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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 605 年，埃及和亞述都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 迦基

米施擊敗。巴比倫人接著向南面進迫耶路撒冷，並且第一

次擄去猶大國的領袖，當中包括了先知但以理。 約雅敬獲

准繼續管治猶大，成為尼布甲尼撒的附庸。 但他對待埃及

的方法，招致皇帝的憤怒。在巴比倫人正要插手處理猶大

的情況時，約雅敬去世，他的兒子約雅斤接續王位。巴比

倫大軍抵達耶路撒冷城門，將約雅斤 和數以千計的貴冑帶

返巴比倫（王下二十四 10-17）。當時年約 25 歲的以西

結，也在這些被擄的人中。 被擄後第五年，蒙召作先知。

在被擄的人中，宣告猶大將亡國。被擄是因百姓的悖逆，

神的榮耀也因此離開聖殿。但神的心意是要借著被擄，讓

選民離棄偶像，知道 耶和華是神。 後預言以色列必復

興，神的榮耀必歸回。 
 

 



 



 

 

 
 

以西結蒙召 

神的異象 
見四活物 (1:4-14) 
見四輪 (1:15-21) 
見神榮光 (1:26-28) 
 
神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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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於是我開口，他就使我吃這書卷，又對我說：「人子

啊，要吃我所賜給你的這書卷，充滿你的肚腹…我就吃

了，口中覺得其甜如蜜 」 (3:2, 3)  

 



 
神的勉勵 
「人子啊，雖有荊棘和蒺藜在你那裡，你又住在蠍子中

間，總不要怕他們，也不要怕他們的話；他們雖是悖逆

之家，還不要怕他們的話，也不要因他們的臉色驚惶。

他們或聽，或不聽，你只管將我的話告訴他們；他們是

極其悖逆的。」(2:6-7) 
 
看哪，我使你的臉硬過他們的臉，使你的額硬過他們的

額。我使你的額像金鋼鑽，比火石更硬。他們雖是悖逆

之家，你不要怕他們，也不要因他們的臉色驚惶。」
(3:8-9) 
 
神的揀選與使命 
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國民以色列人那裡去 (2:3) 
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裡去，將我的話對他們講說 
(3:4) 
 
 



 

 

 
 
以西结书四个异象 

第 1 章 
四活物与宝座的异象 
 
第 8-11 章 
耶路撒冷圣殿中拜偶像与神的荣耀离开圣殿 
 
第 37 章 
枯骨的异象 
 

 



第 40-48 章 
圣殿重建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 

第 1 章 四活物与宝座的异象 

 

第 8-11 章 耶路撒冷圣殿中拜偶像 
与神的荣耀离开圣殿 



 

第 37 章 枯骨的异象 

 

第 40-48 章  
圣殿重建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 



 

 
 
以西结书十二个象征举动 

 
 
(1) 3:22-26 
 
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

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

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

口，不能作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  
 
 
 
(2) 4:1-3 
 
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

在其上。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

撞锤攻城，又要拿个铁鏊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

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作以色列家的预

兆。  
 
 
 
(3) 4:4-8 



 
你要向左侧卧，承当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

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 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

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三百九十日，你要这样担当以

色列家的罪孽。 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

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四十日，一日顶一

年。 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

城。 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直等你满了困城的

日子。   
 
 
 
(4) 4:9-11 
 
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

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要按你侧卧的三百九十日吃这

饼。你所吃的要按分两吃：每日二十舍客勒，按时而吃。

你喝水也要按制子：每日喝一欣六分之一，按时而喝。   
 
 
 
(5) 4:12-15 
 
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粪在众人眼前烧烤。耶

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

不洁净的食物。” 我说：“哎！主耶和华啊，我素来未曾被

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自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

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 于是他对我说：“看哪，我

给你牛粪代替人粪，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   
 
 
 
(6) 5:1-4 
 
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

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围困城的日子满了，

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 的四围

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你要

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

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   
 
 
 



(7) 12:1-16 
 
我就照著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

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

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 
 
 
 
(8) 12:17-20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

惶惶忧虑.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

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惶，因

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

存。 
 
 
 
(9) 21:6-7 
 
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著腰，苦苦地叹息。他

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

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膝弱如水。’看
哪！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10) 21:18-24 
 
“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这两条

路必从一地分出来，又要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

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扪人的拉巴；又要定出一条

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   
 
 
 
(11) 24:15-24 
 
“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

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

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著嘴 唇，也不

可吃吊丧的食物。” 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

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  
 



 
 
(12) 37:15-28 
 
“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

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

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

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   
 

 

 

 

 

 



 

 

 

 
以西结书五个比喻 

比喻一 （15 章） 
 
以葡萄树被焚喻耶路撒冷居民被灭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

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 
 
比喻二 （16 章） 
 
以弃婴喻耶路撒冷 
 



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初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

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

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怜恤你；但你初生的日子扔在田野，是因

你被厌恶…   
 
比喻三 （17 章） 
 
以鹰与葡萄树喻犹大人背约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翎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

