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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猶大的眾長老坐在我面前。在那

裡主耶和華的靈（原文是手）降在我身上。 

8:2 我觀看，見有形像彷彿火的形狀，從他腰以下的形狀有火，從他腰

以上有光輝的形狀，彷彿光耀的精金。 

8:3 他伸出彷彿一隻手的樣式，抓住我的一綹頭髮，靈就將我舉到天地

中間，在 神的異象中，帶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內院門口，在那裡有

觸動主怒偶像的坐位，就是惹動忌邪的。 

8:4 誰知，在那裡有以色列 神的榮耀，形狀與我在平原所見的一樣。 

8:5 神對我說：「人子啊，你舉目向北觀看。」我就舉目向北觀看，

見祭壇門的北邊，在門口有這惹忌邪的偶像； 

8:6 又對我說：「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這大可憎的

事，使我遠離我的聖所，你看見了嗎？你還要看見另有大可憎的

事。」 

8:7 他領我到院門口。我觀看，見牆上有個窟窿。 

8:8 他對我說：「人子啊，你要挖牆。」我一挖牆，見有一門。 

8:9 他說：「你進去，看他們在這裡所行可憎的惡事。」 

8:10 我進去一看，誰知，在四面牆上畫著各樣爬物和可憎的走獸，並

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 

8:11 在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個長老站立，沙番的兒子雅撒尼亞

也站在其中。各人手拿香爐，煙雲的香氣上騰。 

8:12 他對我說：「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長老暗中在各人畫像屋裡所行

的，你看見了嗎？他們常說：『耶和華看不見我們；耶和華已經離棄

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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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他又說：「你還要看見他們另外行大可憎的事。」 

8:14 他領我到耶和華殿外院朝北的門口。誰知，在那裡有婦女坐著，

為搭模斯哭泣。 

8:15 他對我說：「人子啊，你看見了嗎？你還要看見比這更可憎的

事。」 

8:16 他又領我到耶和華殿的內院。誰知，在耶和華的殿門口、廊子和

祭壇中間，約有二十五個人背向耶和華的殿，面向東方拜日頭。 

8:17 他對我說：「人子啊，你看見了嗎？猶大家在此行這可憎的事還

算為小嗎？他們在這地遍行強暴，再三惹我發怒，他們手拿枝條舉向

鼻前。 

8:18 因此，我也要以忿怒行事，我眼必不顧惜，也不可憐他們；他們

雖向我耳中大聲呼求，我還是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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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8 章 

 
在這一章，耶和華的靈帶以西結回到耶路撒冷聖殿中，讓他親眼看到宗教領袖們犯

罪的情形。我相信以西結並不是肉身回到耶路撒冷 （他記載神是「抓住他的一綹

頭髮」一綹頭髮原文是 tsitsith，英文翻譯為 tassel，是一小撮頭髮），我相信以西

結先知是靈魂被帶到耶路撒冷去，亦即是「靈魂出竅」（又稱「魂遊像外」）的情

況。 

 
「靈魂出竅」 

 
人的靈魂在特殊情況下暫時離開身體，之後回到身體是可信的，也是使徒保羅親身

經歷過的。以下是使徒保羅的記述：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裡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或在身內，

