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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主，我們感謝袮，我們因著袮的恩典聚集在袮的面前，袮沒有停止在我們身上的工
作，我們為此感謝袮，袮的愛緊緊地抓住我們，願我們重新把自己獻上，請袮對我
們的心說話，煉淨我們、除去我們的攙雜，好讓我們有一顆清潔的心，特別在這末
後的時代，保守我們、得著我們，把一切的榮耀、頌讚都歸給袮，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禱告。阿們！
複習：
o 以西結書第八到十一章、神的靈把以西結帶到耶路撒冷，他在異象中看見聖殿裏面
屬靈的真實光景，那裏充滿了偶像與私慾。他看見神的榮耀一步一步地離開聖殿和
耶路撒冷，同時、神的審判即將臨到。接著、神的靈把以西結帶回被擄之地，他便
把所看見的講給被擄的百姓以及長老們聽。
o 以西結是一個真的先知，他看見、聽見了，然後說出來。第十二章、他做豫兆表達
君王、以色列全家被擄以及耶路撒冷城被圍困的光景，他在末了說、這一切事都不
再耽延，審判很快地就要發生了。
o 第十三和十四章告訴我們、榮耀的城市變成荒廢、敗壞，它主要的原因在哪裏？


十三章說到以色列人屬靈的領袖（先知）出了問題：
 他們是本己心發豫言，根本就沒有看見。
 他們好像狡猾的狐狸，說些百姓愛聽的話，以滿足人的私慾。
 他們沒有堵破口、建牆垣。這破口包括一切與罪、世界、肉體有關係的。
 他們說豫言、沒有神的話做根據，就像用未泡透的灰抹牆，當狂風暴雨來
臨時、牆便倒塌，正如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七章所提到的、無知的人把房
子蓋在沙土上一樣。



第十四章說到民間的領袖（長老）：1-11 節
 他們裏面有虛謊的靈，已經把假神接進心裏，帶著以色列人走迷了路。
 神要照著他們心裏的假神回答他們，把他們心中的一切曝露出來。
 他們有許多偶像，這些偶像與罪、世界、肉體連在一起，因此，神要他們
回頭，離開偶像。

經文解釋：第十四章 12-23 節 四種災禍和三個義人
o 從 12 到 23 節的經文中看來、只有挪亞、但以理、和約伯三個人、因他們的義可以
救自己的性命，連兒女都不能救，那麼其他的人便沒有希望了嗎？實際上、我們也
看見耶和華的公義，一方面、神的審判如此嚴厲；一方面仍有剩下的人。14 章 22
節『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們連兒帶女必帶到你們這裏來，你們看見他們所
行所為的，要因我降給耶路撒冷的一切災禍，便得了安慰…。』
o 為甚麼有剩下的人呢？23 節：『你們看見他們所行所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
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並非無故，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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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今天救恩臨到，主耶穌已經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我們聽了神的
話，雖然無法像挪亞等三個人那樣好，但是、我們只要有心回轉向主，將自己
獻上，祂在公義中也有憐憫，仍然有剩下的人得蒙保守。
 神要藉著第十四章的四樣災禍（飢荒、惡獸、刀劍、瘟疫）與三個人（挪亞、
約伯、但以理）來提醒我們，因為在這末世、這四樣災禍也即將臨到我們。
一）飢荒
12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13 人子啊！若有一國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斷他們的
杖、就是斷絕他們的糧，使飢荒臨到那地，將人與畜從其中剪除。14 其中雖有挪亞、但
以理、約伯這三人，他們只能因他們的義救自己的性命』。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o 阿摩司書 8:11『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飢荒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
餅…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末後、耶和華純正的言語稀少，人也聽不進去；倒是
出現許多假先知、為滿足人肉體的需要,講人喜歡聽的話，使人與世界沒有分別，
尤其是一些看來很興旺的大教會，所傳的是毫無內容的信息，這是屬靈的飢荒。

二）惡獸
15

我若使惡獸經過蹧賤那地，使地荒涼，以致因這些獸、人都不得經過，16 雖有這三人在
其中，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他們連兒帶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
救，那地仍然荒涼』。
o 末世，惡獸橫行，仇敵、邪靈的工作越來越多：
 彼得前書 5:8-9 『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
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
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這信心的建立與順服和謙卑有關，彼得前書 5:5-6『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
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
恩給謙卑的人。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祂必叫你們
升高』。（驕傲常給仇敵留地步。）
 彼得前書 5:7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 祂顧念你們』。（憂慮也
是一個破口）。

