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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015, 王文堂牧師 

 



1.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2. 上課前必須已經讀完該週的進度 

3. 參加每次上課的隨堂測驗 

4. 不遲到，不早退，專心上課，有良好的學習態度 



1. 我相信聖經是神純全無誤的話語，是基督徒信仰
和生活的最高準則 

2. 我相信神會藉著聖經向他的兒女說話 

3. 我相信一個人若是喜愛神的話語，並且謹守遵行，
這人便為有福 

 



 神造人，起初的心意是要人做他的子民，與他有
親密而美好的關係，享受他豐盛的慈愛。  

 聖經的主題是救贖 

 救贖的目的是使人做神的子民 

 律法書的主題：做神的子民 

 歷史書的主題：神子民的掙扎與失敗 

 詩歌書的主題：神子民的生活之道 

 先知書的主題：神對子民的啟示與挽回 



 猶大是一個小國，為了求生存，不是投靠南方的埃及，就
是投靠北方的巴比倫。「兩大之間難為小」，投靠南方就
得罪了北方，投靠北方就得罪了南方。主前605年，巴比
倫於迦基米施（Carchemish）之役一戰成功，徹底擊敗

了埃及。猶大原先是臣服於埃及的，約雅敬王見風轉舵，
看到巴比倫勝了，就宣布從此效忠於巴比倫。可是不知為
了甚麼，幾年之後他中途變節，背叛了巴比倫。那時，巴
比倫雄才大略的尼布甲尼撒王已經登基，他不能忍受這種
小邦的背叛，於是先後兩次出兵攻打耶路撒冷，第二次是
在約雅敬的兒子約雅斤剛剛登基的時候（主前597年）。

那一次，尼布甲尼撒親自來到耶路撒冷，將城攻下，俘虜
了約雅斤王和一些猶大國的臣民，以西結也在其中。 



 以西結和耶利米一樣，原本是祭司（結1:3），後

來卻蒙召作了先知。他蒙召之時是「約雅斤王被擄
去第五年」（主前593年），那時西底家在耶路撒

冷作王，國家尚未滅亡，可是人民被擄的過程已經
開始發動了。以西結在巴比倫迦巴魯的河邊，神藉
著四活物的異象呼召了他。 

 猶太人第一次被擄，605B.C.：但以理在其中 

 猶太人第二次被擄，597B.C.：以西結在其中 

 猶太人第三次被擄，586B.C.：國家滅亡 



以西結看見異象 

Matthaeus Merian (1593-1650) 



以色列神的榮耀本在基路
伯上，現今從那裡升到殿
的門檻。結9:3 



1. 時間分明：基本上，以西結書是按照時間順序記載的，
非常清楚。除了第一次所提到的「三十年四月初五日」
（1:1）是指他自己的歲數，其他都是指「約雅斤王被
擄去，597B.C.」（1:2）之後的年數。 

2. 四異象：神讓以西結看到四個極不尋常的異象，每個異
象都有特殊的意義。 

3. 十二異行：神叫以西結做出一些不同尋常的行為，這些
行為都具有象徵性的意義，目的是要傳遞神的信息。 

4. 五信息：神叫以西結說了五個比喻，以這些比喻傳遞特
殊的信息。 

 



經節    年日  現代日期     備註 
1:2 第五年四月初五日 7-31, 593 B.C. 以西結蒙召，見到四活物的異象 

8:1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  9-17, 592 B.C. 被提到耶路撒冷，見聖殿被污異象 

20:1-
2 

第七年五月初十日  8-14, 591 B.C. 述說以色列悖逆史 

24:1 第九年十月初十日  1-15, 588 B.C. 耶路撒冷被圍困開始 

26:1 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4-13, 586 B.C. 對推羅的預言 

29:1 第十年十月十二日  1-7, 587 B.C. 對埃及的預言 

29:17 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  4-26, 571 B.C. 以埃及代替推羅 