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 神知道。）我認得這人；（或在

身內，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 神知道。）他被提到樂園裡，聽見隱

祕的言語，是人不可說的。（林後 12：2-4） 

 
另一個可能的例子，是彼得在硝皮匠西門的家，在中午時在屋頂祈禱，遇到以下的

經驗： 

 
覺得餓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預備飯的時候，彼得魂遊象外，看見天開

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著四角，縋在地上，裡面有地上各樣四

足的走獸和昆蟲，並天上的飛鳥；又有聲音向他說：「彼得，起來，宰了

吃！」（徒 10：10-13） 

 
Trance 中文翻譯為「魂遊象外」，原文 ekstasis 可以解釋為狂喜、驚喜

（bewilderment 或 amazement 或 a state of ecstasy），或心智完全脫離常態，但這

裡彼得顯然不是狂喜或失去常態（他完全清楚記得律法下他甚麼可食，甚麼不可

食），而是上帝讓他的靈魂看到天上的異像，所以中文的翻譯其實是相當正確的。 

 
以上這種短暫的靈魂離開身體的情況，都是來自上帝的，也是因祂有特別的原因要

這樣做，與近年許多人聲稱去到天堂遊歷一番回來截然不同。（請參閱一位我認識

的 Connie Yee 女士 28 年前嚴重交通失事後靈魂短暫離開身體的見證，Connie 姊妹

住在二埠，今年十月與丈夫一起參加聖地遊） 

 
以西結在這裡明顯地是上帝將他的靈魂暫時帶離身體，巴比倫離開耶路撒冷接近

700 哩，與但以理一樣，以西結被擄後終生沒有回到耶路撒冷。 

 
v.1 時間--第六年六月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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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一章開始的時候，說以西結看見天開了是第五年 4 月 5 日，乃是從他

被擄到巴比倫的時候開始算。他被呼召作先知後需要有 430 天側臥。由第五年 4

月 5 日到第六年 6 月 5 日中間是 436 天，即是他側臥結束後六天便看見這個異

象。 

 
v.1 地點--我坐在家中；猶大的眾長老坐在我面前。 

 
明顯的，在被擄的人當中包括宗教的領袖，他們來到以西結面前，表明以西結先知

的資格已經被他們尊重與認可。相信以西結必定將上帝的話語與領袖們分享，希望

他們將正確的信息傳出去，並停止假先知在他們中間亂講。 

 
v2-4 以西結見到神的榮耀 

 
在以西結書當中記載了以西結四次見到神的榮耀，第一次是第一章在迦巴魯河邊，

第二次是第三章在平原，第三次便是這裡第八章，第四次是第四十三章。他四次對

上帝的榮耀的描寫如下： 

 
1：27-28 我見從他腰以上有彷彿光耀的精金，周圍都有火的形狀，又見從

他腰以下有彷彿火的形狀，周圍也有光輝。我看見在那仿佛是他腰部以上，

好像閃耀的金屬，又好像有火四面包圍。在那仿佛是他腰部以下，我又看見

好像有火，光芒環繞著他。下雨的日子，雲中虹的形狀怎樣，周圍光輝的形

狀也是怎樣。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形像。 

 
3：23 耶和華的榮耀正如我在迦巴魯河邊所見的一樣 

 
8：2 我觀看，見有形像彷彿火的形狀，從他腰以下的形狀有火，從他腰以

上有光輝的形狀，彷彿光耀的精金。 

 
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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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以色列 神的榮耀從東面而來；他的聲音好像洪水的聲

音，大地因他的榮耀而發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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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結描述的共同點是火發出的光輝，與約翰在啟示錄的描寫比較：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他的頭與

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光明的銅；聲

音如同眾水的聲音。（啟 1：13-15） 

 
看那坐著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好像綠寶石。（啟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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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描述，除了光明之外，亦有提到彩虹。 

留意 v.2 和 v.3 都用「彷彿」這兩個字，以西結在第一章亦用這兩個字（亦用「好

像」兩個字），可見無論先知如何努力使用文字去形容，都不能完全形容得完備。 

 
v.4 提到的「那裡」應該是指 v.3 「耶路撒冷聖殿朝北的內院門口」 

 
v.5 給我們看到在這裡擺設了有「惹動主怒」（v.3）和「惹主嫉妒（忌邪）」的偶

像，但神的榮耀照樣彰顯。 

 
v.5 開始的「誰知」，原文的意思是「看哪」（behold），新譯本翻譯為「不

料」，都帶有希奇的意思。人的想法是有偶像的地方自然就沒有神的榮耀，但事實

上偶像只是人手做的死物，無法掩蓋神的榮耀。到 9：3 我們會讀到神的榮耀因人

的罪惡而逐步離開。 

 
v.3-17 在聖殿中敬拜偶像的四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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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3-5 內院中擺設偶像 --上帝首先帶以西結到的地方，是「耶路撒冷（即指聖

