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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班
• 課程說明：

• 讀經班由讀經者所組成。

• 我們不是講經班，不是查經班，而是讀經班，重點是自己讀聖經。

• 老師不是講聖經給你聽，而是幫助你複習所讀過的經文



讀經者的信念
•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
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3:16-17）

•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2 Tim. 3:16-17, NIV）



讀經班的規矩
• 參加者必須已經信主，並接受過浸（水）禮

• 上課的要求：
1. 上課之前必須完成指定的進度（每週讀十章聖經）

2. 每次必須參加隨堂測驗

3. 不可遲到早退



讀經班的祝願
• 願神祝福你讀經的日子！

• 願你在這段日子中親近神，有美好的屬靈經歷，不只是增加聖經
知識



以西結書的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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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與罰 - 18章

• 主旨：當時的人有三句成語，顯出他們對於「罪與罰」的錯誤觀念，

以至於感到前途無望。神叫先知糾正他們，使他們即使在國破家亡的

情況中，對未來仍有指望。

• 你們必不再說：「父親吃了酸葡萄，兒子的牙酸倒了」：神叫以西結

以祖孫三代的行為，清楚說明了罪與罰之間的關係：

• 祖：若有一人，「行正直與合理的事」，他既行得公義，就必因此而存活。

• 子：若這人「生一個兒子作強盜」，不行他父親的善，反行諸般的惡，他必不

能存活，「他的罪必歸到他身上」。

• 孫：若這強盜也生了一個兒子，見到父親所犯的一切罪便懼怕，不照樣去做，

他就「不因父親的罪死亡，定要存活。」



罪與罰 - 18章

• 你們必不再說：「兒子為何不擔當父親的罪孽呢？」：神是公義的，
一人犯罪一人當，不會禍及子孫：「兒子必不擔當父親的罪孽，父親
也不擔當兒子的罪孽。義人的善果必歸自己，惡人的惡報也必歸自
己。」

• 你們必不再說：「主的道不公平」：人因犯罪而受罰的時候，不但沒
有悔意，反倒怨天尤人，埋怨神不公平。其實神不但公平，而且還有
恩典，他按照個人所行的待各人，又赦免一切願意悔改的人。

• 若有一個惡人，「回頭離開所行的惡，行正直與合理的事，他必將性命
救活了。」因為耶和華喜悅人活，不喜悅人死，只要一個人肯棄惡行善，
就能夠存活。所以即使受到懲罰也不要自暴自棄，因耶和華「不喜悅那
死人之死，所以你們當回頭而存活。」



五個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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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將她撫養長大，她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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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籠中之獅與葡萄樹 - 19章

• 主旨：猶大原本是十二支派中的天之驕子，是大衛王朝的根源，如今卻因背
叛神而喪失了一切的特權。（註：本章當與創世記49:9-12參照而讀。）

• 籠中之獅：獅子代表君王，猶大原本是十二支派中的獅子，如今這獅子因背
叛神而遭到悲慘的命運。

• 神要以西結「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以母獅比喻猶大王國，以兩隻少壯
獅子比喻兩位失勢的君王。

• 第一隻少壯獅子被人「用鉤子拉到埃及地去」，所指的是約哈斯王，他正當
少壯之時就被法老尼哥擄去埃及。

• 第二隻獅子被人「放在籠中，帶到巴比倫王那裡」，所指的是猶大國的最後
一位君王西底家，也是正當壯年，就被人綁上銅鍊，剜去雙眼，擄到巴比倫。



籠中之獅與葡萄樹 - 19章

•拔出的葡萄樹：猶大原本是美好的葡萄樹，「極其茂盛，栽於水
旁，多結果子，滿生枝子」。這葡萄樹因為背叛神，遭到了無情
的審判，以至於「連根拔出，被風吹乾，枝幹折斷，被火燒毀」。

• 猶大原本是以色列的掌權者，「圭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
之間」。如今葡萄樹被拔出焚燒，「以致沒有堅固的枝幹可作掌
權者的杖」，從此喪失國權，流離失所，直等到有一日「細羅來
到，萬民都必歸順」。