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梢拧去，就是折去香柏树尽尖的嫩枝，叼到贸易

之地，放在买卖城中… 
 
比喻四 （19 章） 
 
以狮被俘喻犹大君王被掳 
 
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说：‘你的母亲是甚么呢？是个母狮子，蹲

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  在她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

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 
 
比喻五 （23 章） 
 
以两妇女行淫喻犹大和以色列两国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她们的名

字：姐姐名叫阿荷拉，妹妹名叫阿荷利巴。她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

论到她们的名字，阿荷拉就是撒马利亚，阿荷利巴就是耶路撒冷… 

 
神对列国的宣告 



 
神对列国的宣告 

亞捫  (25:1-7) 
 
幸災樂禍 
 
人子啊，你要面向亞捫人說預言，攻擊他們，說：你們當聽主耶和華的

話。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的聖所被褻瀆，以色列地變荒涼，猶大家被擄

掠；那時，你便因這些事說：『阿哈！』25:2-3 
 
「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拍手頓足，以滿心的恨惡向以色列地歡

喜。」25:6 
 
所遭遇的報應→被神剪除 
 
「所以我伸手攻擊你，將你交給列國作為擄物。我必從萬民中剪除你，

使你從萬國中敗亡。我必除滅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25:7 
 



猶大歷史家約瑟夫記述耶京淪陷第五年,尼布甲尼撒佔領了亞捫和摩押地 
 
摩押 （25:8-11) 
 
對選民的不好→譏誚選民 
 
「主耶和華如此說：「因摩押和西珥人說：『看哪，猶大家與列國無

異』」」25:8 
 
所遭遇的報應→被神攻擊 
 
好使東方人來攻擊亞捫人。我必將亞捫人之地交給他們為業，使亞捫人

在列國中不再被記念。」25:10 
 
以東(25:12-14) 
 
趁機報仇 
 
「主耶和華如此說：「因為以東報仇雪恨，攻擊猶大家，向他們報仇，

大大有罪。」 25:12 
 
所遭遇的報應→被神滅除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伸手攻擊以東，剪除人與牲畜，使以東從

提幔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變為荒涼，直到底但。我必藉我民以色列

的手報復以東；以色列 民必照我的怒氣，按我的忿怒在以東施報，以東

人就知道是我施報。這是主耶和華說的。」25:13-14 
 
在兩約之間瑪加比時期,以色列人征服了以東人 
 
非利士(25:15-17) 
 
對選民的不好→永懷仇恨 
 
「主耶和華如此說：「因非利士人向猶大人報仇，就是以恨惡的心報仇

雪恨，永懷仇恨，要毀滅他們，」25:15 
 
所遭遇的報應→被神滅除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伸手攻擊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滅絕

沿海剩下的居民。」25:16 
 
 



 
推羅 (26:1-28:19) 
 
從中取利 
 
「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人子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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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 
 
驕傲自大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人子啊，你對推羅君王說，主耶和華如此

說：因你心裡高傲，說：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雖然居心自比

神，也不過是人，並不是神！」28:1 
 
所遭遇的報應→全然荒涼 
 
我必使你成為淨光的磐石，作曬網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為這是

主耶和華說的。」26:14 
 
「我必叫你令人驚恐，不再存留於世；人雖尋找你，卻永尋不見。這是

主耶和華說的。」26:21  
 
當時的推羅王是竭巴力二世,以高傲聞名,自比為神(28:1) 
 
主前 333 年亞歷山大圍攻推羅七個月,填海造壩直抵推羅海島(26:12)終於

消滅推羅 
 
西頓 (28:20-24) 
 
所遭遇的報應→必遭災禍 
 
「我必使瘟疫進入西頓，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殺的必在其中仆倒，四圍

有刀劍臨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28:23 
 
 
埃及 (29-32) 
 
驕傲自大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埃及王法老啊，我與你這臥在自己河中的大魚為

敵。你曾說：這河是我的，是我為自己造的。」29:3 
 



臨陣撤軍 
 
「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蘆葦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他們用手持住你，你就斷折，傷了他們的肩；他們倚靠你，你就斷折，

閃了他們的腰。」29:6-7  
 
埃及的命運 
 
「我必使埃及地在荒涼的國中成為荒涼，使埃及城在荒廢的城中變為荒

廢，共有四十年。我必將埃及人分散在列國，四散在列邦。」29:12「我

必叫埃及被擄的 人回來，使他們歸回本地巴忒羅。在那裡必成為低微的

國，必為列國中 低微的，也不再自高於列國之上。我必減少他們，以

致不再轄制列國。」29:14-15 
 
 

盼望的宣告 

神必復興以色列 - 復興的原因 
 
*  因神的憐憫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使雅各被擄的人歸回，要憐憫以色列全家，

又為我的聖名發熱心。」39:25 
 
*  為神己的名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家啊，我行這事

不是為你們，乃是為我的聖名，就是在你們到的列國中所褻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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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23   
 
