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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以西结出生于一个祭司家庭。他在尼布甲尼萨王第二次入侵时（公元前 597 年）被逐到

巴比伦， 此时距耶路撒冷最终的陷落（公元前 586 年）有 11 年。 在以西结 30 岁的时候主

呼召他让他对民众传讲神的话语。 在被逐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中他做先知 22 年，他住在巴比

伦以南 50 英里的尼普尔，在伯拉河边。 以西结虽然结婚，但是他的妻子在尼布甲尼萨围困

耶路撒冷的当日突然死去。 

以西结书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神一直使用“Adonai-Yahweh” 这个词来传讲主命（210 次

之多！）。对于如何翻译这两个不同称谓，圣经译本译法不尽相同。新国际版译为 “Sovereign 

LORD” (全能神)。 这强调了以西结的一个神学理论--- Yahweh（雅伟，古称耶和华） 指的是

高于一切国度的全能者，而不仅仅是以色列。因为巴比伦的尼布甲尼萨王在他七年的谦卑在

主历程中也认识到：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

他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但以理书 4：34-35) 

以西结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祭司家庭背景。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行使了祭

司的作用，虽然作为被掳到巴比伦的祭司，他无法进入圣殿献祭，但是他仍然承担了神和人

之间的中保作用---他让悖逆的人们仔细反省神爱人的热心和信息。实际上，以西结有机会看

到两个神的圣殿。以西结书第一部分中他在异像中看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他看到了神的荣

耀正在离开圣殿（以 9:3>10:4>10:18,19>11:22-23）。在以西结书最后部分，他又在异像中得

知将来的圣殿的样式（就像基督时期）并且看到神的荣耀回来住在神所救赎的人们中间（43：

1-5）。是的，以西结虽然没有在实体的圣殿中担任祭司，但是作为一个先知，他在当时和未

来的“圣殿”，与属神的人一同看到了主的荣耀。 

 

以西结书比其他的先知书运用了更多的象征手法。不过以西结书的预言在顺序和时间安

排上更注意。以下是大纲 

1， 以西结对神的异象和被召为祭司 1—3 章 

2， 预言耶路撒冷的陷落  4—24 章 

3， 预言外邦国家的陷落  25—35 章 

4， 预言以色列未来的重建  36—48 章 

 

 

以西结看到的异象和蒙召 第 1—3 章 

以西结看到了神让他去和宣讲神话语的地方（与以赛亚的经历相似，不过更具体，参考

以赛亚书 6 章）。以西结的听众是一群“悖逆”的人（“悖逆”或者它的同义词在第二章出现

了 9 次，在整本以西结书中出现了二十次以上）。以西结得到了书卷，但是他要“吃下”这

个充满了哀嚎，叹息和悲痛的话（书卷里是神给悖逆的子民的）。神让以西结相信尽管人们

顽固和悖逆，神让以西结的“脸硬过他们的脸，额硬过他们的额，就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 

（3:9）。这样以西结就能够忍受人们的顽梗。 哪怕他们拒绝回应，他们“也必知道在他们中

间有先知。” （2:4,5）。 



以西结被神指派在一群住在外邦的犹太人中间坐了七日“给他们带来了惊恐”。 以西结

知道人们要逮捕和监禁他，而且神只有在祂需要以西结说话的时候才开他的嘴，以西结之前

甚至无法开口讲话（3：26,27）。神警戒他让他做人们信实的“守望者”，无论人们能否接收，

如何回应，他都必须要把神的信息传讲出来（参考 3：16—21 守望者比喻的意义）。 

 

“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3：17） 

  

 

预言耶路撒冷的陷落  第 4—24 章 

以西结书的前半部分着重在讲神的子民所犯的罪，以及神对他们的审判（借巴比伦之手

推翻耶路撒冷并将上帝的子民被驱散到外邦）。 

 

 

