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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6，7 章 

 

在以西結書第 4 和 5 章中，上帝用幾個象徵式的行動來警告猶太人，假如他們不悔

改的話，將會面對極大的災難。第 6 和第 7 章上帝繼續向他們發出這個警告。在這

兩章中，我們看到上帝嚴厲地審判和責罰猶太人，其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要他

們「認識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 

 

「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這一句話，在以西結書第 6和第 7章出現 7次之多（6：

7，6：10，6：13，6：14，7：4，7：9 ，7：27），而這一句話亦是整本以西結書

的主要中心之一， 因為在整本書裏面出現了 65 次，可見上帝多麼想猶太人（和我

們）認識祂。可惜猶太人長期離棄上帝，反而去拜偶像，比外邦人拜偶像更厲害。

因此，上帝用災禍來懲罰他們，也同時透過災禍讓猶太人認識耶和華。 

 

聖經清楚地告訴我們，耶和華是一位「嫉妒」（Jealous）的神，十誡一開始神便吩

咐：「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 20：3）接著便警告說：「不可為自

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為

自己雕製偶像，也不可雕製任何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之物的像。不可跪拜那

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出 20：4-5） 

 

聖經說上帝是一位「嫉妒」（Jealous）的神這句話出現了 6 次（出 20：5， 34：

14，申 4：24，5：9，6：15）原文希伯來文都是ַקנָּא（kanna），英文全部翻譯為

Jealous，但中文一律翻譯為「忌邪」，相信是不想用「妒忌」或「嫉妒」這種負面

的形容詞。但當我們明白上帝在何西阿書 2：19-20中要表達的意思，便會明白這個

「妒忌」或「嫉妒」的意思：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以仁義、公平、慈愛、憐憫

聘你歸我；也以誠實聘你歸我，你就必認識我─耶和華。(（沒有愛便沒有嫉妒）) 

 

以西結書是在 2000 多年前寫下，以西結書中的預言有一部分已經在第一世紀應驗，

可是，由於猶太人目前仍然不信，因此書中的警告對今日的猶太人亦是適用，因為

猶太人更大的苦難還在前面，上帝依然是要透過七年大災難（尤其是最後三年半）

令猶太人最終認識彌賽亞。因此，以西結書既有近的應驗，亦有遠的應驗。 

 

6：1-7 上帝恨惡他們拜偶像 

 

在這幾節經文裏面提到眾山和大山（v2，3），後面 v13 亦有提到較高岡、山頂；

亦有多處提到邱壇(high place)、祭壇和偶像，可見這幾個名詞是有關連的的。當時

的城市都是建在山的旁邊，人們喜歡在在天然的高岡上，或在人為的高台上設立祭

壇敬拜偶像： 

 

你們要將所趕出的國民事奉神的各地方，無論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

樹下，都毀壞了；也要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用火焚燒他們的

木偶，砍下他們雕刻的神像，並將其名從那地方除滅。（申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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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亞捫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對面的山上

建築邱壇。（王上 11：7） 

 

約西亞王在位的時候，耶和華又對我說：「背道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見沒

有？她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樹下行淫。...（耶利米書 3：6） 

 

仰望從小山或從大山的喧嚷中得幫助，真是枉然的。（耶利米書 3：23） 

 

在這段經文也看到上帝要用外邦人的刀劍來殺戮他們： 

 

v.3 我必使刀劍臨到你們  

v.4 被殺的人倒在你們的偶像面前； 

v.5 將以色列人的屍首放在他們的偶像面前，將你們的骸骨拋散在你們祭壇

的四圍。 

v.7 被殺的人必倒在你們中間 

 

當人被刀劍殺害，其餘的人逃跑時，自然是一片荒涼的景像： 

 

v.3 必毀滅你們的邱壇 

v.4 祭壇必然荒涼 

v.6 城邑要變為荒場，邱壇必然淒涼，使你們的祭壇荒廢 

 

迦南地荒涼的景像 

 

當主後 70 年耶路撒冷被羅馬人摧毀時，

根據歷史學家 Josephus 估計，被殺的猶

太人達到 1 百 1 十萬人。這次歷史浩劫

後，猶太人再次四散世界各地，聖地期

一片荒涼，即使回教在主後 650 年興起，

在聖殿山興建寺院，居住在耶路撒冷的

阿拉伯人數目甚少，一位名叫 Al-

Muqaddasi的作家在主後 985年埋怨「太

少人到寺院祈禱」。 

 