殿）朝北的內院門口中」。上帝要先知看到的是「有觸動主怒偶像的坐位」和

「祭壇門的北邊，在門口有這惹忌邪的偶像」。 

 
v.3 和 v.5 都提到這些偶像是「惹動忌邪」，在前一堂我們曾經提過，「忌

邪」的原文 haq·qin·āh 是嫉妒（Jealousy）的意思，這個字也含有有極度激

動的情感的意思。 

 
聖殿中祭壇前面公然擺放偶像，難怪惹動上帝嫉妒甚至憤怒的情感。 v.6 上

帝形容這是「大可憎」的事，上帝說因此要「遠離我的聖所」。 

 
2. v.6-12 七十個長老在密室內向偶像燒香--上帝跟著帶以西結進入祭司的住所，看

見「四面牆上畫著各樣爬物和可憎的走獸，並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七十個

長老正在燒香敬拜偶像。 

 
v.8 提到神要他挖牆，然後才見到門，那裡既是祭司的住所，必定本身有

門，為何要以西結挖牆才見到門呢？我相信這是神要以西結明白，這些長老

是在暗中作這些「可憎的惡事」。 

 
v.10 「誰知」或「看哪」這個字再出現，代表以西結看見這些景像是十分驚

奇的。這個字在 v.14 和 v.16 再出現，總共出現了四次，即以西結每見到一

批人拜偶像的情況都會覺得很震驚和詫異。 

 
v.12 解釋了他們敬拜偶像的兩個原因：（1）耶和華看不見我們，（2）耶和

華已經離棄這地。前者是自欺欺人，以為在密室裏做的事沒有人看見，連神

都看不見；後者是知道神恨惡偶像，有偶像的地方神的靈必然離開。但可惜

的是他們沒有想到，假如認罪悔改的話，上帝的靈便不會離棄他們。兩者都

是對神的全能、全知和慈愛憐憫不了解。 

 
v.11 特別提到「沙番的兒子雅撒尼亞」是那些長老當中的一員，參加敬拜偶

像。沙番是王下 22:3 的約西亞王的書記。王下提到約西亞王（南國最後一

個敬畏耶和華的好王）差沙番到聖殿辦事，結果帶來復興： 

 
約西亞王十八年，王差遣米書蘭的孫子、亞薩利的兒子─書記沙番上

耶和華殿去，吩咐他說：「你去見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將奉到耶和華

殿的銀子，就是守門的從民中收聚的銀子，數算數算，交給耶和華殿

裡辦事的人，使他們轉交耶和華殿裡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壞之

處，就是轉交木匠和工人，並瓦匠，又買木料和鑿成的石頭修理殿

宇，將銀子交在辦事的人手裡，不與他們算帳，因為他們辦事誠

實。」大祭司希勒家對書記沙番說：「我在耶和華殿裡得了律法

書。」希勒家將書遞給沙番，沙番就看了。書記沙番到王那裡，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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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說：「你的僕人已將殿裡的銀子倒出數算，交給耶和華殿裡辦事的

