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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kiel's Vision, Raphael,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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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書分類	 

按時期分	 

•  被擄前	 
– 以賽亞、耶利米、何西阿、約珥、阿摩司、俄
巴底亞、約拿、弥迦、那鴻、哈巴谷、西番雅、	 

•  被擄時	 
– 以西結、但以理。	 

•  被擄後	 
– 哈該、撒迦利亞、瑪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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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主要的幾個先知呼召記載	 

要素	 
摩西
(出)	 

基甸
(士)	 

撒母耳
(撒上)	 

以賽亞
(賽)	 

耶利米
(耶)	 

以西結
(結)	 

會面	 3:1-9	 6:11-13	 3:2-10	 6:1-7	 1:3	 
2:1-2,	 

3:12-15,22-2
4	 

差遣	 3:10	 6:14	 3:11-14	 6:8-13	 1:4-5	 
2:3-8,	 

3:11,16-21,2
5-27	 

婉拒	 3:11,13,	 
4:1,10,13	 

6:15	 1:6	 

保証	 
3:12,14-22,	 
4:9,11-12,	 
14-17	 

6:16	 1:10,	 17-19	 

印証	 4:2-9,17	 6:17-24	 1:11-16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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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	 BC	 南北國分裂	 
· 722	 BC	 北國亡於亞述	 
· 609	 BC	 約西亞之子約哈斯與父道相違，作王三個月。	 
· 埃及强盛併吞猶大廢約哈斯，立他哥哥約雅敬為王。	 
· 巴比倫滅埃及把猶大轉屬自己。	 
· 606	 BC	 約雅敬反叛，巴比倫一臨耶京，把國中優秀人才擄
走，包括但以理。	 

· 598	 BC	 約雅敬死後，其子約雅斤登位。約雅斤三月後反巴
比倫。	 

· 597	 BC	 巴王二臨耶京，擄走約雅斤及國中各類技工壯男到
距巴比伦以南五十英哩的迦巴鲁河边	 ，包括以西结。	 

· 巴王立約雅斤之叔西底家為王	 (597-586	 BC)。九年後西底
家叛變巴王，巴比侖圍城十八個月。	 

· 586	 BC	 巴王滅猶大，毁圣殿，以猶大為巴國之一省，立基
大利為省長。	 

重要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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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亡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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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西結(「神必堅固」或「神的力量」的意思)是被掳
时期的先知，与耶利米同时代。他出身于祭司家庭
（1:3），是布西的儿子。	 

日期：主前597年以西結與猶大王約雅斤，贵胄和一些百姓
被擄到巴比倫（王下24:10-16），定居在迦巴鲁河沿岸，
靠近尼普爾德村落。被擄後第五年，以西結蒙召作先
知，此後在被擄的人當中事奉至第二十七年（1:3，
29:17）。	 

地点：巴比伦以南五十英哩的迦巴鲁河边	 。	 
信息：第一部分是譴責以色列人的罪及宣告神對罪的懲罰；

第二部分主要是在猶大亡國以後宣講的神的安慰與應
许，表明神並非永絕祂的子民，以色列人終必復興，
返回故土重建家園。	 

鑰句：他們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55/69	 

寫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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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預言耶路撒冷毀滅（一章至二十四章）	 
	 一、先知的蒙召（一章一節至三章二十一節）	 
	 二、民族的敗亡（三章二十二節至七章二十七節）	 
	 三、聖殿的玷污（八章一節至十一章二十五節）	 
	 四、審判的確定（十二章一節至十九章十四節）	 
	 五、審判與復興（二十章一節至二十四章二十七節）	 

第二部　預言列邦必受審判（二十五章至三十二章）	 
	 一、論亞捫摩押以東與非利士（二十五章一至十七節）	 
	 二、論推羅（二十六章一節至二十八章十九節）	 
	 三、論西頓（二十八章二十至二十六節）	 
	 四、論埃及（二十九章一節至三十二章三十二節）	 

第三部　預言以色列得復興（三十三章至三十九章）	 
	 一、先知的職事（三十三章一至三十三節）	 
	 二、大家牧人（三十四章一至三十一節）	 
	 三、民族的再生（三十五章一節至三十六章三十八節）	 
	 四、以色列統一复兴	 （三十七章一至二十八節）	 
	 五、歌革與瑪各（三十八章一節至三十九章二十九節）	 

第四部　理想的聖殿與獻祭（四十至四十八章）	 
	 一、聖殿的結構（四十章一節至四十三章二十七節）	 
	 二、祭司的職事（四十四章一節至四十六章二十四節）	 
	 三、支派的分地与神之圣城	 （四十七章一節至四十八章三十五節）	 

本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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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十年四月初五日(1:1)，正是約雅斤被擄去第五年	 四月初五日(1:2)。	 “四活物
与主的荣耀”，	 593	 B.C.	 

