以西結所看見的七十個長老、卻在牆

上畫著爬物、走獸以及偶像前站立，他們各人在畫像屋裏） 
 

o 畫像屋與人的心思有關，人的心思若空白、就容易被仇敵利用： 
 

 詩篇 1:1-2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

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歌羅西書 3:16…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 

 腓立比書 2:5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今天、我們的心常常被手機等佔據，時間被它拿走。 
 

第三幅圖畫：外院婦女為搭模斯哭泣（與人的情感有關） 
13他又說：你還要看見他們另外行大可憎的事。14他領我到耶和華殿外院朝北的門口。誰

知，在那裡有婦女坐著，為搭模斯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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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搭模斯：是巴比倫的一個偶像，與植物有關，因夏天乾燥枯死，那些婦女認為神死

了、就為它哭泣；春天到了、植物發芽、他們認為神又活了，於是他們為此歡樂。 

o 出埃及記 38章 8 節提到的婦女、“他用銅作洗濯盆、和盆座，是用會幕門前伺候

的婦人之鏡子作的。” 

 洗濯盆是為祭司進殿前潔淨用的，它是用銅做的，代表審判。 

 這些婦人不能進殿服事、只能在門口伺候，她們捨去自己心愛的銅鏡子，捐出

去作成洗濯盆和盆座，她們的愛心誠然可貴。 

 然而、以西結所看見的婦女為著偶像搭模斯哭泣、他們為自己的情慾哭泣，不

是為自己的罪哭泣、不是為百姓的墮落哭泣、也不是為神的旨意而哭泣。 

 主耶穌說；『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馬太福音 10:37） 

第四幅圖畫：內院祭司團背向耶和華的殿、面向東方拜日頭。（與人的意志、魂生命有

關） 

15他對我說：人子啊，你看見了嗎？你還要看見比這更可憎的事。16他又領我到耶和華殿

的內院。誰知，在耶和華的殿門口、廊子和祭壇中間，約有二十五個人背向耶和華的

殿，面向東方拜日頭。 

o 這二十五個人是由二十四個祭司和一個祭司長組成。 

o 廊子和祭壇中間：約珥書 2:17事奉耶和華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壇中間哭泣…。

這些耶和華的祭司在神面前哭泣、向神悔改；然而、以西結所看見的二十五人祭司

團卻背向耶和華的殿，面向東方拜日頭。（他們本是應該事奉神的人） 

o 仇敵是空中執政掌權者、藉著星象來吸引人。 

以上四幅圖畫都是受造之物，可悲的是、人不拜造物主，卻敬拜受造之物。 

o 門徒見聖殿是用美石和供物妝飾的，他們只看見外表而滿足，我們也是一樣；耶穌

卻看實際，祂說：『將來日子到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

了。』因為、主不願我們落在自欺和被蒙蔽之中。 

o 神帶以西結親自去看聖殿的真實景象，這些隱藏的事是一般人不清楚的，神讓他明

白神的榮耀為什麼要離開，神為什麼要施行審判。 
 

17他對我說：人子啊，你看見了嗎？猶大家在此行這可憎的事還算為小嗎？他們在這地遍

行強暴，再三惹我發怒，他們手拿枝條舉向鼻前。18因此，我也要以忿怒行事，我眼必

不顧惜，也不可憐他們；他們雖向我耳中大聲呼求，我還是不聽。 

o 再三若我發怒：神的長久忍耐。 

o 他們手拿枝條舉向鼻前：拜偶像的姿態。 

 

禱告：主啊！我們再一次為袮的話來感謝你，求袮使我們的眼睛被開啟、生命被改變，好

讓我們真實地認識袮。在這末後的時代，我們需要袮特別的憐憫，請袮在我們身上

做潔淨的工作，除去我們不討袮喜悅的，再次把自己奉獻在袮的手中，把所有的榮

耀、尊貴、頌讚都歸給袮，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