人了。」書記沙番又對王說：「祭司希勒家遞給我一卷書。」沙番就

在王面前讀那書。王聽見律法書上的話，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

家與沙番的兒子亞希甘、米該亞的兒子亞革波、書記沙番和王的臣僕

亞撒雅，說：「你們去為我、為民、為猶大眾人，以這書上的話求問

耶和華；因為我們列祖沒有聽從這書上的言語，沒有遵著書上所吩咐

我們的去行，耶和華就向我們大發烈怒。」於是，祭司希勒家和亞希

甘、亞革波、沙番、亞撒雅都去見女先知戶勒大。戶勒大是掌管禮服

沙龍的妻；沙龍是哈珥哈斯的孫子、特瓦的兒子。戶勒大住在耶路撒

冷第二區。他們請問於她。她對他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

此說：『你們可以回覆那差遣你們來見我的人說，耶和華如此說：我

必照著猶大王所讀那書上的一切話，降禍與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為

他們離棄我，向別神燒香，用他們手所做的惹我發怒，所以我的忿怒

必向這地發作，總不止息。』然而，差遣你們來求問耶和華的猶大

王，你們要這樣回覆他說：『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至於你

所聽見的話，就是聽見我指著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說、要使這地變為

荒場、民受咒詛的話，你便心裡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

我哭泣，因此我應允了你。這是我─耶和華說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

地歸到墳墓到你列祖那裡；我要降與這地的一切災禍，你也不致親眼

看見。』」他們就回覆王去了。（王下 22：3-20） 

 
雖然沙番是復興運動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兒子卻墮落到在密室中拜偶像的地

步，委實叫人震驚。但其實在今天信徒中有這樣的情況，連牧師的子女(PK)

也有不信的。 

 
3. v14 婦女在朝北的外院為偶像哭泣-- 「搭模斯」（Tammuz）在聖經中只是在這

裡出現，它是當時巴比倫人所敬拜的神，主管農作物和牧場，是畜牧的保護

神。根據傳說，他每年死去一次，降到陰間。他的去世造成農作物、牧場和水

流的枯乾。在當時的四月（陽曆的六月或七月），要舉行哀哭和唱輓歌的儀

式，來紀念搭模斯的去世。這個過程就混雜了淫亂的儀式，和傳統敬拜巴力情

況相似。這些婦女在聖典參加敬拜偶像儀式，可見猶太人從領袖至婦女全體參

予拜偶像。 

 
4. v.16-18 二十五個人拜日頭 -- 這 25 個人是什麼人？根據歷代志上 24 章記載，祭

司共有 24 個班次，24：19 記載：「這就是他們的班次，要照耶和華─以色列

的神藉他們祖宗亞倫所吩咐的條例進入耶和華的殿辦理事務」。我相信是每天

24 小時到有祭司輪班在聖殿侍候，另加一位大祭司共 25 人。這些祭司本來是

神與人之間的連繫，他們代表人民獻祭給上帝，在異像中他們全體拜太陽，他

們向著東方撫拜，因此是背向著聖殿，是對上帝極不恭敬的表現，也代表了他

們的心是完全背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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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8 這個時候距離聖殿被毀只有 5 年左右，上帝讓以西結看到聖殿中領袖們犯的罪惡，

令上帝將「以忿怒行事」，下面第 9 章上帝讓以西結看到六個行刑者的異像，和第 10 章

耶和華的榮耀離開聖殿的異像。 

 

附錄 

 
二元論抑或三元論？ 

（人是靈魂和身體兩者構成抑或人是靈和魂和體三者構成？） 

 
二元論支持經文 

 
雅各書 2：26 身體（body／soma）沒有靈魂（spirit／pneuma）是死

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林前 5：5 要把這樣的人交給撒但，敗壞他的肉體（flesh／sarkos），

使他的靈魂（spirit／pneuma）在主耶穌的日子可以得救。 

 
林前 7：34 對婦人和處女也有分別。沒有出嫁的，是為主的事掛慮，

要身體（body／somati）、靈魂（spirit／pneuma）都聖潔； 

 
約三 1：2 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

（soul／psyche）興盛一樣。 

 
三元論支持經文 

 
帖前 5：23 願賜平安的 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

（spirit／pneuma）與魂（soul／psyche）與身子（body／soma）得蒙

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希 4：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

魂（soul／psyche）與靈（spirit／pneuma），骨節與骨髓，都能刺

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出死入生 
余鄺肇瓊 

 