以西结预见耶路撒冷被围困   第 4-7 章 

以西结用象征手法表现了耶路撒冷被围困的场景。他用一块砖代表耶路撒冷，又造驻台

和铁鏊代表入侵者。然后他向左躺卧了 390 天，表示北国的罪孽的年数，再向右躺卧 40 余

日，代表犹大国（南国）犯罪的年数。之后他用刀割去自己的发须，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

烧，三分之一任风吹散，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保留在他的衣襟里（神应许会留有脱离刀剑的

余民 6：8--10）。 

                     

 

以西结异象中的耶路撒冷  第 8-11 章 

几位以色列长老在以西结位于巴比伦的家中拜访他。也许他们是想询问他关于故乡的事

情。在与长老的会面中以西结被灵带到了耶路撒冷，那里在拜各样的偶像。同时他也看到神

的荣耀在一点点的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 

 

1， 触动主怒的偶像 8：1—6 

以西结先被带到了祭坛门的北面。“在那里有触动主怒的偶像”。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到底

是个什么假神，不过他可能需要人们将自己的孩子作为祭品献上。并且他肯定是触动了主的

怒气（在本书中“主怒”一词反复被提及 5:13; 16:38,42; 36:6; 38:19）。 

雪莉（牧师 Bob 的妻子）在 1997 年 Oak Point Church 服侍之前学习了以西结书。这是她的

记录：以西结在神召唤他完成使命时是被告知这个使命注定没有多少成果的。然而人们最

终会知道“在他们中间还有先知”。为了和神交通， 以西结牺牲他的生活，甚至失去说话的

能力。然而他作为守望者的信实是何等重要，否则神就会责罚他，并且认定他是有罪的。在

这一点上也提醒了我和 Bob 在教会的服侍——神一定是要我们全心全意投入的。毫无疑问，

为了这职分，必然有付出，但是我们也意识到承担这个使命的意义， 去唤醒人们的痛悔之

心，神圣之心。神呀，求你的圣灵预备我们，让我们做好在教会的职份，栽培你的教会。我

愿意，请让我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1996 年 4 月 17 日） 

虽然神的计划一时难以理解，以西结却忠心不二的原原本本的向人们演示神的计划。神有

没有邀你做一些你认为难于理解的职分？他有没有指引你凭着信心向未知迈进？向以西

结学习吧，只要我们顺服于祂的差遣，祂会纪念我们所摆上的。 



  

 

 

2， 暗中的七十个长老  8：7—13 

神又领以西结在墙上挖个窟窿。当他走进内室，看到七十个长老在向四面墙上所画的走

兽焚香。神告诉以西结他们心里所想的“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8：

12）但是神会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罗马书 2：16） 

 

 

 

3， 妇女对塔莫斯哭泣 8：14，15 

以西结之后又看到妇女向塔莫斯哀哭，塔莫斯是巴比伦的孕育之神。传说在干旱的六月

和七月的盛夏之际，塔莫斯神会死去，导致庄稼枯干死亡。而通过向塔莫斯哀哭，妇女盼望

他“从死亡活过来”然后带来农作物生长需要的雨水。他们他这个偶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所

需的供应者和保障者。 

 

 

4， 二十五个拜太阳的祭司 8：16 

在异象中，以西结又看到了在神殿的内部有二十五个祭司拜太阳。“这属于对神辱没的

极端做法了”（范恩伯格，以西结书）这二十五人代表了 24 个祭司和利未人班次和最高的祭

司。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背朝圣殿而转脸面向太阳！ 

 

5， 宣称神的审判  8：17—9：2 

以西结听到了神呼喊天使在耶路撒冷执行祂的审判。诚然，世上的执行者就是尼布甲尼

萨王和他的巴比伦军队。就像我们在但以理书读到的天使（好的和坏的）过去（现在）都在

每个城市背后做工。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萨 19 年……他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

神是忌邪的（出 20：5）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对祂（因为他造我们，让我们和祂相连）。如果我

