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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 耶利米 以西結 

字義 耶和華拯救 耶和華設立的約 神賜力量 

身分 (皇族) 祭司 祭司 

家庭 
妻為女先知 

兩子有寓意 
終身不娶 愛妻驟逝 

時代 北國亡國前後 南國亡國前後 南國被擄之後 

地點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巴比倫 

焦點 聖子 聖父 聖靈 



主題及目的 

1. 宣告耶路撒冷即將淪陷（1～24章） 
主前593～586年，至耶路撒冷陷落時，先知的工作主要是
傳講審判猶大的信息。以24章以西結之妻的死亡為分水嶺。 
 

2. 攻擊外邦列國的信息（25～32章） 
 

3. 預言以色列將來的復興（33 ～48章） 
主前586～571年，耶路撒冷及聖殿被毀後，先知的事工是
安慰性，預言以色列及其聖殿的恢復。這些被擄者蒙潔淨
後，必要從他們的羞辱和困苦中得拯救，分裂的猶大與以
色列也要重歸統一，他們的敵人會遭傾覆，他們的聖殿與
敬拜也要恢復，至終在彌賽亞國度引進之時，將要全面恢
復。 

 



異象 

 25歲被擄，30歲見神異象 

 信息的內容充滿圖像(異象、預兆、比喻) 

異象：神的寶座、基路伯、聖殿罪惡、枯骨、新聖殿、
新聖地。 

預兆：啞口、耶路撒冷模型、側臥、飲食、剪髮、挖
牆、除鍋銹、喪妻、木杖合一。 

比喻：葡萄樹、不忠之妻、兩隻大鷹與葡萄樹、兩淫
亂姊妹、利巴嫩香柏樹、牧人與羊群。 



神的榮耀離開聖殿 
結1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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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升，停在城東的

那座山上。(結11:22-23) 

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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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結

11:22-23) 

耶穌領他們到伯大尼的對面，就舉手給他們祝福。正祝福的時候，

他就離開他們，被帶到天上去了。(路24:50-51) 

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

旁邊，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

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徒1:10-11) 

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必從中間

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

(亞14:4) 

神從橄欖山上升 

基督從橄欖山升天 

基督從橄欖山再來 

橄欖山 
橄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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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四個臉面，四個翅

膀。 

他們的腿是直的，腳掌

好像牛犢之蹄，都燦爛

如光明的銅。 

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

的手。… 

至於臉的形像：前面各

有人的臉，右面各有獅

子的臉，左面各有牛的

臉，後面各有鷹的臉。 

(結1:5-8,10) 



天使 經文 描述 

撒拉弗 賽6 六個翅膀：一對遮臉，一對遮腳，一對飛翔。 

基路伯 

結1,10 

有人的形像，四張臉，四個翅膀：一對翅膀張

開，彼此相接，一對翅膀遮體。翅膀下有手。

腿是直的，腳掌像牛犢之蹄。 

四活物 啟4 各一張臉，六個翅膀，遍體內外滿了眼睛。 

創，出 

詩 

把守生命樹；遮掩施恩座； 

神坐在二基路伯之上飛行。 



忠心守望 

• 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說話深奧、言語難懂的民那裡
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 看哪，我使你的臉硬
過他們的臉，使你的額硬過他們的額。… 我何時
指著惡人說：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勸
戒他，使他離開惡行，拯救他的性命，這惡人必
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倘若
你警戒惡人，他仍不轉離罪惡，也不離開惡行，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卻救自己脫離了罪。20再
者，義人何時離義而犯罪。… 倘若你警戒義人，
使他不犯罪…你也救自己脫離了罪 。(結3:4-
8,18-21) 

 



表徵行動 

• 1. 吃書卷 （結3：1） 

• 2.繩索捆綁 （結3：25） 

• 3.磚與耶路撒冷城（結4：1-2） 

• 4.鐵鑿與側臥 （結4：3-8） 

• 5.粗糧做餅，限制用量.（結4：9-11） 

• 6.牛糞烤餅 （結4：15） 

• 7.剃鬚髮，分三份。（結5：1-3） 



畫城圍城 耶路撒冷將被圍攻 

側臥430天 擔當南北國之罪孽 

限量飲食 圍城期間鬧飢荒 

用糞燒烤 放逐者將吃不潔之物 

剃鬚髮三分 耶城居民的三種下場 

動作 預兆 



人子啊，你要拿一塊磚，擺在你面前，將一座耶路撒冷

城畫在其上，又圍困這城，造臺築壘，安營攻擊，在四

圍安設撞錘攻城，(結4:1-2) 

巴比倫的尼普城(Nippur) 

地圖(1300BC) 



又要拿個鐵鏊，放在你和城的中間，作為鐵牆。你要對面攻

擊這城，使城被困；這樣，好作以色列家的預兆。(結4:3)   