以色列人歷史上的「二出二進」- 20章

• 主旨：先知以以色列人歷史上的「二出二進」為教材，教導百姓不要
重蹈先人的覆轍。

這兩次的出與進，都因以色列人不信神，以至於辜負了神的恩典，並吃了許多
的苦。

先知叫人專心信靠神，不要像過去那樣三心兩意，並因此而蒙福。

• 一出一進：第一次的「出與進」是摩西時代的「出埃及，進迦南」。

• 出埃及是以色列民族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以色列人蒙神拯救，脫離
埃及為奴之家，又蒙神為他們預備了迦南美地做新的居所。

• 可是，以色列人卻忘恩負義，先在曠野違逆神，又在迦南違逆神。先
知特別凸顯兩件事，以說明他們如何違逆神。



以色列人歷史上的「二出二進」- 20章

• 拜偶像：甚麼是「拜偶像」？若一個人在耶和華之外還有其他的神，那就是
拜偶像，而拜偶像是最大的罪。

• 這個「偶像」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埃及和迦南的偶像是有形的，
現代的人求神問卜、占卦算命，那也是有形的。

• 可是拜金和貪財，就算你沒有擺一個金元寶向它叩拜，也是拜偶像，因為它
已經成了你的「神」，所以聖經說「貪財就是拜偶像」。

• 神的子民若拜偶像，不但惹神發怒，並且玷污自己，使自己成為不潔之人，
無法與聖潔的神繼續交往。

•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時候拜埃及的偶像，就「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進入
迦南之後又拜迦南的偶像，行邪淫，使兒女經火，「將一切的偶像玷污自己，
直到今日。」沾到偶像的人就玷污自己，不能親近聖潔的神。



以色列人歷史上的「二出二進」- 20章

• 不守安息日：神叫他的子民分別為聖，而最能表現這一點的，就是守安息日。

• 聖潔原有「分別、與眾不同」之意，神要他的子民與萬民有別，因此而「將
我的安息日賜給他們，好在我與他們中間為證據，使他們知道我耶和華是叫
他們成為聖的。」

• 神的子民若在安息日歇了手中的工，於這一日敬拜主，萬民見到他們這麼做，
就知道這群人與眾不同，因為大家都在作工營利，他們卻安息敬拜主。

• 若是神的子民也在安息日作工營利，那就是與萬民無別，人家看不出你有何
不同。因此之故，神特別看重安息日。

• 一個人若是不守安息日，那就是不願意分別為聖，也就是厭棄神。神叫先知
譴責以色列人在這方面的虧欠，說：「他們厭棄我的典章，不順從我的律例，
干犯我的安息日。」



以色列人歷史上的「二出二進」- 20章

•二出二進：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出與進」，是國家滅亡時的「被
擄離開迦南地」，以及七十年之後的「重新歸回迦南地」。

• 以色列人出迦南，是因為他們悖逆神而被迫離開，神說：「我必
帶你們到外邦人的曠野，到那裡當面刑罰你們。」

• 以色列人重回迦南，是因為神憐憫他們，在審判之後有恩典，神
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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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頸上之刀，大難臨頭 - 21章

•四把刀：耶和華的話四次臨到先知，每次的話中都有一把刀。
「刀」來自於神，為的是施行審判，懲罰悖逆的百姓。前三把刀
是針對以色列，第四把刀是針對亞捫。

出鞘之刀：神的話臨到以西結，要他告訴以色列大難已經臨頭。神說：
「我與你為敵，要拔刀出鞘…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至北攻擊一切有血氣
的。」刀代表災難，刀已出鞘，表示神所定的災難將要臨到以色列。

磨快之刀：神的話再度臨到以西結，說已經叫人將出鞘之刀磨快擦亮。
將刀磨快，表示將使用這刀，要用它來施行殺戮：「有刀，有刀，是磨
快擦亮的；磨快為要行殺戮，擦亮為要像閃電。」