在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九歲的我和十六歲的弟弟一起來美國留學。因為香港回歸的

關係，我的父母和很多香港人一樣選擇在美國置業。他們在一個發展新區買了一棟

新的房子給我們居住，這棟房子距離市區很遠，要開車行一條很長很長的單行車路。

一九八九年感恩節前夕，我發生了一次嚴重的交通意外。那天是星期日的早上，我

一個人開車到教會，腦裏一直想著昨晚和房客的談話。忽然，我發覺我的車子開過

了對頭的行車線（事實我只是過了讓車子轉彎的安全島線上），因為恐怕有對面的

車駛來，我下意識地將車子轉向右邊。不料，這條單行車路旁右邊是凹下的空地，

整部車跌落在凹下的空地上，並翻了幾個筋斗。之後，我由直升機送去當地的醫院，

急救後我清醒過來，迷迷糊糊中我只想起兩件事：第一件事是關心我的手錶在哪裡；

第二件事就是一個奇妙的經歷。因為我有短暫的失憶，撞車的情況一點也記不起來。

事後，只從親戚朋友的口中和警察的報告裡，才慢慢想起車禍的經過，但我對這個

瀕死的體驗卻記得一清二楚。 

 

那天早上是一個陽光普照的清晨，路上也有車子經過。但在我的記憶中，我進入了

一個漆黑和非常寂靜的空間，那裡甚至連一點聲音也沒有。這個空間是沒有上下、

左右之分。那時，我感覺我的靈、魂和肉體是完全分開的三部分。我的思想（或

稱靈）清楚看到自己（我相信這是我的魂）；在那空間中的那個我，身體是發亮

的。但那個我，好像不能和我的思想交通，也不知道我的思想存在。她（我）好

像迷了路一樣正在尋找出路。無論我怎樣呼叫她（我），她（我）也好像看不到。

同時我知道我的肉身正在流著血。為何我說「我知道」？因為我真的只是知道，

但我完全感覺不到痛楚。我的肉體和我的思想是完全分開的。我知道我肉體曾經

嘗試解開我的安全帶，但不成功。我知道當時我的思想完全不能控制我的肉身。

我的思想是多麼平靜和鎮定，一點恐懼也沒有。我的思想告訴我，我一定是發生

了車禍（在那刻我是不知道車禍是怎樣發生的）。我的思想告訴我，我一定會死



了。那時，我作了平生最短的禱告：「神啊，請救我吧！」。當我作完這禱告，

我就完全失去了知覺。救護車、直升機來到時，我也沒有任何印象。 

 

當我被送到醫院，醫生立即為我搶救。從親戚和朋友口中，我知道我的頭和身體都

受了傷。左邊的耳朵差不多整隻都快掉下來，只是一小部份連接在我的耳朵部位。

在急救的過程中，醫生剪掉我半邊的頭髮，以處理我頭上的傷口。他們將我的耳朵

縫回原位。醫生還打開我的腹部，檢查看是否有內傷。因我頸骨的第三和第四節裂

了，醫生恐怕我移動身體會令我的頸骨傷到中樞神經，所以將我放在一張特別的病

床。在這張病床上，我的頭、身體、手和腳都被鐵板夾住不能動彈。這張床可以兩

邊搖擺幫助我血液循環。當我在 ICU (重症監護病房）等待第二次手術時，我記得

最痛苦的就是一條粗的喉管插入喉中，每天數次在喉管中抽痰。還有當時正在月事

中，照顧我的是一位男護士。我真是感到非常難受和尷尬，但自己又不能說話和移

動。醫生為我做第二次手術，他們將我部份的盤骨切下來按放在我的頸上，再用金

屬線支撐著我的頸部。 

 