们用心在其它的“神”上，祂一定会生气。你的生命中有什么“偶像”么？这个偶像让你全

心投入，以至主被触怒。我们当谨记，你是主的活的圣殿。雅各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

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的。”（雅各书 4：5 

使徒保罗曾写道人类如何“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

昆虫的样式。”（罗马书 1：23）。神为此而深深的难过，因为我们没有去敬拜创造者，反而转

向拜受造之物。这就好像我们在画廊里把荣耀给了某件作品却偏偏忽略了艺术家本人。虽然

受造之物有很多令人惊叹之处，我们要在惊叹之余反省。是否我们去赞美了成就这些作品的

艺术家/创造者。 

当今， 我们不会去向塔莫斯哭泣。但是我们会关注其他神以外的供应。神通过某些渠道

提供我们日常所需（工作，积蓄，投资，朋友，遗产或者某种馈赠或天赋）但是我们没

有去敬拜资源的提供者神，反而把心思意念放在这些资源本身。在哪些环境下你会去信

奉神以外的什么人或事么？ 



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王下 25：8，9） 

 

6， 那些叹息哀哭的人 9：4 

在神的审判开始之前，神派一个天使给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

在额上。”（9：4） 这些人顾念神所顾念的。而那些没有记号的人则受到了神的审判。哪怕

就是在审判整个国家时，神仍然会顾念每一个个体，查验他们与神的关系。 

 

 

 

7， 神的荣耀离开圣殿 

在这一章中我们可以读到神的荣耀和人们拜偶像的罪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惜，以西

结看到因为人们不再爱神，神的荣耀逐渐离开了耶路撒冷。 “拉比曾列举了神离开的十个

阶段。这些阶段恰如其分的表现了当神离开不再爱他的人时，祂有多么的不舍。”（范恩伯格，

以西结 p.67）回想当初，摩西建造会所后神的荣耀降在其中（出 40：34-38），所罗门王建殿

后神在殿中显示祂的荣耀（代下 7：1）。而现在，神却离开了以色列。神的荣耀离开了至圣

所里的约柜，先是升到了殿的门槛（9：3 和 10：4）；然后再从门槛升到了展开翅膀带着神

的车离地上升的基路伯身上（10：18），之后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10：19）。 

 

 

 

8， 二十五个坏首领 11：1-13 

这二十五个坏首领特意被单列出来。以西结在殿的东门外看到了他们。他们作为首领带

领人民但是他们却将人领着偏离神的训诫。“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

（11：2）。 他们所设的恶谋有“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总之， 他们的恶谋与神的话（神

说以色列被掳 70 年）背道而驰。他们“在城中杀人众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11：6）”

这些首领将要为他们所流追随者的血受到审判。就在以西结在向他们说预言的时候，25 个

首领中的毗拉提死了。 

 

 

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的所行所想所顾念的是什么。当然他也知道我们什么时

候违背了神的道，以及我们是否坚而为不公义的事而哀伤。耶稣说“忧伤的人有福了。”

（太 5：4）。雅各也说让愁苦洁净罪孽（雅 4：9，10）在我们现今的时代，有什么不公义

和邪恶事让你叹息哀哭么？你的内心会为什么而忧伤呢？ 

神慢慢离开了圣殿，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在新约时代我们直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并且

永远不离开我们（希伯来 13：5）但是我们仍有可能偏行己路没有按照圣灵的指引而行。

如果圣灵在某一天停止他的工作，你会注意到么? 你的想法和行为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领袖责任在以西结书中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可以看到因为领袖的失职使民陷入灾难

的场景。相反，作为一个年轻的首领，以西结却如实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会在不同场合