2.	 第五年（三十年）四月十二日(3:16：「過了七日」)。	 “立为守望人”,	 593	 B.C.	 
3.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8:1)。	 “圣殿偶像”,	 592	 B.C.	 
4.	 第七年五月初十日(20:1)。	 “与长老谈反叛的以色列”,	 591	 B.C.	 
5.	 第九年十月初十日(24:1，可能應參閱王下25:1)。	 “煮食的锅”,	 588	 B.C.	 
6.	 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26:1)。	 “向推罗发预言”,	 587/586	 B.C.	 
7.	 第十年十月十二日(29:1)。	 “向埃及发预言”,	 587	 B.C.	 
8.	 （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29:17)。	 “向埃及发预言”,	 571	 B.C.	 
9.	 十一年正月初七日(30:20)。	 “向埃及发预言”,	 587	 B.C.	 
10.十一年三月初一日(31:1)。	 “向埃及发预言”,	 587	 B.C.	 
11.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32:1)。	 “哀法老之歌”,	 585	 B.C.	 
12.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32:17)。「十二」為中譯詞附加的）。	 “哀法老之歌”,	 
586	 B.C.	 

13.十二年十月初五日(33:21)：“耶路撒冷陷落”,	 	 586	 B.C.	 
14.年初、月之初十日，被擄後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攻破後十四年(40:1)。	 “以
西结圣殿”,	 	 573	 B.C.	 

本書中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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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異象、神榮耀的異
象(第一章)	 
	 	 	 	 1:4我觀看、見狂風從北方颳來、隨著
有一朵包括閃爍火的大雲、周圍有光輝、
從其中的火內發出好像光耀的精金。	 1:5
又從其中、顯出四個活物的形像來、他
們的形狀是這樣、有人的形像。	 1:6各有
四個臉面、四個翅膀。	 　　　	 	 	 
	 	 	 	 基路伯是事奉寶座的受造之物，有一
輪在地上，啟示神要降世為人，在地仍
在天(約3:13)。活物受聖靈管治直往前行，
他們是神受造之物中完美的形像，用二
翅膀遮體，不奪取神的榮耀。如火炭形
像，聖靈充滿，有四個臉預表基督道成
肉身的四方面，由四福音代表的：君王，
奴僕，人子，神子。	 
	 	 	 	 「基路伯」名意是神手中緊緊守住的，
也預示事奉神的人，一切受上面寶座的
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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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榮耀的異象(1:1-28)	 
– 四活物的形像	 (人、獅子、牛、鷹)	 ：神僕人應有的工作態度	 
– 靈的上下：神是支配萬有的	 
– 輪中套輪：神旨意的隨意活動	 
– 滿有眼睛：神是全能全知的	 
– 聲音：神僕背後的權能	 
– 榮光：神是尊貴無比、輕慢不得的	 
– 1:28	 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形像。我一看見就俯伏在地，又聽見一
位說話的聲音。	 

	 	 	 	 一个被掳的人，以西结在巴比伦的荒废之地，在遠離圣殿所在之处，
在他所见的异象中，显出上帝同在的表征。所以对于以西结来说与耶路
撒冷聖城的隔绝，并不表示与上帝隔绝。上帝無所不在。藉此異像使以
西結看到神的榮耀尊貴而順服下來做祂的先知。	 

	 	 	 	 上帝不但关心他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也关心所有的世人。上帝不
只是以色列的上帝，也是全人类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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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召與使命(2:1-3:11)	 
– 蒙召：神賜話語、勇氣，聖靈充滿，喫書卷	 

· 3:1-3	 他對我說：「人子啊，要喫你所得的，要喫這書卷，好去對以色
列家講說。」	 於是我開口，他就使我喫這書卷，	 又對我說：「人子
啊，要喫我所賜給你的這書卷，充滿你的肚腹。」我就喫了，口中覺
得其甜如蜜。	 

– 對象-被擄之民	 
– 任務：只管傳神的話，無論他們聽或不聽	 

· 3:11	 你往你本國被擄的子民那裡去，他們或聽，或不聽，你要對他們
講說，告訴他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工作的開始(3:12-15)	 
– 3:14	 於是靈將我舉起，帶我而去。我心中甚苦，靈性忿激，並且
耶和華的靈（原文是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作守望人的託付(3:16-27)	 
– 3:17	 「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聽我口中
的話，替我警戒他們。	 」	 



14 

以色列家的守望者 (3:17-21,18:20-27,	 33:12-15)	 

– 无论恶人義人犯罪未受警戒，死在罪中，要向守望者讨罪。義人
若轉離義行而作罪孽死亡、他是因所作的罪孽死亡。義人素來所
行的義不被記念。	 

– 倘若你警戒義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
活、你也救自己脫離了罪。惡人若回頭離開所行的惡、行正直與
合理的事、他必將性命救活了‧．	 	 