頸上之刀，大難臨頭 - 21章

•手中之刀：神的話三次臨到以西結，說這刀已經交到巴比倫王的
手中，他是神的刀斧手，要來殺戮悖逆的百姓：「人子啊，你要
定出兩條路，好使巴比倫王的刀來。」這兩條路，一條去耶路撒
冷，一條去以色列的鄰邦亞捫，因為亞捫也受到了審判。

•殺戮之刀：前面三次先說刀已出鞘，再說將刀磨快，再說刀交給
了巴比倫王，用刀的對象，三次都是指以色列（第三次除了以色
列也提到了亞捫）。第四次提到刀，對象是亞捫：「論到亞捫人，
和他們的凌辱…有拔出來的刀，已經擦亮…他們的罪孽到了盡頭，
受報的日子已到。」



頸上之刀，大難臨頭 - 21章

•兩個異行：神叫以西結做出兩個異常的行為，以此傳達信息：

• 彎腰嘆息：神叫以西結「在他們眼前彎著腰，苦苦的嘆息。」他們若問：
「你為何嘆息呢？」先知就回答說：「因為有風聲災禍要來，人心消化，
手都發軟，精神衰敗，膝弱如水。」耶路撒冷的人將聽到災禍的風聲，
因此而站立不住，苦苦嘆息。

• 路口畫手：神叫以西結「定出兩條路，好使巴比倫王的刀來，這兩條路
必從一地分出來，又要在通城的路上畫出一隻手來。」這個信息是告訴
耶路撒冷和亞捫，巴比倫王將要握著刀，來到他們的城中施行殺戮。



耶路撒冷, 流人血的城 - 22章

• 凡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神之所以會審判耶路撒冷，是有
充足的原因。本章將耶路撒冷稱為「流人血的城」，歷數它的罪
惡如下：

1. 流無辜之人的血，冤屈正直。

2. 拜偶像。

3. 輕慢父母。

4. 欺壓寄居者，虧負孤兒寡婦。

5. 干犯（不守）安息日。



耶路撒冷, 流人血的城 - 22章

6. 讒謗人。

7. 行淫亂。

8. 受賄賂。

9. 貪得無厭，向弟兄取利。

10.縱容假先知，容許假先知粉飾太平。

11.祭司強解律法，褻瀆聖物。

12.首領如同豺狼，抓撕掠物，殺人流血，得不義之財。

13.神要在他們中間找一個防堵破口的人，卻找不著。



行淫的二姊妹 - 23章

•一母所生的二姊妹：以西結16章和23章是聖經之中對男女之事描
寫得最露骨的兩章。

• 為何這麼露骨？不能含蓄一點麼？說得這麼露骨，是要引起讀者
得驚訝和震撼，因此而使人提高警覺。

• 以西結23章講到「兩個女子，是一母所生」，姐姐名叫「阿荷
拉」，妹妹名叫「阿荷利巴」，這兩個名字都有「帳篷」的意思。
阿荷拉就是撒瑪利亞，阿荷利巴就是耶路撒冷。

• 這姊妹二人在埃及的時候還年幼，那時候尚未嫁人，但卻開始與
人行淫，表示以色列人在埃及之時就已經拜偶像了。



行淫的二姊妹 - 23章

• 姐姐阿荷拉的行為：姊妹二人後來嫁人了，表示以色列人歸了耶和華。
姐姐雖然嫁了人，但是卻有外遇，對象是亞述人。從她的眼中看來，
這些亞述人「都是可愛的少年人」，但是這些可愛的少年人後來卻殺
了她。這表示北國撒瑪利亞離棄眞神，親近亞述人，結果卻被亞述所
滅亡。

• 妹妹阿荷利巴的行為：妹妹的行為比姐姐更甚，除了亞述人之外，她
還親近巴比倫人。阿荷利巴有如一個中毒上癮的人，雖然有許多痛苦
的經歷，但是卻改不過來，最後也是被與她親近的人所殺害。

• 二姊妹的報應：姊妹二人對主不忠實，因此而受到懲罰：「我必使許
多人來攻擊她們，使她們拋來拋去，被人搶奪…人必照著妳們的淫行
報應妳們，妳們要擔當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耶路撒冷城被圍 - 24章