巴比倫軍隊如同銅牆

鐵壁，將耶路撒冷包

圍得滴水不漏。 



1.向左側臥，左為北方(北國)；向右側臥，右為南方(南國)。 

2.以西結在室內演出耶路撒冷和南北國的命運。 

3.先知性的動作：表徵行動，強烈性的預言。 



小麥 大麥 小米 

紅豆 豆子 粗麥 

你要取小麥、大麥、豆子、紅豆、小米、粗麥，裝在一個器皿

中，用以為自己做餅；要按你側臥的三百九十日吃這餅。所吃

的要按分兩吃，每日二十舍客勒，按時而吃。你喝水也要按制

子，每日喝一欣六分之一，按時而喝。(結4:9) 



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

刀，當作剃頭刀，用這

刀剃你的頭髮和你的鬍

鬚，用天平將鬚髮平分。

(結5:1) 

 

不可剃頭，也不可容髮

綹長長，只可剪髮。 

(結44:20)  



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當作剃頭刀，用這刀剃你的頭髮和你的鬍鬚，

用天平將鬚髮平分。圍困城的日子滿了，你要將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燒，

將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圍用刀砍碎，將三分之一任風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趕。

你要從其中取幾根包在衣襟裡，再從這幾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燒，從裡面

必有火出來燒入以色列全家。 

 



  你要在白日當他們眼前帶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預備擄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們眼前親自

出去，像被擄的人出去一樣你要在他們眼前挖通了牆，從其中將物件帶出去。到天黑時，你要當他

們眼前搭在肩頭上帶出去，並要蒙住臉看不見地，因為我立你作以色列家的預兆。。。。這是關乎

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圍以色列全家的預表。… 他們中間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時候，將物件搭在

肩頭上帶出去。他們要挖通了牆，從其中帶出去。他必蒙住臉，眼看不見地。我必將我的網撒在他

身上，他必在我的網羅中纏住。我必帶他到迦勒底人之地的巴比倫；他雖死在那裡，卻看不見那地。 

(結12:4-6，10,12-13) 



舊約與新約 

• 收養棄嬰，長大後結盟，歸主耶和華。（16：1-10） 

• 仗著美貌，縱情淫亂。（1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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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要堅定與你所立的約（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16:59-62) 

 



比喻與預言 

• 兩隻老鷹：埃及與巴比倫。輕看誓言、背
叛盟約，他背約豈能逃脫呢？ 

• 酸葡萄，酸到兒子牙齒：不可歸罪給祖先，
承擔個人的責任。 



你們在以色列地怎麼用這俗語說：「父親吃了酸葡

萄，兒子的牙酸倒了呢？」(結18:2) 

看哪，世人都是屬我的；為父的怎樣屬我，為子的也照樣屬

我；犯罪的，他必死亡。(結18:4) 

猶大人將苦難歸咎於祖宗犯罪，認為自己是無辜受牽連。 



                                                      以西結喪妻  

「人子啊，我要將你眼目所喜愛的忽然取去，你卻不可悲哀哭泣，也不

可流淚，只可歎息，不可出聲，不可辦理喪事；頭上仍勒裹頭巾，腳上

仍穿鞋，不可蒙著嘴唇，也不可吃弔喪的食物。」於是我將這事早晨告

訴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結24:16-18) 



猶大 

亞捫 

推羅 

摩押 

以東 

西頓 

亞捫 

摩押 

以東 

非利士 

推羅 

西頓 

25 
章 

26 
27 
章 

28 
章 

幸災樂禍 

譏諷 

懷恨報復 

懷恨報復 

幸災樂禍 

心高氣傲 

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1 10.10.12 29:1 刀劍將使埃及荒涼40年，成低微之國。 

2 27.1.1 29:17 巴比倫將擄掠埃及，彌補在推羅的損失。 

3 30:1 哀歌：巴比倫將除滅埃及與其同盟。 

4 11.1.7 30:20 神將扶助巴比倫，打折埃及膀臂。 

5 11.3.1 31:1 埃及如亞述，都像大樹將被砍倒，墜落陰間。 

6 12.12.1 32:1 哀歌：巴比倫攻擊法老，埃及將成荒涼。 

7 12.12.15 32:17 埃及群眾將被殺下陰間，與列國陰魂同臥。 

11.4.9 耶路撒冷城破 

日期 章節 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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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迦巴魯 

河異象 

啞口 

(1-7) 

588 

圍城 

妻死 

(24) 

585 

開口 

(33) 

猶大受審判 

(1-24章) 

外邦受審判 

(25-32章) 

以色列復興 

(33-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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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600 595 590 585 580 575 570 565 560 555 550 545 540 535 

605 

但以理 

被擄 

597 

以西結 

被擄 

586 

耶京 

淪陷 

536 

被擄 

歸回 

啞口七年 

572 

聖殿 

異象 

(40-48) 



33章 立以西結作守望者；呼召悔改 

34章 神要除滅不義的牧人、壯羊(領袖、富人) 

35章 預言以東將荒涼 

36章 預言以色列地將恢復繁榮，賜新約應許 

37章 預言以色列人將歸回，南、北兩國統一 

預言以色列之復興 



主耶和華說：我必親自作我羊的牧人，使他們

得以躺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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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5-16) 