– 兒子必不擔當父親的罪孽、父親也不擔當兒子的罪孽。義人的義、
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於惡人的惡、在他轉離惡行之日也不能
使他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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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被困表象与预言	 
被擄後第五年(593	 BC)	 (4-7章)	 

四個象徵性的動作	 (4:1-5:4)	 

1. 畫磚：城被围困	 
2. 側臥：承當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	 	 
3. 烤餅：以色列人將吃不潔淨的食物，憂慮而喫，驚惶而喝；	 	 
4. 剃髮：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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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言结局到来	 (6-7)	 
	 	 	 	 6:11以色列家行這一切可憎的惡事‧．他們必倒在刀劍、饑荒、瘟疫之
下。7:20論到耶和華妝飾華美的殿、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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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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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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異象、	 圣殿中罪惡的異象(八~十一章)	 
　　以西结见第二个异象是在第六年六月初五日，亦即是耶路撒冷倾覆前
五年。他被灵带到耶路撒冷(8:3)。这个异象共分四个阶段：第一个是在
第八章，我们看见犹大污辱圣殿的情形；第二个是在第九章，耶和华
的审判临到他的子民；第三个是在第十章，耶和华离开圣殿；第四个
是在十一章，「荣耀」也离开耶路撒冷。���

1.  圣殿被污秽	 
· 牆上畫的爬物，是撒但進入教會；	 
· 走獸，是世界進入教會；	 
· 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是肉體進入教會。	 
· 長老帶領教會拜偶像。	 
· 事奉神的婦女敬拜植物之神搭模斯。	 
· 廿四個祭司加上大祭司背向神，用外	 

   邦礼仪向日頭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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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耶路撒冷城民的審判	 

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歎息哀哭的人畫記號在額上，其余的拜偶像的人從聖
所起全都殺盡。他們擊殺的時候、我被留下、我就俯伏在地、說、哎、主
耶和華阿、你將忿怒傾在耶路撒冷、豈要將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滅絕麼。	 

3.	 神的荣耀离开圣殿	 
神的荣耀与迦巴鲁河边的异象相同。	 

4.	 圣民被掳及安撫應許	 

耶和華如此說、我雖將以色列全家分散在列邦內，我必從萬民中招聚你們、
又要將以色列地賜給你們。	 他們必到那裏、也必從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
厭的物。	 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裏面、又從他們肉
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使他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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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比喻的信息	 

一、葡萄木的比喻	  十五章(約十五章)	 
	 	 	 	 精心培養的以色列，教會因背叛不結果，失去生命供應結果子的效能。
葡萄樹除了結果子，使人得生命歸向神，別無用處，葡萄為了榨酒，不
為美觀，不結果的枝子要剪除，結果多的要修剪使結果更多。	 
二、棄嬰的淫亂史　十六章	 
　　救主性命買贖的教會，卻背叛救主，與世界聯合，忘恩負義，遭到
神的拆毀，毀壞，剝去，奪取。	 
三、雙鷹審判的工具　十七章	 

	 	 	 	 神用巴比倫，埃及攻擊以色列，為挽回拯救他們離棄偶像歸向神，教
會在背道的光景中，神興起天災人禍，使祂有進入的機會。	 
四、被擒的猛獅　　十九章	 
　　與神同在，遵行神的旨意，以神為權柄的教會強大如獅；離棄神落
在撒但手中，被擄而荒涼。教會興旺與否，在於神是否有絕對的權柄。	 
五、二淫婦的慘局　　廿三章	 
　　與世界同化的教會，與神為敵，最終被世界所殺(雅四4)，如同啟十
七章16節大淫婦的慘局。	 



19 

一、葡萄木的比喻	 十五章(約十五章)	 

	 	 	 	 以色列好像一棵葡萄树，是从埃及挪出，并且栽于应许之地，要在
那里生长发旺，而且多结果子（参阅诗80:8-11）。过去以色列曾经多
结果子，是上帝圣洁的国度，是他特别的子民，向全世界的人见证上
帝的公义。过去发旺的时期，原因就是在此。以色列人不像巴比伦人，
在数学的技能方面，是开路先锋；也不像埃及人，有建筑设计的技能。
她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为真理的上帝，向全世界的人作见证。当他
们不能作这事的时候，那末（正像葡萄木一样），只适于焚烧。	 	 

	 	 	 	 精心培養的以色列，教會因背叛不結果，失去生命供應結果子的效
能。葡萄樹除了結果子，使人得生命歸向神，別無用處，不結果的枝
子要剪除，結果多的要修剪使結果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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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棄嬰的淫亂史的比喻　十六章	 

	 	 	 	 以色列历史上好比是个弃婴，蒙神拣起，蒙神爱情，后来却背约成
为淫妻，效法她的姊妹所多瑪和撒瑪利亞。主耶和華如此說、你這輕
看誓言、背棄盟約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	 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
時與你所立的約、也要與你立定永約。	 	 