神必復興以色列 - 復興的內容 
 
賜福以色列之山 (35:1-36:15) 
 
「以色列山哪，你必發枝條，為我的民以色列結果子，因為他們快要來

到。看哪，我是幫助你的，也必向你轉意，使你得以耕種。我必使以色

列全家的人數在你上面 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場再被建造。我必使人

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們必生養眾多。我要使你照舊有人居住，並要

賜福與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 華。」36:8-11 



 
更新以色列之地(36: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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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5 
 
「我要使他們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為一國，有一王作他們眾民的

王。他們不再為二國，決不再分為二國。」37:22 
 
「那時，在你們四圍其餘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華修造那毀壞之處，培

植那荒廢之地。我耶和華說過，也必成就。」36:36 
 
復興以色列之人(37:1-14) 
 
「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並一切的罪過玷污自己。我卻要救他們出

離一切的住處，就是他們犯罪的地方；我要潔淨他們，如此，他們要作

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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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6 
 
「我的居所必在他們中間；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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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7-28 

 
末日的争战 

仇敵的出處 
 
歌篾人和他的軍隊，北方極處的陀迦瑪族和他的軍隊，這許多國的民都

同著你。」38:6「你必從本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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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5 
 
仇敵的慘敗 
 
* 軍隊被鳥所吃 
 
主耶和華如此說，你要對各類的飛鳥和田野的走獸說，你們聚集來罷，

要從四方聚到我為你們獻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獻大祭之地，好叫

你們吃肉，喝血。(39:17) 
 



* 軍械全然燒毀 
 
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撿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梃杖，槍矛，

都當柴燒火，直燒七年，甚至他們不必從田野撿柴，也不必從樹林伐

木。因為他們要用器械燒火，並且搶奪那搶奪他們的人，擄掠那擄掠他

們的人。這是主耶和華說的。(39:9-10) 
 
* 屍體充滿聖地 
 
當那日，我必將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東人所經過的谷，賜給歌革為墳

地，使經過的人到此停步。在那裡人必葬埋歌革和他的群眾，就稱那地

為哈們歌革谷。以色列 家的人必用七個月葬埋他們，為要潔淨全地。全

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們。當我得榮耀的日子，這事必叫他們得名聲。這

是主耶和華說的。(39:11-13) 
 
榮耀的彰顯 
 
「我必顯我的榮耀在列國中；萬民就必看見我所行的審判與我在他們身

上所加的手。這樣，從那日以後，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

神。」39:21-22 





 
鄰國古時及現代名稱對照表  

以東(以掃的後裔)  ->  敘利亞和土耳其人 
 
摩押及亞捫(羅得的後裔)  ->  大部份約旦，一部份沙烏地阿拉伯，南北葉

門人 
 
夏甲人及以實瑪利人  ->  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人 



 
推羅  ->  黎巴嫩 
 
非利士/亞瑪力人  ->  巴解 
 
歌革-羅施  ->  蘇俄 
 
亞述，巴比倫  ->  伊拉克 
 
波斯  ->  伊朗 
 
古實(示巴)  ->  衣索匹亞 
 
弗(呂彼亞)  ->  利比亞 
 
歌篾，陀迦瑪  ->  蘇俄附近 
 
 

荣耀的圣殿 

* 神榮耀的再臨 
  「以後，他帶我到一座門，就是朝東的門。以色列神的榮光從東而來。

他的聲音如同多水的聲音；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其狀如從前他來滅城

的時候我所見的異象， 那異象如我在迦巴魯河邊所見的異象，我就俯伏

在地。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門照入殿中。靈將我舉起，帶入內院，不

料，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43:1-5 
 
* 神入住的應許 
  「他對我說：「人子啊，這是我寶座之地，是我腳掌所踏之地。我要在

這裡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遠。以色列家和他們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

的聖名，就是行邪淫、在錫安的高處葬埋他們君王的屍首。」43:7  
 
* 聖殿的顯明與原因  
  「人子啊，你要將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們因自己的罪孽慚愧，也要

他們量殿的尺寸。他們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慚愧，你就將殿的規模、

樣式、出入之處，和一切形狀、典章、禮儀、法則指示他們，在他們眼

前寫上，使他們遵照殿的一切規模典章去做。」43:10-11 
 

以西结书所描寫的圣殿 



 
以西结异象中的輝煌圣殿 



 
关于神的圣殿 

3:16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3:17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

是你们。 
 
6:19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6:20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 哥林多前书 



 
关于神的圣殿 

9:1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   
 
9:2  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作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

饼。   
 
9:3  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作至圣所，   
 
9:4  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吗哪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

两块约版。   
 
9:5  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罩著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

说。   
 
9:6  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 神的

礼。   
 
9:10  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

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9:11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

备的帐幕， 
         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9:12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

永远赎罪的事。   
 
      - 希伯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