我從小在天主教學校讀書，所以對耶穌基督一點也不陌生。但是真正信主是在我來

美的第一個聖誕節，聽到牧師講述信主的信息，也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當晚就立

即信主，但當時信主只是靠一個很單純的信心。在教會中，我也只是一個新來的留

學生，沒有很多人認識我，但事後我才知道教會的弟兄姐妹輪流為我禱告。因為太

多人來醫院探訪，醫院方面要限制每天只可有十個人探訪。因為大家的禱告，我的

手術也很順利。回想起來我也很慚愧，沒有正式向探望過我的弟兄姐妹說聲謝謝。 

 

我的家人全都住在香港，當我父母知道我發生車禍，爸爸因為有生意在香港不能來

美探望，媽媽便第一時間來美國照顧我。感謝天父給我這樣愛我的父母。我媽媽在

我兩次手術後來到美國，她從香港帶了一卷錄音給我，這卷錄音帶是我兩位信主的

表妹錄的，她們講述了一個聖經故事和信主的信息。因為我已離開香港兩年，大家

也不知道彼此都在不同的時候信了主。我能感受到她們對我的救恩有很大的迫切感，

好像現在我對我的家人同樣有這種迫切感一樣。 



 

康復的過程是很痛苦的，但也從中又體會到很多神的恩典。因為睡在床上太久，所

以我好像嬰孩一般要從基本的動作開始學習。記得第一次起床，護士要求我坐在椅

子上十分鐘，但我不到數分鐘就大叫救命，因為我全身感覺非常痛楚。我一直高聲

呼叫，但護士也不理會我，可能在醫院裡像我這樣喊叫的病人太多了吧。當時一位

親戚的女兒正走向我的房間來探望，她聽到我高聲的呼喊，以為我發生了什麼事，

於是匆忙地走進我的房間。當她知道了原因，就找護士來幫我放回床上去。又有一

次，我的午餐是意大利粉，我頸上帶了一個頸環，所以不能低下頭，我的手臂也不

能彎曲，只能提高，因此我只能將意大利粉用叉子叉住，將手提高過我的頭，並嘗

試將粉從高處放入口中，如不小心就會將粉掉在臉上。如果讀者和我的年齡差不多，

可能會記得許冠文在電影「摩登保鑣」裡也有這一幕；當時看這一幕時覺得很好笑，

但當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時，就一點都不可笑。原來我們每天能夠起床、行走、自

己吃東西就己經是神的恩典，但當我們平安穩妥時，就會覺得一切都是來得理所當

然，不會感謝賜健康的主。 

 

在我住院期間，有些弟兄姊妹給我帶來基督教的詩歌錄音帶。我在床上休息時，就

會聽一些詩歌。我還記得有一次當我聽著一首詩，眼淚不停地流下來，我媽媽看見

我這樣傷心就叫我不要再聽了。我告訴她這不是傷心的眼淚，而是感恩的眼淚，因

為主耶穌垂聽了我簡短的禱告並拯救了我。我媽媽照顧了我大約一個月就離開美國

返回香港了。 

 

經過大約一年的物理治療，我慢慢地康復了。在康復的期間也遇上不少困難，比如，

我家離市區很遠，也沒有公共交通，只好請我的同屋住客幫忙。早上她去上課時，

將我車到一個購物中心，我在購物中心等公共巴士，下車後又要走一段很長的路才

能到達物理治療中心。到達物理治療中心己是下午的時段，物理治療師見到我疲憊

不堪，也不需要我立刻做物理治療了，她只會叫我臥下休息。物理治療之後，我又

要走長長的路，坐公共巴士去購物中心等我的同屋住客或弟弟放學車我回家。在這

康復的期間，身心靈也面對很大的挑戰，但聖經中一段經文給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力



量：「除祢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我的肉

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詩篇

73:25- 26) 

 

感謝神，祂幫助我一一渡過難關。這次交通意外己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現在我已

是一女一子之母，也有一個非常愛我的丈夫。這二十多年中，神一路的保守和帶領，

使我們一家從大大小小的困境經歷中，體驗到祂更多恩典和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