    救主性命買贖的教會，卻背叛救主，與世界聯合，忘恩負義，必
遭到神的拆毀，毀壞，剝去，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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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鷹審判的工具的比喻　十七章	 

    巴比倫和埃及各如一隻鷹，翅膀大，羽毛豐滿。約雅斤這「香柏樹
梢」被掳到巴比倫后，猶大（比喻為一棵葡萄樹）試圖與埃及法老合弗
拉結盟，對抗尼布甲尼撒。導致尼布甲尼撒將葡萄樹連根拔起，使它枯
乾（17:9-10）。猶大的陷落是是对她的违约所付的代价。	 

    神應許在被擄之後，讓祂的百姓在彌賽亞──「一嫩枝」（17:22）
──的帶領下，重回他們的國土。那棵嫩枝象徵彌賽亞的統治，當它種
在土地中，它會長成一棵佳美的香柏樹，讓鳥兒得著蔭庇和保護。第十
七章是對神在人類事務中的主權，作出熱切的肯定（「耶和華使高樹矮
小，矮樹高大」，(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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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擒的猛獅的比喻　　十九章	 

　　第十九章是哀歌的形式，當中包含了兩個比喻。第一個比喻描繪
一隻母獅和牠兩隻小獅。那隻母獅是約西亞王的妻子哈慕他（王下
23:31），她生了兩個兒子，就是約哈斯和西底家。	 

	 	 	 	 約哈斯在19:3-4中，描述為一隻長大後被帶到埃及的小猛獅（主前
608年，被法老尼哥帶往埃及；參王下23:31-34）。	 

	 	 	 	 西底家在10年後繼承王位。在哀歌中，先知運用想象力，將小獅代
表西底家，他最終成為背叛的統治者，而被帶到巴比倫（19:7-9）。这
两只少壮狮子，是同一个母亲所生，因此，第二只少壮狮子可能不是
约雅斤（即约哈斯的侄儿），乃是西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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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树的比喻	 	 	 十九章	 

	 	 	 	 第二個比喻的意象，轉為代表以色列的葡萄樹（19:10）。在以
色列的早期，神以強而有力的統治者來賜福以色列，可是，當西底
家輕率地帶領猶大步向末日，葡萄樹如今正在枯萎。以西結的哀歌
所強調的，是欠缺了登上王位的人選，以及葡萄樹缺少生命
（19:13-14）。	 

	 	 	 	 以色列最后几个王的母亲哈慕他，好像一棵葡萄树一样，移植在
一个有泉水的地方。葡萄树生长肥美，发出许多嫩枝，多结果子。
葡萄树上有一个枝子，大于其他所有的枝子；这个枝子代表西底家，
后来这棵葡萄树被拔出，摔在地上，树根露出，被沙漠中的风吹干。
这葡萄树和最坚固的枝子完全枯干，被火烧尽。	 	 
　　與神同在，遵行神的旨意，以神為權柄的教會強大如獅；離棄
神落在撒但手中，被擄而荒涼。教會興旺與否，在於神是否有絕對
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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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淫婦的慘局的比喻　　廿三章	 

16:46	 你的姐姐是撒瑪利亞、…你的妹妹是所多瑪、…	 

16:60	 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時與你所立的約、也要與你立定永約。	 	 

23:4	 …姐姐名叫阿荷拉、妹妹名叫阿荷利巴‧．…阿荷拉就是撒瑪利亞、
阿荷利巴就是耶路撒冷。	 	 	 	 	 

　　在第十六章，耶路撒冷被指犯了比所多瑪和撒瑪利亞更大的罪，
然而神卻應許她會復興。第二十三章只強調了那兩姊妹的淫亂，以及
神對她們的審判，卻沒有一句提到復興。	 這個比喻剛好成為鍋的比喻
（24）的引言。在鍋的比喻中，耶路撒冷與一個生銹而滾著水的鍋相
比。耶路撒冷的人比作熱鍋中的肉，將在城中死去。這個比喻是在尼
布甲尼撒圍困耶路撒冷的那日宣佈的。因此，被擄的人已獲得神預先
警告，祂有意毀壞聖殿（24:21），並且，他們亦已準備迎接那些帶來
耶路撒冷陷落之「噩耗」的傳訊者。	 	 
　　與世界同化的教會，與神為敵，最終被世界所殺(雅4:4)，如同啟
17:16大淫婦的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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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kiel's Vision, Raphael,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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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4	 