這種荒涼的景像到了近代十九世紀仍然

繼續，1857 年英國領事 James Finn 寫道：

「這個國家幾乎沒有居民，這裡最大的需要是人口」（The country is in a considerable 

degree empty of inhabitants and therefore its greatest need is that of a body of population.）

1867 年名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旅遊聖地後寫道：「這裡三十哩內連一個村

莊也沒有，你在十哩內見不到十個人，拿撒勒是荒涼之地，耶利哥是一片廢墟，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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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恆和伯大尼既貧困又羞愧，全無人煙。這裡雖然土地肥沃，但長滿野草，是一片

寂靜和可悲的寬闊土地」。因此，聖地在十九世紀根本沒有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爭，

因為除了遊牧民族貝都因（Bedouins）人外，根本沒有猶太人或阿拉伯人願意居住

在這裡。 

 

6：8-10 上帝為他們留下餘種（上帝的恩典與憐憫） 

 

雖然他們離棄神拜偶像，但上帝都沒有將他們趕盡殺絕，即使許多猶太人被殺，上

帝還是為他們留下「脫離刀劍」（v.8，9）的人（餘種，remnant），雖然將他們分

散到各國，讓他們的生命得以保存，也讓他們在苦難中為自己的罪過悔改（v 

.9  心中傷破，厭惡自己）。 

 

以賽亞書 1：9 若不是萬軍之耶和華給我們稍留餘種，我們早已像所多瑪、

蛾摩拉的樣子了。(猶太人不被滅絕，因神為他們留下「餘種」，包括過去

每一個時代在以色列中存留之敬畏神的人，亦包括將來在大災難中許多將要

得救的以色列人。) 

 

以賽亞書 10：20-21 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脫的，不再倚靠

那擊打他們的，卻要誠實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所剩下的，就是雅

各家所剩下的，必歸回全能的 神。 

 

先知彌迦在彌 7：18 說：上帝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饒恕你產業之餘

民的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 

 

先知西番雅在番 3：13 說：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罪孽，不說謊言，口中

也沒有詭詐的舌頭；而且吃喝躺臥，無人驚嚇。 

 

這些都是預言將來猶太人中會有歸主和忠於主耶穌的一班人，啟 12：17 預言說：

龍向婦人發怒，去與她其餘的兒女爭戰，這兒女就是那守上帝誡命、為耶穌作見

證的。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 9：29 也引用這節經文，說明神的恩典與慈愛，沒有讓以色列像

歷史上許多國家民族被消滅，乃讓他們將來認識基督，可以歸回。 

 

餘民或餘種這個概念相當重要，在末世大災難中神將保守部份猶太人，啟示錄中有

這些記載： 

 

我聽見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數目有十四萬四千。（啟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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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轄管：原文是牧）萬國的；她

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裡有 神給她預備的

地方，使她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啟 12：5-6） 

 

賽 33：16 提到神的保護是在高處，和是磐石的堅壘：他必居高處；他的保

障是磐石的堅壘；他的糧必不缺乏（原文是賜給）；他的水必不斷絕。因此，

許多解經家推測將來在大災難中神將在約旦境內的以東地（彼特拉）收藏信

主的猶太人。 

 

6：11-14 因他們犯罪，神用各種災難懲罰他們 

 

在 v.9 和 v.11 上帝都用「可憎的惡事」（abominations）來形容拜偶像這種行

為，許多時候外邦人在拜偶像時亦有淫亂的行為，因此當這裡提到「可憎的

惡事」乃包括拜偶像和淫行。 

 

這裏提到他們會面對三種懲罰：刀劍、飢荒和瘟疫，這三樣的懲罰都是來自

上帝（v.12 我必這樣在他們身上成就；v.14 我必伸手攻擊他們。v.13 及 14 都

再提「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所以懲罰他們最終的目的，是要他們認識

耶和華和敬拜耶和華。 

 

v.14「第伯拉他」：位於以色列國的北方，曠野是在東南方，意思即整個以

色列地從南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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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第七章整章本來原文是詩歌的體裁，因此裏面的字眼好像重重復復，因此要分析這一章最

好是按裏面的意思作組合。 

 

A. 審判即將來臨的緊迫性 

 