以不同方式承担领导职务，神让你领导谁？谁跟随你？孩子，学生，员工，小组，还是

朋友？你在承担领导角色的时候言行是否和主的心意呢？ 



9， 上帝应许分散的子民回归 11：14-20 

以西结书同样宣告神应许祂的子民以未来的希望，至此，以西结书对耶路撒冷的异象的

描写也告一段落。那些住在耶路撒冷城中的人越来越顽固坚硬，他们藐视迁移到列国去的以

色列人，宣称耶路撒冷是耶和华赐给他们为业的地 （11：15）。相反，神却告诉以西结那些

分散在列帮内的（后裔）将会得以归回。（这个应许在后流放时代以及千禧国实现） 

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

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是他们有合一的心，

也要将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

律例，警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11：17—20） 

 

备注：神应许给他们“新的心”，（以西结 11:19,20;  36:26-27）为耶稣教导的“新生”奠定

了基础。这一点在耶稣教导尼各底母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详见约翰福音第三章） 

 

10， 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 11：22—25 

以西结最后的异象是看到神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到了城东的山上。这座山指的是橄榄山，也

是耶稣升天的地方（使徒行传 1 章），而耶稣再来也是在此地（撒加利亚 14 章；路加福音

21:20；马太福音 24：3）。这一幕场景让人不禁想到一个人即将离开背叛自己的爱人，他是

如何依依不舍，又是如何期盼着再回来的那一天。当异象结束的时候，以西结看到自己仍然

和长老们坐在位于巴比伦的家中。 

 

 

 

以色列的悖逆和神的审判 第 12-24 章 

8-11 章作为以西结的异象成为一个单元，而接下来的章节综合了场景，信息和预言。这

些章节集中在一个主题，就是以色列对耶和华的背信弃义，以及全能神决意审判祂的民。 

 

1， 以西结预言被掳 12 章 

以西结预言耶路撒冷的居民将会从城市被掳。特别是“王子”将要被双眼蒙住掳去巴比

伦，这是西底家被尼布甲尼萨但戳瞎双眼，掳去巴比伦的真实预言（见王下 25：7）。人们以

为西底家的异象只会在遥远的未来发生，其实神定意不会让祂的审判迟延。 

 

2， 假先知不提神的审判 13 章 

神宣告要审判那些把祂的民带偏的假先知。他们随从自己的意思说话，而没有听耶和华

的话（13：2）。他们就像粉饰太平的粉刷匠，墙虽被抹了灰，仍要倒塌（12：10）。还有发

预言的女子，她们用巫术欺骗，用靠枕和头巾去交换做自己的工价（一把大麦）。 

 

你是否曾经要离开某个人，Ta 伤害了你，而且还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拒绝悔改。神

就是这样。虽然几个世纪依赖以色列人一直背叛祂，祂却忍耐等待，要求他们悔改。最

终，神任由他们去，而自己伤心的离开了圣殿。在当今时代，神住在我们内心的圣殿中。

祂从没有离开或者放任我们不管。但是当我们拒绝与祂同行，神仍会深深的难过。此外，

当我们选择去“按照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去行善（以弗所书 2：10）”时，神会非常高

兴。向神发问：你是否愿意住在我内心的殿中？你觉得神会如何回答你呢？ 



 

 

3， 心中拜偶像的长老 14 章 

有几个长老和以西结同坐，好像他们在聆听祂的话。但是神看出在他们心中已经住进了

偶像，阻拦他们对以西结所说的话做出反应。神告诉以西结让他直接揭示长老们拜偶像的事 

实。神严厉的批评带来了好的结果：祂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抓住他们（14：5）。以色列家

的罪孽如此深重，哪怕诺亚、但以理和约伯活着帮他们求情，他们也只能救自己而救不了这

个国家。这是对整个国家灵性现状的一个严厉的评价，更警示了神审判的双手将不再收回。

然而就算神开始实行审判，你仍能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

所行的并非无故。（14:23,24） 

 