三）刀劍
17

或者我使刀劍臨到那地、說：『刀劍哪！要經過那地，以致我將人、與牲畜從其中剪
除。18 雖有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他們連兒帶女都不能得
救，只能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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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我們都知道、爭戰中沒有安息，有了平安才有安息，這才是建造的時候。因此、
趁著我們還有時間學習，要把握機會、建造屬靈的生命，包括我們一同的追求，
此外、當十字架在我們身上作工的時候，我們要學習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惟有生命長大成熟、才能面對越來越厲害的屬靈爭戰。
四）瘟疫
19

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滅命的忿怒傾在其上，好將人與牲畜從其中剪除。20 雖有
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他們連兒帶女都不能得救，只能因
他們的義救自己的性命』。
o 在以色列歷史上，有幾次瘟疫流行，死傷幾萬人，瘟疫會傳染，異端也是一樣。
o 所有的異端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把基督的地位降低，或是把其他的東西視為與
基督同等，這是仇敵的工作，目前許多的異端都是這樣。我們都知道、神永遠的
旨意是要基督在萬有中居首位。
o 以上四樣災禍提醒我們末世要發生的事，也提醒我們注意神眼中特別公義的三個
人，盼望我們能夠從他們的身上學習許多的功課：
1）挪亞：
a. 創世記 6:5『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
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現今的光景也是一樣，人所思想的都是惡、犯罪…
等等、與神對立的事。小心！『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路
加福音 17:26)
b. 創世記 6:8『惟有挪亞在耶和華面前蒙恩。…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
完全人，挪亞與神同行』。當世人思想犯罪作惡的時候，惟有挪亞是個例外，他
與神同行。我們知道挪亞並不完全，他因醉酒在自己的帳棚裏赤著身子，為甚麼
耶和華稱他為義人呢？因為他在耶和華面前蒙恩，這個恩典使他在耶和華的眼中
是個義人、是個完全人，並且他能夠與神同行。
c. 挪亞的曾祖父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神將他取去、他不見死，這件事挪亞必定聽
過，其他許多人應當也看過或聽過，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既然蒙了這麼
大的恩典，他願意所行的與所蒙的恩相稱，於是、他學習與神同行。這鼓勵我
們、要對神的恩典作出正確的反應，像以諾和挪亞一樣與神同行。今天、神的恩
典臨到每一個人，我們既蒙了恩，若只照自己的意思行、不與神同行，將是我們
的虧損。
d. 『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養女』，這是很不容易的事，相信是神的恩典
托住他。我們若珍惜這恩典、照著行，即使軟弱、失敗，神必幫助我們，使基督
的公義在我們裏面，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願聖靈幫助我們活出基督的生命，
即使我們夠不上像挪亞那樣，只要有心，也能成為那“剩下”的人，蒙神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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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約伯：
a. 約伯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原因何在？約伯遭遇
患難之後、回想他的從前，答案就在此：『…惟願我的景況如從前的月分，如神
保守我的日子。那時、祂的燈照著我頭上，我藉著祂的光行過黑暗。我願如壯年
的時候、那時我在帳棚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與我同在，我的兒女都
環繞我…。我的榮耀在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手中日強』。（約伯記 29:1-20）
 不是約伯有多好，乃是神的保守。約伯蒙受神所賜的祝福、豐盛、與尊榮。
b. 約伯記 29:21-25『人聽見我而仰望，靜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說話…我的言語…
我…我…我…』
 約伯充滿自我，但是心中有一種莫名的懼怕,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神給的，
他怕失去。約伯記 3:25『因我所恐懼的臨到我身，我所懼怕的迎我而來』。
 箴言 10:22『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可見懼怕不是從
神而來，甚麽時候我們恐懼，恐懼就在甚麽時候來到。約翰一書 4:18『愛裏
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
 懼怕、是奴僕的靈。羅馬書 8:15『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靈），仍舊
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靈）…』。約伯看起來這麼完全，仍然是個
奴僕。
 神在約伯的身上作工，以致他說：『我從前風聞有袮，現在親眼看見袮』(約
伯記 42:5) 『約伯為他的朋友祈禱。耶和華就使約伯從苦境轉回，並且耶和
華賜給他的、比他從前所有的加倍。』（伯 42:10)
 懼怕給仇敵留地步，神要把我們從懼怕中拯救出來，祂賜給我們一個兒子的
靈，因為我們有一個愛我的父親，祂為我們承擔難處，就算走過死蔭的幽
谷，也不怕遭害，祂的杖、祂的竿都安慰我。
 從挪亞和約伯的身上，讓我們看見神的恩典與保守，同樣地、神也把恩典與
保守賜給我們。
3）但以理：
a. 但以理在青年時期被擄，雖然不是他的錯，他心中不埋怨神。他不問為甚麼，而
是問這是從誰來的？若是從神而來、神所允許的、他便順服。他在巴比倫王宮裡
受到很好的待遇，『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
 我們都立過志，但不一定做得成。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說：『立志為善由得
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但是，保羅在腓立比書告訴我們：『因為你們
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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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種不同的立志，一是憑肉體的努力；一是把自己交託給主、讓神在他心
裏運行。但以理願意降服於神，讓神在他裏面來做，因此、神賜給他聰明知
識、能夠明白各樣的異象和夢兆。
b. 但以理的裏面有聖神的靈，雖然在一個偶像充斥的國中，他在異象中見到至高者
在人的國中掌權。
結論：感謝主！以西結書藉著挪亞、約伯、和但以理三個人做我們的榜樣，那就是：
 像他們一樣對所蒙的恩有反應，能夠珍惜。
 求神保守我們，使我們裏面不是奴僕的靈，乃是兒子的靈、能夠呼喊阿爸父。謙卑
地降服在神面前，因為一切都有祂的美意，有一天，祂必要使我們升高。
 把自己獻上，因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們的心中運行，聖神的靈在我們裏面彰顯。
 願我們成為“剩下的人”，不僅自己得救，並且連兒帶女，能夠影響周遭的人。有
一天、因著審判、我們也得著安慰。
兩個代禱人：
o 耶利米書 15:1『耶和華對我說：雖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
顧惜這百姓…』。可見、這兩人是代禱的榜樣，值得我們學習。事實上、今天我們
蒙恩，必定有人在為我們代求，因此、我們也要做個代求的人。
摩西四次的代求：
背景：摩西在西乃山上與神面對面四十晝夜，百姓見摩西遲延不下山，亞倫與百姓
開始拜金牛犢，他們獻祭，坐下吃喝、起來玩耍。
1. 出埃及記 32 章 7-14 節
7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下去吧！因為你的百姓、就是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已
經敗壞了…。』9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且由著我，我要向他們發烈怒，將
他們滅絕，使你的後裔成為大國』。（摩西在曠野被磨練四十年，已經成為一
個毫無自我的人，他認為百姓和大國都是屬於神的）。

