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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大先知書 第八堂、以西結書信息 

以西結的中心信息是耶路撒冷不能逃避之滅亡。當時在巴比倫的擄民中有假先知出現，造謠惑眾，

說國家必不會滅亡，而他們很快便會回國了。以西結於是宣告國家因屢犯重罪，必須經過神的審判。

此是先知書中「審判」性質之部分。雖然以西結暢論悖逆家之敗亡，但他同時以愛勸人悔改。他勸

被擄之民學習受罰之教訓，但也預言將來之復興，此是先知書中「安慰」性質之部分。 

以西結書的中心主題乃「神的榮耀」；從「神的榮耀」顯出神對以色列國之關係，故此書內指出「神

的榮耀」有四方面的活動：榮耀顯現、榮耀離開、榮耀施判、榮耀歸回 

一、耶和華的榮耀顯現（1-3 章）- 向以西結顯現，呼召他為先知 

(一) 引言。（一 1～3） 

結 1:1 當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結〔原文作我〕在迦巴魯河邊、被擄的人中、天就開了、得見 

神的異象。(被擄後第五年，就是主前 593 年，以西結蒙召受職為先知。) 

(二) 神榮耀的異象。（一 4～28）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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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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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有四個臉面、四個翅膀 

《以西結書》 

活物（希伯來文：hawoth） 

人  

獅子  

牛（Bull） 

鷹  

四個翅膀  

輪輞上有眼睛 

一個像人的形象  

寶座  

雲中有彩虹 

《啟示錄》 

活物（希臘文：zon） 

獅子 

牛（Calf） 

人 

鷹 

六個翅膀 

佈滿眼睛 

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像碧玉 

有虹圍著寶座 

以西結書的主題乃是“神的榮耀”。以西結書第一章乃是用一幅圖畫，給我們看見什麼

是神的榮耀。整個異像是為了表明神的榮耀，異象的最後部分是為了向以西結說明在整個宇宙中

神是中心、是一切的主宰。所有的事都是源自神；祂是始、是終。 

(三) 先知蒙召、受指示、奉差遣。（二 1～三 27）神給以西結先後五次之呼召，託付要傳的信息： 

1. 第一次（2:1-2:8） －「作先知的託付」； 

結 2:3 他對我說、人子阿、我差你往悖逆的國民以色列人那裏去‧他們是悖逆我的、他們和他們

的列祖違背我、直到今日。 

2. 第二次（2:9-3:9）－「作譴責者的託付」；  

結 2:9 我觀看、見有一隻手向我伸出來、手中有一書卷。10 他將書卷在我面前展開、內外都寫

著字、其上所寫的有哀號、歎息、悲痛的話。 

結 3:1 他對我說、人子阿、要喫你所得的、要喫這書卷、好去對以色列家講說。2 於是我開口、

他就使我喫這書卷。3 又對我說、人子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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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對我說、人子阿、你往以色列家那裏去、將我的話對他

們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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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次（3:10-15） －「作被擄人中傳道者的託付」；  

結 3:10 他又對我說、人子阿、我對你所說的一切話、要心裏領會、耳中聽聞。11 你往你本國被

擄的子民那裏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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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四次（3:16-21） －「作守望人的託付」；  

結 3:17 人子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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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第五次（3:22-27） －「作忠心僕人的託付」。 

結 3:22 耶和華的靈〔原文作手〕在那裏降在我身上、他對我說、你起來往平原去、我要在那裏和

你說話。23 於是我起來往平原去、不料、耶和華的榮耀、正如我在迦巴魯河邊所見的一

樣、停在那裏、我就俯伏於地。 

神告訴以西結開始他的工作。他被帶到平原（幼發拉底山谷）。在那裡，他看到了本書

開頭所看到的耶和華的榮耀。這一場景將他的所有信息聯繫起來。神告訴他，他將成為

啞巴直到神再次向他說話的時候；那時，他要開口說“主耶和華如此說”，而百姓會試

圖阻止他開口說話。  

 

二、耶和華的榮耀離開（4 至 24 章）- 從以色列民中逐步離開，神放棄犯罪之民，而降施審判 

(一) 民族的敗亡（4:1-7:27） 

1. 以西結開始向以色列人傳講預言，形象地說明耶路撒冷被圍困的事（4：1－5：11）  

(1) 第一個象徵性的動作――磚 4：1－3 

以西結拿來一塊磚，在上面畫上耶路撒冷的地圖代表耶路撒冷，並裝作圍困、進攻這城。

他要造台築壘，安置帳篷，設置撞錘。所有的以色列人看到這個就會知道神要使用尼布

甲尼撒圍攻並佔領耶路撒冷。  

(2) 第二個象徵性的動作――側臥 4：4－8 

結 4:4 你要向左側臥、承當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側臥的日數、擔當他們的罪孽‧6 再者、

你滿了這些日子、還要向右側臥、擔當猶大家的罪孽、我給你定規側臥四十日、一日頂一

年。(猶大將忍受 40 年的懲罰，如在曠野 40 年一樣） 

(3) 第三個象徵性動作――吃定量的食物 4：9－17 

耶路撒冷糧食短缺是通過用一定量的糧食做餅，作為 390 天的食物來表達的。以西結用

天平每天稱量 20 舍客勒的食物；這是象徵在被圍期間，城中食物短缺的情景。  

(4) 第四個象徵性的動作――剃髮 5：1－12 

以西結剃去鬚髮的動作是有關耶路撒冷被圍的象徵的最後一步。  

2. 神宣告對猶大的一系列的審判 6：1－7：27 

結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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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聖殿的玷污（8:1-11:25） 