	 	 	 　　　	 	 	 　　　﹒﹒　　　　　﹒﹒﹒﹒　　　　　　﹒	 	 	 	 	 
３３５６５－│５６１２６－│５５３３２１６５│３５６１５－	 
－－－－　　　－－－－　　　－－－－－－－－　－－－－	 	 	 	 	 	 	 
創出利民申，　書士得撒撒，　王王代代拉尼斯，　伯詩箴傳歌，	 	 	 
再　背新約，　太可路　約，　徒　羅　林　林，　加弗腓　西，	 	 	 

	 	 ﹒　　　　　﹒　﹒﹒﹒　　﹒﹒　　　　　﹒﹒　　﹒	 	 	 	 	 	 	 
６１６５３－│１６１３２－│３３５６５－│３３５６１－∥	 	 	 	 	 
－－－－　　　－－－－　　　－－－－　　　－－－－	 	 	 	 	 	 	 	 	 	 	 
賽耶哀結但，　何珥摩　俄，　拿彌鴻　哈，　番該亞　瑪。	 	 	 	 	 	 	 
帖帖提　提，　多門來　雅，　彼彼約　約，　約　猶　啟。	 	 



3 

· 931	 BC	 南北國分裂	 
· 722	 BC	 北國亡於亞述	 
· 609	 BC	 約西亞之子約哈斯與父道相違，作王三個月。	 
· 埃及强盛併吞猶大廢約哈斯，立他哥哥約雅敬為王。	 
· 巴比倫滅埃及把猶大轉屬自己。	 
· 606	 BC	 約雅敬反叛，巴比倫一臨耶京，把國中優秀人才擄

走，包括但以理。	 
· 598	 BC	 約雅敬死後，其子約雅斤登位。約雅斤三月後反巴

比倫。	 
· 597	 BC	 巴王二臨耶京，擄走約雅斤及國中各類技工壯男到

距巴比伦以南五十英哩的迦巴鲁河边	 ，包括以西结。	 
· 巴王立約雅斤之叔西底家為王	 (597-586	 BC)。九年後西底

家叛變巴王，巴比侖圍城十八個月。	 
· 586	 BC	 巴王滅猶大，毁圣殿，以猶大為巴國之一省，立基

大利為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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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象(Vision)是《圣经》中一个常见的词汇，指一种从天上来、
特别的看见、启示和引导，意思相似於《聖經》中其他的「啟
示」、「默示」等詞。《聖經》中記載的许多异象是看见超自
然的景象，或是有关未来的预言。	 	 

· 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
在異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	 （民12:6）	 

· 没有異象、〔或作默示〕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
（箴言29：18）	 

· “異象”出现的次数：创	 2	 出	 1	 民	 3	 伯	 4	 诗	 1	 箴	 1	 赛	 4	 耶	 2	 哀	 2	 
结	 17	 但	 30	 珥	 1	 弥	 1	 亚	 1	 路	 2	 徒	 12	 启	 4。	 

· 圣经中著名的異象：	 	 

– 伯特利的异象——创28:12-15	 	 
– 约瑟的异象——创37:5-11	 	 
– 火与荆棘的异象——出3:2-5	 	 
– 四活物的异象——结1:3-28	 
– 枯骨的异象——结37:1-14	 
– 绵羊与山羊的异象	 	 

– 登山变像的异象	 	 
– 大马色路上——徒	 	 
– 彼得的异象——徒10:11	 	 
– 马其顿的异象——徒	 	 
– 金灯台的异象——启	 
– 飞行书卷的异象——启	 
– 新耶路撒冷的异象——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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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異象、神榮耀的異象(1章)	 

· 以西结1:4-28:	 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
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精金。又从其中、
显出四个活物的形像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像。各有四个
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
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
俱各直往前行。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
脸、后面各有鹰的脸。至于四活物的形像、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
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
和作法、好像轮中套轮。四个轮辋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的时候、
像全能者的声音、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
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像‧．	 	 

· 启示录4:6-8: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圣
哉、圣哉、圣哉、主　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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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異象、	 圣殿中罪惡的異象(8-11章)	 
以西结见第二个异象是在第六年六月初五日，亦即是耶路撒冷倾覆前五年。
他被灵带到耶路撒冷(8:3)。这个异象共分四个阶段：	 

第一个是在第八章，圣殿被撒但，世
界，偶像所污秽；圣民离弃真神，侍
奉外邦偶像。	 

第二个是在第九章，灭命天使击杀城
民，惟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歎息哀哭
的人畫記號在額上的可存活。	 

第三个是在第十章，耶和华离开圣殿。	 

第四个是在十一章，「荣耀」也离开
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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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比喻的信息(15-23章)	 

一、葡萄木的比喻	  十五章(約十五章)	 
	 	 	 	 精心培養的以色列，教會因背叛不結果，失去生命供應結果子的效能。
葡萄樹除了結果子，使人得生命歸向神，別無用處，葡萄為了榨酒，不
為美觀，不結果的枝子要剪除，結果多的要修剪使結果更多。	 
二、棄嬰的淫亂史　十六章	 
　　救主性命買贖的教會，卻背叛救主，與世界聯合，忘恩負義，遭到
神的拆毀，毀壞，剝去，奪取。	 
三、雙鷹審判的工具　十七章	 