11

摩西便懇求耶和華他的神、說：『耶和華啊！袮為甚麼向袮的百姓發烈怒
呢？這百姓是袮用大力和大能的手、從埃及地領出來的，為甚麼使埃及人議
論說：祂領他們出去，是要降禍與他們，把他們殺在山中，將他們從地上除
滅。求袮轉意，不發袮的烈怒、後悔、不降禍與袮的百姓。求袮記念袮的僕
人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袮曾指著自己起誓說：我必使你們的後裔像天
上的星那樣多，並且、我所應許的這全地，必給你們的後裔，他們要永遠承
受為業』。（摩西提醒耶和華、以色列百姓是屬祂的，不要讓仇敵笑話。摩
西知道神真正的心意是要人向他代求，因此、他抓住神的約和神的應許、甘
心迫切地向神懇求）。（代求的人先要知道神的心意、按著祂的心意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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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耶和華後悔，不把所說的禍降與他的百姓。（神回心轉意，以恩慈憐
憫代替烈怒）。

2. 出埃及記 32 章 30-35 節
30
到了第二天、摩西對百姓說：『你們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華那裏去，
或者可以為你們贖罪。』（摩西知道百姓犯了大罪，雖然因為他的代求，神
已經息了烈怒、不降禍，但是百姓的罪還在，他再次為百姓的贖罪代求）。
31