30:20 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4-29, 587 B.C.  對法老的預言 

31:1 十一年三月初一日  6-21, 587 B.C. 對法老的預言 

32:1 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3-1, 585 B.C. 對法老的哀歌 

32:17 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4-13, 586 B.C. 埃及之淪亡 

33:21 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1-8, 585 B.C.  亡國逃難者的來到 

40:1 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 4-28, 573 B.C. 有關未來的異象 



異象 經節 備註 

1 四活物 1-3章 以西結在異象中蒙召 

2 聖殿被污 8-11章 神的榮耀離開聖殿 

3 枯骨復生 37:1-14 枯骨復生成為大軍 

4 聖殿復興 40-48章 神的榮耀回到聖殿 

四異象 



 以西結書以先知看見異象而展開了全書的序幕，說：「當
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結在迦巴魯河邊被擄的人中，天
就開了，得見神的異象。」（1:1） 

 以西結看到了「四活物」，「聖殿被污」，「枯骨復生」
及「聖殿復興」四個異象，因此之故，以西結常被稱為
「異象的先知」。 

 異象是甚麼？「異象」的原文是「馬拉mar-ah」，就是
「看見」的意思。中文翻譯含一個「異」字，取其「特
殊」、「不尋常」之義。以西結所看見的是「神的異象」，
強調異象是從神來的。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給「異象」
下個定義： 
 

異象 = 從神而來的特殊看見 
 



1. 如何生活的異象 
◦ 聖經說：「沒有異象（默示），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
便為有福。」（箴言29:18）基督徒最大的異象，就是看
到遵守神話語能夠使人得福，因此而願意一生按照神的話
語來生活。 

2. 人生使命的異象 
◦ 看見異象的人，往往會改變自己的人生方向。每個基督徒
都應當到神面前領取人生使命的異象，調整追求的方向，
使自己的一生合乎主用。 

3. 神國度的異象 
◦ 耶穌叫門徒舉目望田，開展他們的視野，使他們看到廣大
的禾場和成熟的莊稼。基督徒會看到人的國度是暫時的，
神的國度是永存的，自己願意對神盡忠，為神的國度效力。 

 



   信息（比喻） 經文        備註 

１ 葡萄木當柴燒 15章 以色列是葡萄木，原本就不合乎工
用，國家滅亡有如葡萄木被燒，更
加無用。 

２ 被棄的嬰兒忘恩負
義 

16章 以色列是無父無母的嬰兒，被棄於
田中，神將他撫養長大，他長大後
卻忘恩負義，離棄了神。 

３ 兩隻大鷹 17章 兩隻大鷹，一隻是巴比倫王，一隻
是埃及王，以色列原本是高大的香
柏樹，被大鷹叼走之後，變成矮小
的葡萄樹 

４ 籠中之獅 19章 獅子是猶大王，獅子將被捉住，放
在籠中，帶到巴比倫王的面前 

５ 行淫的二姊妹 23章 二姊妹，一個是撒瑪利亞，一個是
耶路撒冷，他們都離棄了眞神，與
假神行邪淫。 



 責備猶大的預言，1-24章 

 責備列邦的預言，25-32章 

 安慰與復興以色列的話語，33-48章 

 



 以西結書的主題是「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這
是全書最常見的一句話，總共出現了六十多次。以
西結書的主題是要人知道只有耶和華是神，除他以
外並無別神。 

 為什麼神要說「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難道以
色列人一直都不知道嗎？從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國家
滅亡，其中有幾百年的時間。如果這幾百年來他們
都不知道所信的是耶和華，那麼甚麼才叫做「知道
我是耶和華」？ 



 第一，神要他的子民認識他。 

 從一開始，神就要他的子民認識他。耶和華是神的名字，
這個名字代表著神的屬性。神不但要我們知道他的名字是
耶和華，更要我們知道耶和華是一位怎樣的神。 

 這種「知道」或「認識」，是藉著正確的神人關係而獲得
的。舊約常以「你們作我的百姓，我作你們的神」來代表
正確的神人關係，它和新約的「天父與兒女」的關係一樣，
是一種愛的關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夕，神就叫摩西
向以色列人宣布了他的心意： 