• 被圍的日子：西底家王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倫人開始圍攻耶路撒冷。

• 這城是鍋，百姓是肉，敵人是柴：從開始圍城到城被攻破，有一年半的時間，

• 從一開始神就叫以西結設一個比喻，預告耶路撒冷的結局：「要向這悖逆之
家設比喻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將鍋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將
肉塊…把鍋裝滿…將柴堆在鍋下，使鍋燒開。」

• 鍋代表耶路撒冷城，肉塊代表其中的居民，柴代表巴比倫的軍隊，神用巴比
倫人來燒耶路撒冷城。

• 將肉塊挑出來：神說，這鍋是長銹的鍋，表示耶路撒冷因拜偶像而變為污穢。
神將鍋中之肉「從其中一一取出來」，表示耶路撒冷的居民將會被擄，離開
原地。



耶路撒冷城被圍 - 24章

• 無法除掉的大銹：將鍋到空之後，要繼續放在火上燒，為的是要除掉
鍋中的銹。可是無論怎麼燒，都無法除掉這銹：「所長的大銹仍未除
掉，這銹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這表示耶路撒冷在患難中仍未悔改，
城中拜偶像的污穢仍未完全除掉。

• 喪妻不可舉哀：神叫以西結去做一件極為令人傷感的事，神說，他要
將以西結「眼目所喜愛的忽然取去」，表示他的妻子將會忽然死去，
可是神卻不許以西結舉哀做喪事：「你卻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淚，
只可嘆息，不可出聲，不可辦理喪事。」對以色列人來說，他們「眼
目所喜愛的」有兩樣：一是耶路撒冷的聖殿，一是他們的兒女，這兩
樣神都將取去，而他們卻無法為此悲哀哭泣。



四國遭報 - 亞捫, 摩押, 以東, 非利士 25章



四國遭報 - 25章

•亞們：耶和華是全地的主，他有權柄審判耶路撒冷，也有權柄審
判天下列國。亞捫將被審判，因為他們本是猶太人的近親，可是
當耶路撒冷遭難的時候，他們卻「拍手頓足，以滿心的恨惡，向
以色列地歡喜。」

•摩押：摩押也是猶太人的近親，可是他們也幸災樂禍，說：「看
哪，猶大家與列國無異」，均為巴比倫所滅，所以他們也將受到
審判。



四國遭報 - 25章

•以東：以東也是猶太人的近親，他們落井下石，在耶路撒冷遭難
的時候趁火打劫，「攻擊猶大家，向他們報仇，大大有罪」。因
此之故，以東也將受到神的審判。

•非利士：非利士人是猶太人的宿仇，見到耶路撒冷遭難，也趁機
報仇：「非利士向猶大人報仇，就是以恨惡的心報仇雪恨」，因
此之故，神也要審判非利士人，將他們剩餘的人民剪除。



推羅面臨審判 - 26章

• 耶路撒冷遭難的時候，推羅卻沾沾自喜，以為可以趁機取利，說：
「啊哈，那做眾民之門的已經破壞，向我開放，它既變為荒場，
我必豐盛。」在列邦之中，推羅的商業茂盛，影響廣遠，最為榮
華。

• 「那做眾民之門的」是指耶路撒冷，推羅以為耶路撒冷既被破壞，
自己就少了一個商業競爭對手，貿易將會更加興旺。沒想到，它
卻因此而受到神的審判，神說：「深水漫過你，大水淹沒你」，
推羅將成為荒涼之地。」



推羅海道
The Causeway of Tyre



鐵達尼號，推羅版 - 27章

• 推羅是一個島邦，有如一艘華麗堅固的海上之舟，自以為永遠不
會沉沒。沒想到，在神的審判之下，這艘古代的「鐵達尼號」卻
沉沒了：「盪槳的將你盪到大水之處，東風在海中將你打破…你
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時候，你的貨物和你中間一切的人民，就
都沉下去了。」這艘不可一世的海上之舟，將在神的審判之下沉
入海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