摩西回到耶和華那裏說：『唉！這百姓犯了大罪，為自己做了金像，32 倘或袮
肯赦免他們的罪…不然、求袮從袮所寫的冊上塗抹我的名』。（我們看見代
求不簡單，但摩西願意為百姓把自己擺上,摩西的代求、豫表主耶穌在十字架
上的代求，主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33

耶和華對摩西說：『誰得罪我、我就從我的冊上塗抹誰的名。34 現在你去領這
百姓、往我所告訴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領路，只是到我追討的
日子，我必追討他們的罪』。（神不以摩西做代替，祂要以祂的兒子做代
替）（神暫時赦免他們、不毀滅他們，將來仍要追討他們的罪）

3. 出埃及記 33 章 12-23 節
12
摩西對耶和華說：『袮吩咐我說：將這百姓領上去，卻沒有叫我知道袮要打
發誰與我同去，只說、我按袮的名認識袮，袮在我眼前蒙恩。我如今若在袮
眼前蒙恩、求袮將袮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認識袮，好在袮眼前蒙恩，求袮
想到這民是袮的民』。（“道”，原文的意思是“法則”，與詩篇 103:7 祂
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則，是同一個字。摩西不僅要知道神怎麼做，他也要知道
神為甚麼這樣做，換句話說、摩西想知道神做事的法則是甚麽，然後、他可
以知道神的心意，並按著神的心意去做，來滿足神的要求。）
14

耶和華說：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摩西說：『…16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袮的百姓在袮眼前蒙恩呢？豈不是因
袮與我們同去，使我和袮的百姓與地上的萬民有分別嗎？』
17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並且我
按你的名認識你』。（摩西的禱告蒙神垂聽，耶和華答應與他同去。）
15

4. 出埃及記 33 章 18-23 節；34 章 5-6，29 節
18
摩西說：『求袮顯出袮的榮耀給我看』。（摩西在荊棘的火焰中見到神的榮
耀，在山上與耶和華面對面四十天也看到神的榮耀，他為甚麼還要看祂的榮
耀呢？因為、他在荊棘中遇見神，祂的榮耀被荊棘火焰遮住；四十天與神面
對面、祂的榮耀有雲彩遮住，摩西並不滿足，他要真正地看見神。）
19

耶和華說：『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
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又說：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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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面不能存活』。21 耶和華說：『看哪！在我這裏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
上，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我必將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
過去。然後我要將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見我的背，卻不得見我的面』。（我
們怎麼看見神的榮耀呢？是在磐石穴中。哥林多前書 10 章 4 節說：『…那磐
石就是基督』，神的榮耀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因此、我們何時與祂面對
面，何時就能見到祂的榮耀）。
34 章 5 耶和華在雲中降臨、和摩西一同站在那裏，宣告耶和華的名，耶和華在
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
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29 摩西下西乃山的時候，亞倫和以色列眾人看見摩西
的面皮發光…。
撒母耳的代求：
撒母耳記上 7 章 2-4 節
2

約櫃在基列耶琳許久，過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傾向耶和華。撒母耳對以色列全
家說：『你們若一心歸順耶和華，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亞斯他錄、從你們中間除掉，
專心歸向耶和華，單單地事奉祂，祂必救你們脫離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
掉巴力和亞斯他錄，單單地事奉耶和華。

o 約櫃已經被擄，在基列耶琳許久沒有人去理它。
o 撒母耳是母親哈拿禱告得來的，他自己也是一個禱告的人，他為以色列禱告了二
十年，使得以色列全家都傾向耶和華,除去一切的外邦神）。
撒母耳記上 12 章 23 節
23
至於我、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以致得罪耶和華，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們。
o 以色列百姓厭棄了神，也棄絕撒母耳，那時、他們立了掃羅為王，但撒母耳仍然
忠心地為百姓代求，這也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禱告：主,我們再次因袮的話感謝袮，也為袮的恩典和保守來感謝袮。在這悖逆彎曲的世
代，求主更多地保守我們，好讓我們能夠活在袮的面前。再一次將我們自己奉獻在
袮面前，求主記念我們的心，雖然這是一個不完全的心，我們知道袮是鑒察人心的
主，袮知道我們內心的渴慕，願我們被袮得著、把我們磨成神兒子的樣子，請袮繼
續在我們身上作工，我們仰望袮，因為、袮在我們身上動了善工，必定完成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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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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