新約新靈肉心 

• 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
們歸回本地。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
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
棄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
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
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
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結
36:24-27) 

 



枯骨復生 

• 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將要復活，如大軍一樣，人數增多，充
滿荒涼的城。兩國將要合而為一，只有一個王國。 

• 必歸在一個牧人之下，必順從神的典章，遵守神的律例。大衛
要作他們的王，預言耶穌。 

• 立平安的約作為永約。 

• 永遠的神與人的關係，他們的神，我的子民。 

• 神的聖所要永遠在以色列人當中。 

• 枯骨復生的異象是被擄歸回的記號，更是新約救贖的預表，凡
是相信主耶穌是神的兒子，得到新靈的人，也必要如此重生。
凡是以信為本的人，都是亞伯拉罕的後裔，都要以同承受應許，
是真以色列人。參約三5節，加三26～29節。 



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耶和華藉他的靈帶我出去，將我

放在平原中；這平原遍滿骸骨。他使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

誰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極其枯乾。(結37:1-2) 

原文：低谷；代表 

低微、下沉的景況 

已死透，毫

無希望的人 



兩杖合一 
 
預表以色列猶大 
必合而為一，不再為 
二 國。 （結37：15-
23 

 
 
 



米設 土巴 

古實 

他施 

以 
色 
列 波斯 弗 

示巴 

黑海 
裡 
海 

Russia 

Kazakhstan 

北方的極處  

俄羅斯 

烏克蘭 
哈薩克 

歌革：王名 

羅施：chief 

預言歌革受災，受罰。 

你(歌革)必從本地，從北方的極

處率領許多國的民來，都騎著馬，

乃一大隊極多的軍兵。(結38:15) 

我必調轉你(歌革)，領你前往，

使你從北方的極處上來，帶你到

以色列的山上。(結39:2) 



結38-39末日之戰 啟19末日之戰 啟20末日之戰 

末後的日子 主再來時 千禧年後 時間 

瑪各地的歌革(人名) 

羅施、米設、土巴 

波斯、古實、弗 

歌篾、陀迦瑪 

敵基督(獸) 

(東方的眾王) 

地上的君王和眾軍 

歌革(地名)、瑪各 

(人多如海沙) 

參 

戰 

者 

以色列 (哈米吉多頓) 
聖徒的營 

蒙愛的城 
地點 

神以地震、瘟疫、

暴雨、大雹、火、

硫磺攻擊之。 

被主口中劍擊殺。 
火從天降下，燒滅

他們。 
戰況 

屍首給鷙鳥、走獸

做食物。 

飛鳥吃飽他們的肉。

敵基督與假先知被

丟入火湖。 

魔鬼被丟入火湖。 結果 



結40-48 

啟示聖殿的規模、尺寸 

神的榮耀返回聖殿 

潔淨祭壇 

看守聖殿、服事神者(利未人、祭司)的條件 

節期、月朔、安息日、每日當獻的祭，與敬拜法則 

聖殿流出活水 

分地 



By 羅馬將軍提多 

第一聖殿 第二聖殿 第三聖殿 

建於966-959 BC 建於535-516 BC 建於20 BC-63 AD 千禧年 

所羅門建造 所羅巴伯建造 大希律擴建 以西結的異象 

586 BC被毀 70 AD被毀 

By 巴比倫王 



第一聖殿 第二聖殿 第三聖殿 

建於966-959 BC 建於535-516 BC 建於20 BC-63 AD 千禧年 

所羅門建造 所羅巴伯建造 大希律擴建 以西結的異象 

圓頂清真寺 

Dome of the Rock 

691 AD迄今 



以西結看見建城的異象。（結40：1-4） 

我見殿四圍有牆。那人手拿量度的竿，長六(長)肘，每(長)

肘是一肘零一掌。他用竿量牆，厚一竿，高一竿。(結40:5) 



建新聖城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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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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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47:1-2) 

 

從聖所流 
出的水 



耶路撒冷 

亞 
拉 
巴 

鹽 
海 

他對我說：這水往東方流去，必下到亞拉巴，直到海。

所發出來的水必流入鹽海，使水變甜。(結47:8) 



耶路撒冷 

隱基底 

亞 
拉 
巴 

鹽 
海 隱以革蓮? 

小山羊之泉 

必有漁夫站在河邊，從隱基底直到隱以革蓮，都作曬網

之處。那魚各從其類，好像大海的魚甚多。(結47:10) 



千禧年 新天新地 

月光如日光，日光加強七倍 

(賽30:26) 

神榮耀作光，羔羊為城之燈 

聖城為列國之光 

地上有聖殿(結40-43) 聖城無殿，神和羔羊為殿 

從聖殿流出活水(結47) 從寶座流出生命水之河 

「耶和華的所在」有十二門(結48) 新耶路撒冷亦有十二門 

萬民長壽，仍有死亡(賽65:20) 不再有死亡 

地中海、死海(已變甜)仍在(結47) 不再有海 

眾樹月結新果，葉可治病(結47) 生命樹月結新果，葉可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