	 	 	 	 神用巴比倫，埃及攻擊以色列，為挽回拯救他們離棄偶像歸向神，教
會在背道的光景中，神興起天災人禍，使祂有進入的機會。	 
四、被擒的猛獅　　十九章	 
　　與神同在，遵行神的旨意，以神為權柄的教會強大如獅；離棄神落
在撒但手中，被擄而荒涼。教會興旺與否，在於神是否有絕對的權柄。	 
五、二淫婦的慘局　　廿三章	 
　　與世界同化的教會，與神為敵，最終被世界所殺(雅四4)，如同啟十
七章16節大淫婦的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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銹鍋煮食的比喻和以西結喪妻	 	 （24章）	 

鍋乃是耶路撒冷城；其中的肉和骨頭，就是城內的居民。	 

鍋下的火，代表仇敵巴比倫。	 

銹鍋使肉，汁敗壞，鍋底燒焦，不能洁净。同樣的道理，一座健全的
城，可以利用外面的“熱量”，加強內部在遭受逆境時的堅固。可是
當城內腐敗時，外面的災禍就要毀壞居民，最後城邑本身也必被毀滅。	 

耶和華宣告這位先知的“眼目所喜愛的”妻子將要死亡。耶路撒冷的
聖殿，乃是那些被擄之人“眼裏所喜愛的”（21節），將如同這位先
知的妻子一樣要“死”去。耶路撒冷的驕傲必被褻瀆。所以對於耶路
撒冷的被毀，百姓也要抑制著自己的哀痛。這位先知生命和盼望的一
部分，已經隨著他妻子的死亡而消失，所以當聖殿被毀的時候，那些
被擄之人的盼望，也要化為烏有。耶路撒冷聖殿的被毀，就外表的意
義說，似乎是以色列宗教結束的標誌。上帝的同在不會再臨到他們。	 	 



9 

审判罪恶的耶路撒冷	 （20-23章）	 

22:2人子阿、你要審問這流人血的城麼‧．當使他知
道他一切可憎的事。	 22:6看哪、以色列的首領、各
逞其能、在你中間流人之血。	 22:7在你中間有輕慢
父母的‧．有欺壓寄居的‧．有虧負孤兒寡婦的。	 22:8
你藐視了我的聖物、干犯了我的安息日。	 22:9在你
中間有讒謗人流人血的‧．有在山上吃過祭偶像之
物的‧．有行淫亂的。	 22:10在你中間有露繼母下體
羞辱父親的‧．有玷辱月經不潔淨之婦人的。	 22:11
這人與鄰舍的妻行可憎的事‧．那人貪淫玷污兒婦
‧．還有玷辱同父之姐妹的。	 22:12在你中間有為流

人血受賄賂的‧．有向借錢的弟兄取利、向借糧的
弟兄多要的、且因貪得無饜、欺壓鄰舍奪取財物、
竟忘了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22:15我必將你分
散在列國、四散在列邦‧．我也必從你中間除掉你
的污穢。	 22:16你必在列國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
被褻瀆‧．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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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邦列國的預言(25-32章)	 

· 七個國家在以色列被滅時犯了幸災樂禍、趁火打劫的罪：亞捫(25:1-7)、
摩押(25:8-11)、以東(25:12-14)(35)、非利士(25:15-17)、推羅(26:1-28:19)、
西頓(28:20-26)、埃及(29:1-32:32)。	 

·  26-28章，預言推羅城将被毀壞不得再被建造。	 

·  28:11-19	 以哀歌的形式影射撒但的來歷，原來是受膏的基路伯	 ，無所
不備、智慧充足、全然美麗(28:12)，因驕傲与不義(28:17)，墮落成撒但。	 

·  (587-585	 BC)	 29-32章，預言埃及必亡於巴比侖，即使在分散於列國四
十年後又歸回，卻無法再回復從前的地位(29: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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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宣告對以色列的鄰國的審判（25:1至32:32）	 

	 	 	 	 在耶路撒冷陷落時，亞捫、摩押、以東、非利士、推羅和西頓這6個
國家	 都在她陷落時幸災樂禍和歡呼頓足嘲諷以色列。導致以色列遭受這
厄運的原因，是神不能容忍祂的百姓犯罪。神的聖潔要求對罪作出懲罰，
它同時亦要求為祂的名作出辯白（28:22-23）。神仍然關心祂的百姓，以
色列將會知道，祂已經為他們除去鄰國的嘲諷（28:24）。當以色列復興，
耶和華會在列國面前進一步彰顯祂的聖潔。以色列將重新得回土地、葡
萄園和房屋，而且，他們還在平安中享受耶和華的豐盛（28:25-26）。	 