1. 外表上沒有改變實際上與神的榮耀相反（8：1－18）  

結 8:1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猶大的眾長老坐在我面前、在那裏主耶和華的靈〔原文

作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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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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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裏有觸

動主怒偶像的坐位、就是惹動忌邪的。 

2. 神懲罰耶路撒冷及其中的聖殿 9：1－11 

結 9:9 他(主耶和華)對我說、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的罪孽、極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滿城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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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因為他們說、耶和華已經離棄這地、他看不見我們‧10 故此、我眼必不顧惜、也不

可憐他們、要照他們所行的報應在他們頭上。 

3. 神將他的榮耀移到東門 10：1－22 

結 10:4 耶和華的榮耀從基路伯那裏上升、停在門檻以上‧殿內滿了雲彩、院宇也被耶和華榮耀的

光輝充滿。5 基路伯翅膀的響聲聽到外院、好像全能 神說話的聲音。 

結 10:18 耶和華的榮耀從殿的門檻那裏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19 基路伯出去的時候、就展開翅

膀、在我眼前離地上升、輪也在他們的旁邊、都停在耶和華殿的東門口‧在他們以上、有

以色列 神的榮耀。 

4. 神將他的榮耀撤離耶路撒冷 11：1－25 

結 11:22 於是基路伯展開翅膀、輪子都在他們旁邊‧在他們以上、有以色列 神的榮耀。23 耶和

華的榮耀從城中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 

(三) 審判的確定（12:1-19:14） 

結 14:12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13 人子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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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人與牲畜從其中剪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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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審判與復興（20:1-24:27）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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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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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20:40 主耶和華說、在我的聖山、就是以色列高處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事奉我、我要

在那裏悅納你們、向你們要供物、和初熟的土產、並一切的聖物。41 我從萬民中領你們

出來、從分散的列國內聚集你們、那時我必悅納你們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

們身上顯為聖。 

 

三、耶和華的榮耀施判（25 至 32 章）- 「神的榮耀」在列國中受辱，故向外邦國施審判 

《以西結書》的神學思想主要集中于神的榮耀。神容許各國褻瀆祂的名，借他們之手來懲罰與祂立

約的子民。同時，這些國家也是在祂的掌管之下，不能在惡待祂的子民後不受到任何懲罰。這幾章

經文表明，各國受罰的日子到了。 

(一) 論亞捫摩押以東與非利士（25:1-17） 

結 25: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2 人子阿、你要面向亞捫人說豫言、攻擊他們‧ 

(二) 論推羅（26:1-28:19） 

結 26:2 人子阿、因推羅向耶路撒冷說、阿哈、那作眾民之門的、已經破壞、向我開放‧他既變為

荒場、我必豐盛‧3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推羅阿、我必與你為敵。 

(三) 論西頓（28:20-26） 

結 28:21 人子阿、你要向西頓豫言攻擊他、22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西頓哪、我與你為敵、我必

在你中間得榮耀、我在你中間施行審判、顯為聖的時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四) 論埃及（29:1-32:32） 

結 29:2 人子阿、你要向埃及王法老豫言攻擊他、和埃及全地‧ 

結 32:11 主耶和華如此說、巴比倫王的刀、必臨到你(埃及)。 

 

四、耶和華的榮耀歸回（33 至 48 章）- 以色列家復興，建立榮耀彌賽亞的國度 

(一) 預言以色列得復興（33章至 39章） 

結 33:7 人子阿、我照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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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33:11 你對他們說、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斷不喜悅惡人死亡‧惟喜悅惡人轉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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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阿、你們轉回、轉回罷、離開惡道‧何必死亡呢。 

結 34:15 主耶和華說、我必親自作我羊的牧人、使他們得以躺臥。16 失喪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

必領回、受傷的我必纏裹、有病的我必醫治‧只是肥的壯的我必除滅‧也要秉公牧養他們。 

結 34:23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們、牧養他們、就是我的僕人大衛‧他必牧養他們、作他們的牧人。 

結 36:23 我要使我的大名顯為聖‧這名在列國中已被褻瀆、就是你們在他們中間所褻瀆的。我在他

們眼前、在你們身上顯為聖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這是主耶和華說的。24 我

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 

結 37:4 他又對我說、你向這些骸骨發豫言、說、枯乾的骸骨阿、要聽耶和華的話。5 主耶和華對

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 

結 37:11 主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乾了、我們的指望

失去了、我們滅絕淨盡了。14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 

結 37:28 我的聖所在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為聖的耶和華。 

 

(二) 理想的聖殿與獻祭（40至 48章） 

1. 聖殿的結構（40:1-43:27）； 

結 40:1 我們被擄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後十四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華的靈

〔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帶到以色列地。2 在 神的異象中帶我到以色列地、安

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邊有彷彿一座城建立。 

2. 祭司的職事（44:1-46:24）；  

結 44:15 以色列人走迷離開我的時候、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孫、仍看守我的聖所‧他們必親近我、

事奉我、並且侍立在我面前、將脂油與血獻給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3. 支派的分地（47:1-48:35） 

結 47:1 他帶我回到殿門、見殿的門檻下有水往東流出‧（原來殿面朝東）這水從檻下、由殿的右

邊、在祭壇的南邊往下流。2 他帶我出北門、又領我從外邊轉到朝東的外門、見水從右邊

流出。3 他手拿準繩往東出去的時候、量了一千肘、使我蹚過水、水到踝子骨。4 他又量

了一千肘、使我蹚過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蹚過水、水便到腰。5 又量了一

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蹚過‧因為水勢漲起、成為可洑的水、不可蹚的河。 

結 48:35 城四圍共一萬八千肘‧從此以後、這城的名字、必稱為耶和華的所在。 

作業: 請分享以西結書中聖靈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