4,  以色列不忠的图景 15-17 章 

以色列就好像无用的葡萄树。实际上葡萄树不能用于建筑，如果放在火里烧掉只会剩下

中间的一小部分。以色列已经变成了一个背叛的妻子（16 章）。神在以色列幼年时就爱她，

把她从丑陋变为美丽，并在世上得荣耀。然而她却和众多其他国家有染（埃及，亚述，巴比

伦）。因此她要面临审判。虽然她如此不忠，神仍然纪念与她定的约，并且在将来要重新建

立她。（16:60-63）。鹰的比喻（17 章）描画了民的顽梗，以色列应该按照神的指示服从巴比

伦，相反，他们却违背了神的旨意向埃及寻求帮助。 

 

5， 个体对犯罪的责任 18 章 

以西结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个人选择的责任。当整个国家面临神的审判时，先知的信

息很明确，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而收到审判或得到奖赏。神不喜欢宣判恶人的死亡，神

希望每个人都悔改并活下去。 

 

6， 为以色列王的陷落作哀歌 19 章 

有一首诗歌讲述的是“犹大狮子”的死亡。在以西结期间，耶路撒冷在陷落前经历了三

个王，约哈斯，约哈施，西底家。在他们之后大卫家族的王终止了，直到耶稣，大卫的子孙

重新回来。 

 

7， 神怀念祂和以色列的历史  20—22 章 

神和以色列的历史在这章开头就被提及。从被领出埃及地到如今，以色列一直都对神不

忠。现在以色列将要面临“神的审判的刀—巴比伦”。（21） 

“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滓”(22:17)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建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

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22:30） 

 

8,  两个行淫的姐妹 23 章 

北国和南国分别被比喻为两个姊妹，阿荷拉，阿荷利巴，这两姊妹都与人行淫。当南国

看到北国与其他王国（亚述）勾结时，南国为了自身安全也与他国勾结（亚述，巴比伦和埃

假先知粉刷墙壁（外面整洁里面败坏）。今天我们也会粉饰我们的墙。当我们受责备

时，我们可能会采取大事化小，理性化或者否定起因的做法粉饰自己。如果我们能够

邀请神进入我们内心，让祂来揭示我们的真实动机，这不是更明智的做法吗？“神啊，

求你鉴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性没有，引

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 139:23,24）在你的心中是否有坏的墙，你想要粉饰的？ 



及）。这段讲述神对他子民反复的不忠是多么的悲哀和厌弃。 

 

9， 神“妻子”的死和以西结妻子的死  24 章 

以西结书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结束。就在尼布甲尼萨但攻陷耶路撒冷的当日，神告诉

祂的仆人他的妻子将要死去的消息。当日晚上，以西结的妻子离世。先知丧妻表明神也失去

了以色列，祂的新妇。然而神不让以西结为自己的妻子的死哀伤，因为神不会为耶路撒冷的

陷落难过，这是他咎由自取。 

何西阿先知曾娶了一个不忠的女人为妻（表示以色列对神的不忠）。以西结所承受的苦

难超过了何西阿。可以想象他要控制自己不为妻子的死而哀伤有多困难。然而他必须这么做，

为的是忠实地喻表神的信息，也就是以色列“死”在巴比伦之手是必然和公义的结果。 

 

 

讨论问题 

1. 神离开了祂的民。神当时是怎么想的？当你读到神离开圣殿的部分，你有何感想？ 

2，复习那些不同的背离主的人，看看他们如何影响/警示你。 

--- 70 个长老 （8：7—13） 

--- 对塔莫斯哭泣的妇女 （8：14，15） 

--- 拜太阳的祭司 8：16 

--- 二十五个坏首领 11：1-13 

--- 假先知 13 

--- 心中拜偶像的长老 14 

--- 两个行淫的姐妹 23 

3， 在你和主同行的历程中，以西结如何激励你，你最欣赏他的哪些方面？ 

 

以西结和其他人在书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他所有人都悖逆不忠于全能神，偏行己路的

时候，以西结却不计得失完全按照神的旨意行事。耶稣这样说过自己：“我常做他所喜悦的

事。”（约 8：29）。保罗也总是“为要得主的喜悦”（林后 5：9）而行事。以西结成为他那

个时代行出神旨意的巨人，唯愿他的人生能够给我们足够的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