    在神的審判下，埃及同樣會失去她的領導地位（29:9、10、12、
14-16）。先后被巴比倫（30:1-32:21），波斯、希臘和羅馬吞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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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推羅的預言	 

a)尼布甲尼撒王將毀壞推羅城（26:7-8）	 

b)許多國民要上來攻擊推羅（26:3）	 

c)推羅將成為淨光的磐石（26:4）	 

d)推羅城的塵土要被拋在水中（26:13）	 

e)漁夫要把推羅作為曬網之地（26:14）	 

f)推羅不得再被建造（26:14）	 

g)永遠尋找不到（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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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前六世紀初，尼布甲尼撒王圍困這座四面高牆的城市長達十三年
之久，推羅城被攻破後，發現似乎是一座空城。原來，推羅人早已分批
乘船渡到推羅以西半哩之外的小島之上，並且在那裡另修了一座防禦城，
原先的推羅城在公元前五七三年完全被毀壞，但因尼布甲尼撒無法渡海，
使得小島上的推羅城得以繼續存留了幾百年。���
　西元前三三三年，希臘亞歷山大大帝與波斯的伊蘇士戰爭	 中擊敗大流
士三世，又準備繼續南下攻打埃及。當時亞歷山大規勸腓尼基沿海各城
自動歸降，以阻止其為波斯提供軍事支援。但推羅人拒絕投降，於是亞
歷山大開始進攻推羅遭到堅決扺抗。希臘聯軍無法直接從陸上攻城，遂
修築一道長堤與小島連接，但仍久攻不克。���
　亞歷山大大帝徵集一批船艦從海上加強圍困，經陸海夾攻於兩個月後
攻陷推羅。八千推羅戰士戰死，希臘聯軍約亡四百人。據說亞歷山大對
於推羅人的頑強抵抗和其部下的慘重損失極為惱怒，並且因此而毀滅了
半個城市。城鎮中的三萬居民或被集體屠殺或被賣為奴隸。���
　此城後來雖不斷有人重新建造，但總是被許多軍隊圍攻，如今大部分
卻變成岩石裸露、寸草不長的無用之地。在現今的推羅遺址上，有一個
瑞斯蘭大水泉，當初的推羅城淡水全靠這個水泉供給，如今這些水泉仍
不斷湧出清新的淡水來，直流到海裡。如今這裡仍是建築城市的理想位
置，然而他卻永遠不得再被建造。至今這個預言已經成立有25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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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推羅王影射撒旦	 
28:12人子阿、你為推羅王作起哀歌、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無所不備、
智慧充足、全然美麗。	 	 
28:13你曾在伊甸　神的園中、佩戴各樣寶石、就是紅寶石、紅璧璽、金
鋼石、水蒼玉、紅瑪瑙、碧玉、藍寶石、綠寶石、紅玉、和黃金、又有
精美的鼓笛在你那裏‧．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預備齊全的。	 	 
28:14你是那受膏遮掩約櫃的基路伯‧．我將你安置在　神的聖山上‧．你在
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間往來。	 	 
28:15你從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後來在你中間又察出不義。	 	 
28:16因你貿易很多、就被強暴的事充滿、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褻瀆聖
地、就從　神的山驅逐你‧．遮掩約櫃的基路伯阿、我已將你從發光如火
的寶石中除滅。	 	 
28:17你因美麗心中高傲、又因榮光敗壞智慧、我已將你摔倒在地‧．使你
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們目睹眼見。	 	 
28:18你因罪孽眾多、貿易不公、就褻瀆你那裏的聖所‧．故此、我使火從
你中間發出、燒滅你、使你在所有觀看的人眼前、變為地上的爐灰。	 	 
28:19各國民中、凡認識你的、都必為你驚奇‧．你令人驚恐、不再存留於
世、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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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公义与恩慈　(34-37章)	 

第三十四章是開啟復興信息的鑰匙。它所強調的，包括經常重複
「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們的神」這節經文（11:20；參34:30，
36:28）。關於復興這個主題，最重要的幾方面包括：	 

– 神以恩慈復興祂的百姓，使他們重獲立約的福祉（36:20-36，
37:23，37:26，39:25）；	 

– 神復興以色列國，使他們可重回故土（36:1-15、24，37:14-23，
39:27）；	 

– 神的新約，將肉心和祂的靈賜給祂的百姓（36:25-27，37:14，
39:29），並賜福他們（36:8-12、29-30、33-35、37、38，39:9、
10、26），保證他們能戰勝敵人（35:1-15，36:36，37:38，
38-39:24）；	 