  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知

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之重擔的。
（出埃及記6:7） 



 「認識神」原本是一個祝福，也是一個很直接了當的過程，
只要人信靠神，遵從他的話語，就可以認識神。 

 當初神以大能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若因此而信
靠神，專心跟從他，早就已經認識神了。可惜以後的發展
並不是這樣，以色列人一再悖逆神，所以也就一直沒有認
識神。 

 到了國家滅亡的前夕，神藉著先知耶利米重新述說了他的
心意。耶利米所說的話和摩西說的話，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可見神的心意從未改變： 

  我要賜他們認識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要作我
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因為他們要一心歸向我。（耶
利米書24:7） 



 第二，神的子民不願意認識神。 

 認識神有兩條途徑，一條是在恩典中認識神，一條
是在苦難中認識神。迦南美地代表神的恩典，住在
迦南地就是住在神的恩典之中，那時若肯信靠順服，
就能在恩典中認識神。若是不肯，有一天就要被趕
出迦南，如同當初被趕出伊甸一樣，從此離開了神
的恩典而進入苦難。 

 神的旨意必定會成就，他要子民認識他，子民就一
定會認識他，就算不在恩典中認識，也要在苦難中
認識。 

 



 神的心意是要我們在恩典中認識他，所以出埃及之後，等
待以色列人的是流奶與蜜之地，而不是巴比倫人的刀與劍。 

 可惜，神的子民只願享受恩典，但卻不願認識神。以色列
人進入迦南之後，雖然享受「流奶與蜜」的好處，但卻不
肯專心跟從耶和華。 

 他們拜偶像，迫害先知，道德敗壞，無論神寬恕他們多少
次，就是不肯悔改。 

 一本士師記，就是一本選民犯罪記。一部以色列史，就是
一部離棄眞神史。直等到審判來臨，國家滅亡，他們都沒
有認識耶和華。 

 他們不認識耶和華，不是不能認識，而是不願認識。因為
他們不願在恩典中認識神，所以神就藉著苦難使他們「知
道我是耶和華！」。 



 第三，神使他們在苦難中認識神。 

 以西結書的主題是「知道我是耶和華」，以色列人最大的
問題就是「不知道耶和華是神」。他們以為巴力是神，各
種偶像是神，卻不知道惟有耶和華才是神。 

 以色列人的特徵就是「假神眞拜，眞神假拜」，對偶像是
一片火熱，對耶和華則是「口裡親近，心卻遠離」。 

 現代的信徒若是「追求世俗心裡火熱，敬拜真神不冷不
熱」，那就是步上了以色列人的後塵：不知道耶和華是神。
神叫以西結宣布，以色列人既然不願認識他，他將「以苦
難刀劍為教材」，叫以色列人知道耶和華是神。 



 第三，神使他們在苦難中認識神。 

 被殺的人必倒在你們中間，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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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我將他們四散在列國，分散在列邦的時候，他們就
知道我是耶和華。(12:15) 

 有居民的城邑必變為荒場，地也必變為荒廢，你們
就知道我是耶和華。(12:20) 



 苦難的目的是教導百姓認識神。耶和華的意念是賜平安的
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一旦百姓認識神了，神就將苦
難除去。因此之故，以西結預告了苦難之後將有復興，審
判之後將有恩典，百姓將從復興的恩典中，進一步認識到
神的主權，知道耶和華是神。 

 「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這句話，重點是要知道神的主
權：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惟有耶和華是
眞神，賜福與降災，滅亡與復興，都在他的權柄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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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1)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
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
(37:6) 

 因我使他們被擄到外邦人中，後又聚集他們歸回本地，他
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3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