在這一章最明顯的，是上帝要將審判與懲罰即將來臨這個警告清楚地透過先知讓人

民知道，這個訊息是與不斷說平安的假先知成清晰的對比。因此，在這章以下的字

句重復出現，有時在同一節內已經重復，可見事情的緊迫性。事實上，距離耶路撒

冷被毀和全民被擄只有區區幾年。 

 

看哪，結局到了，時候到了，毀滅臨到了，「所定的災已經發出。杖已經開花，驕

傲已經發芽。」....（.2，3，5，6，7，8，10，12，25，26） 

 

彼得的時代，人們亦是對主再回來沒有任何緊迫性（urgency），因此他在彼後 3：

3-10 作出以下的提醒：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

「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裡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

仍是一樣。」他們故意忘記，從太古，憑 神的命有了天，並從水而出、藉

水而成的地。故此，當時的世界被水淹沒就消滅了。但現在的天地還是憑著

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用火焚燒。親愛的弟兄

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應許

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

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彼後 3：3-10) 

 

B. 因神的怒氣祂審判時將不會顧惜 

 

在這章神多次提到上帝不再顧惜他們（v.4，9，22） 

 

在這章神多次提到祂的怒氣（v.3，8，14） 

 

在這章神多次提到「按你的行為審判」和「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罰」（v.3，4，8，

9，27） 

 

C. 他們所恃的東西對他們毫無幫助 

 

v.11 提到他們的群眾，和他們的財寶，並他們的尊榮，都因審判而消失 

 

v.14 提到他們的軍事力量，也是於事無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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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9 提到他們的金銀，對他們毫無用途 

 

v.20 提到耶路撒冷有耶和華妝飾華美的聖殿，也是對他們毫無幫助。以後我們會看

到因他們犯罪耶和華的靈已經逐漸離開聖殿 

 

v.26 提到他們本來有先知，祭司和長老，但他們都幫助不了。 

 

以上這一切的資源和力量，當耶和華的審判來臨時，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 

 

D. 一切經濟活動都要停止（v.12-13） 

 

v.12 買主不可歡喜，賣主不可愁煩...賣主雖然存活，卻不能歸回再得所賣的。 

 

這裡是說到經濟崩潰，以致購買了土地的人不可歡喜，因為不久的將來便要被擄走，

人都不能留在此地，有屬於自己的土地又有何益處？而賣主因各種原因要出賣自己

的物業，可能會覺得愁煩，因為即使是禧年他也無法將本來屬於自己產業取回。 

 

當上帝的審判來臨時，即使世界上的大國也會有經濟倒退簫條的日子。 

 

E. 軍事力量崩潰（v.14-15） 

 

v.14「他們已經吹角，預備齊全，卻無一人出戰...」，在南北兩國的初期，他們曾

經有過強大的軍力，但當神的審判來臨時，更強的軍事力量也是沒有用處。當時他

們是這個情況，將來在大災難中也是幾乎要亡國，最後一刻主耶穌帶著我們回來拯

救以色列。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

都按著公義。...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 

神烈怒的酒醡。（啟 19：11，14-15） 

 

F. 逃脫的餘民為罪恐懼，羞愧與後悔（v.16-19） 

 

這裡似乎是說這些逃脫的人有屬靈的覺醒，他們為自己的罪在山上哀傷。不再倚靠

他們的財富，反而了解財富反而成為他們「罪孽的絆腳石」。麻布束腰象徵認罪悔

罪。 

 

G. 耶路撒冷聖殿將被褻瀆(v.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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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所羅門的聖殿，後來被他們用來作拜偶像的地方，變成為污穢，因此耶

和華的榮耀離開聖殿，上帝並將聖殿交給 巴比倫人，養他們將聖殿中的敬拜器皿

全部擄掠到巴比倫，但以理第 5 章記載了巴比倫最後一個伯沙撒拿這些從耶路撒冷

殿中所掠的金銀器皿在宴會中飲酒，上帝因他們罪惡的緣故，不單轉臉不顧以色列

人（v.22），也情願放棄祂榮光曾經充滿的聖殿。 

 

H. 神讓外邦惡人去懲罰強暴人和驕傲人（v.23-24） 

 

這些耶路撒冷內強暴和驕傲的人，將會被外邦的惡人佔領，他們將被扣在鎖鏈，失

去自由。 

 

I. 國内的領袖們也無法拯救他们（v.25-27） 

 

這裡列出了耶路撒冷當中最有權威的人，包括：先知、祭司、長老，君王。在這個

關鍵時刻這班人也是自身難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