– 神指派接續大衛作王的彌賽亞，統治祂的百姓（37:24、25）	 

– 神的聖殿在祂的百姓中復興（37:26、27）。	 



17 

第三個異象、枯骨復活
的異象(37:1~14)	 
　　11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
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
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
失去了……」。因此，枯骨是代
表那些被分散的以色列人，	 	 
　　預示以色列國將復興，回轉
歸回神，末後以色列全家要得救，
生命進入，神的話就是靈，就是
生命(約6:63)。	 
　　預示神的救恩將來到，道成
肉身的基督要為全人類贖罪，使
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神
說話供應生命，使撒但的俘虜從
墳墓中出來(約五25)。聖靈使基督
成形在人裏面，直到滿有基督長
成的身量(加4:19；弗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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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十二個兆頭顯明所傳的信息	 

(3:22-26)關門繩索：人被鎖鏈捆綁，道不被捆綁，十字架釋放主的
道。	 	 提後2:9；弗6:20。�

(4:1-3)畫磚，預示教會被擄。	 

(4:4-8)被擄430年，要先知擔當眾民的罪孽。	 

(4:9-11)	 吃喝受限制，在被擄中生命枯乾，神的離棄沒有生命供應。	 

(4:12-14)吃糞烤的餅，擔當眾民不聖別的罪，教會與世界聯合同化，
把神趕出去，世界的王撒但折磨教會。	 

(5:1-3)剃頭髮預示教會被擄的慘象，三分之一的人在城中焚燒，三
分之一人在城外被殺，三分之一的人流亡在外被仇敵追趕。其中
有極少數忠心的見證人如同火焰燒入眾民的良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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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6)	 移物預示西底家時代逃難被擄的景像(王下廿五章)。教會與世
同化，容讓世界進入教會，難以逃脫災難。	 

(12:	 17-20)	 憂慮驚惶，因為離開了神，失去神的保護。	 

(21:6-7)難以逃脫的災禍，彎腰歎息，無法挽回神的怒氣。	 

(21:18-24)	 二條路，使巴比倫王占卜進攻耶路撒冷。	 教會與世同化，使
魔鬼進入教會，如同水進入船的破口使船沉沒。	 

(24:15-24)喪妻預示以色列失去最心愛的聖所、聖城；教會背叛基督，與
世淫亂(聯合)，如同失去丈夫。	 

(37:15-28)二木杖聯結為一，預見南北二國合一，神的拯救必來臨。傳講
十字架信息的人，先要經歷十字架，保羅的經歷就是他的信息(林後
11: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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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異象、聖殿恢復的異象(40-48章)	 
　	 	 神審判教會，以基督來測量教會，麻繩量大處，竿量小處。有忠心
事奉神的撒督子孫看守聖所，親近神、事奉神，侍立聽命在神前，奉
獻自己作活祭。不穿羊毛衣，憑己意勞苦出汗，出汗是人工，受咒詛
的(創三19)。穿細麻衣基督為義，受聖靈主宰事奉神。	 

	 	 	 	 字义的解经家相信，以西结异象乃是神给我们一幅千禧年宗教崇拜
的详图。	 
　　千禧年献祭之说，不仅
是以西结的预言，在旧约中
也有其他先知预言此事，例
如以赛亚(赛56:6-7；60:7)，
撒迦利亚(亚14:16-21)和耶利
米(耶33:15-18)也有相同的预
言。事实上，耶利米讨论大
卫之约里献祭之事，将献祭
制度放在比以西结更强的根
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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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的建造	 

所罗門建第一个圣殿	 

所罗巴伯和哈该领导下建第二个圣殿	 

希律王为了政治的原因建第三个圣殿主后七十年被毁	 

上述这三个殿现在都已成了废墟。	 自主后七十年希律的殿被毁后，
犹太人就没有圣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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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异象中的圣殿	 

「外院」是五百肘长，五百肘宽(42:15～20，45:2)；每一肘约等于十
尺，单这外院就是一哩长、一哩宽，亦即是说等于整个耶路撒冷旧
城墙内的全部面积。	 	 

「圣地」是长二万五千肘	 ，宽二万五千肘	 (45:3,	 48:20)，那就是从南
至北有四十七哩，西到东也是四十七哩，其面积相等于现在的伦敦
六至七倍！	 	 

「水」	 (47:1～12)，是从「殿的門槛下……往东流出」(47:1)。：「这
水往东面流出，直入大海，河水又怎样『爬上』山岭，再向东流？
这水是能『医治』死海，使水变甜(8节)。这条不可能是天然的河了！
河中有鱼，河岸『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
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47:12)。果子可作食物，叶子可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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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觀	 

教會時期	 千禧年	 

新天新地	 
∞	 

被提	 基督復臨	 

後千禧年派	 

教會時期	 =	 千禧年	 

新天新地	 20??	 
∞	 

基督復臨	 

無千禧年派	 

教會時期	 大災難	 千禧年	 新天新地	 
20??	 7	 1000	 ∞	 

被提	 基督復臨	 白色	 
大寶座	 

前千禧年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