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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我觀看，見基路伯頭上的穹蒼之中，顯出藍寶石的形狀，彷彿寶

座的形像。 

10:2 主對那穿細麻衣的人說：「你進去，在旋轉的輪內基路伯以下，

從基路伯中間將火炭取滿兩手，撒在城上。」我就見他進去。 

10:3 那人進去的時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邊，雲彩充滿了內院。 

10:4 耶和華的榮耀從基路伯那裡上升，停在門檻以上；殿內滿了雲

彩，院宇也被耶和華榮耀的光輝充滿。 

10:5 基路伯翅膀的響聲聽到外院，好像全能 神說話的聲音。 

10:6 他吩咐那穿細麻衣的人說：「要從旋轉的輪內基路伯中間取

火。」那人就進去站在一個輪子旁邊。 

10:7 有一個基路伯從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間的火那裡，取些放在

那穿細麻衣的人兩手中，那人就拿出去了。 

10:8 在基路伯翅膀之下，顯出有人手的樣式。 

10:9 我又觀看，見基路伯旁邊有四個輪子。這基路伯旁有一個輪子，

那基路伯旁有一個輪子，每基路伯都是如此；輪子的顏色（原文是形

狀）彷彿水蒼玉。 

10:10 至於四輪的形狀，都是一個樣式，彷彿輪中套輪。 

10:11 輪行走的時候，向四方都能直行，並不掉轉。頭向何方，他們也

隨向何方，行走的時候並不掉轉。 

10:12 他們全身，連背帶手和翅膀，並輪周圍都滿了眼睛。這四個基路

伯的輪子都是如此。 

10:13 至於這些輪子，我耳中聽見說是旋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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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基路伯各有四臉：第一是基路伯的臉，第二是人的臉，第三是獅

子的臉，第四是鷹的臉。 

10:15 基路伯升上去了；這是我在迦巴魯河邊所見的活物。 

10:16 基路伯行走，輪也在旁邊行走。基路伯展開翅膀，離地上升，輪

也不轉離他們旁邊。 

10:17 那些站住，這些也站住；那些上升，這些也一同上升，因為活物

的靈在輪中。 

10:18 耶和華的榮耀從殿的門檻那裡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 

10:19 基路伯出去的時候，就展開翅膀，在我眼前離地上升。輪也在他

們的旁邊，都停在耶和華殿的東門口。在他們以上有以色列 神的榮

耀。 

10:20 這是我在迦巴魯河邊所見、以色列 神榮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

道他們是基路伯。 

10:21 各有四個臉面，四個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樣式。 

10:22 至於他們臉的模樣，並身體的形像，是我從前在迦巴魯河邊所看

見的。他們俱各直往前行。 

 

11:1 靈將我舉起，帶到耶和華殿向東的東門。誰知，在門口有二十五

個人，我見其中有民間的首領押朔的兒子雅撒尼亞和比拿雅的兒子毘

拉提。 

11:2 耶和華對我說：「人子啊，這就是圖謀罪孽的人，在這城中給人

設惡謀。 

11:3 他們說：『蓋房屋的時候尚未臨近；這城是鍋，我們是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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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人子啊，因此你當說預言，說預言攻擊他們。」 

11:5 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對我說：「你當說，耶和華如此說：以

色列家啊，你們口中所說的，心裡所想的，我都知道。 

11:6 你們在這城中殺人增多，使被殺的人充滿街道。 

11:7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你們殺在城中的人就是肉，這城就是鍋；

你們卻要從其中被帶出去。 

11:8 你們怕刀劍，我必使刀劍臨到你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11:9 我必從這城中帶出你們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且要在你們中間

施行審判。 

11:10 你們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審判你們，你們就知道我

是耶和華。 

11:11 這城必不作你們的鍋，你們也不作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

界審判你們， 

11:12 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因為你們沒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沒有順

從我的典章，卻隨從你們四圍列國的惡規。」 

11:13 我正說預言的時候，比拿雅的兒子毘拉提死了。於是我俯伏在

地，大聲呼叫說：「哎！主耶和華啊，你要將以色列剩下的人滅絕淨

盡嗎？」 

11:14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11:15「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對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親屬、

以色列全家，就是對大眾說：『你們遠離耶和華吧！這地是賜給我們

為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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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所以你當說：『耶和華如此說：我雖將以色列全家遠遠遷移到列

國中，將他們分散在列邦內，我還要在他們所到的列邦，暫作他們的

聖所。』 

11:17 你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從萬民中招聚你們，從分散的

列國內聚集你們，又要將以色列地賜給你們。』 

11:18 他們必到那裡，也必從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厭的物。 

11:19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裡面，又從他們肉

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 

11:20 使他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他們的 神。 

11:21 至於那些心中隨從可憎可厭之物的，我必照他們所行的報應在他

們頭上。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11:22 於是，基路伯展開翅膀，輪子都在他們旁邊；在他們以上有以色

列 神的榮耀。 

11:23 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 

11:24 靈將我舉起，在異象中藉著 神的靈將我帶進迦勒底地，到被擄

的人那裡；我所見的異象就離我上升去了。 

11:25 我便將耶和華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說給被擄的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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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 10-11 章 

 

以西結書第 8 章至到第 11 章都是記載以西結看見的異象，時間是他在被擄後 6 年零兩個

月，和被呼召成為先知後的第 14 個月。當時他正在家中和眾長老談話，神的靈降在他身

上，將他提到耶路撒冷。在第 8 章上帝先讓他看到耶路撒冷眾領袖在聖殿中敬拜偶像的罪

行，第 9 章中上帝讓他看到上帝的審判，乃透過六個持著兵器的天使執行。但到時亦有第

七位天使，身穿細麻衣，腰間帶著墨盒子，用墨在城中沒有跟著拜偶像的人額頭上畫上記

號，這些被保留的人不被天使擊殺。第 10 章和第 11 章，以西結繼續看到上帝審判的異

象，和上帝的榮耀逐漸離開聖殿。但第 11 章尾段記載上帝不是完全離開選民，上帝將來

要賜給他們新的心靈，令他們悔改。 

 

讀這些異象中的預言，我們要留意近的應驗，當然就是五年後尼布甲尼撒王率領軍隊，第

三次圍攻耶路撒冷，在主前 586 年攻破耶路撒冷，將全部民眾擄掠到巴比倫，並且摧毀聖

殿。但這些異象當中的預言，亦有將來主耶穌第二次回來前才應驗。這些預言有些現在已

經開始實現，例如上帝從萬民中開始召聚被分散的猶太人。此外，神對猶太人的審判和他

們要面對的大災難，還未完全應驗，特別是神要將新的心靈賜給他們，讓他們認識彌賽

亞，這些當然亦尚未應驗。 

 

第 10 章當中以西結先知再一次看到第 1 章中所見到四活物的異象，毫無疑問是見到同樣

的「四活物」： 

 

這是我在迦巴魯河邊所見的活物。（結 10：15） 

 

這是我在迦巴魯河邊所見、以色列 神榮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們是基路伯。

各有四個臉面，四個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樣式。至於他們臉的模樣，並身體的

形像，是我從前在迦巴魯河邊所看見的。（結 10：20-22） 

 

但第 10 章一開始，以西結先知已經稱他們為「基路伯」，而不再稱他們為「四活物」，

即是在第一次見到四活物的時候，以西結先知還不知道他們就是基路伯天使。為何如今知

道他們是基路伯天使呢？有可能是當他被帶到聖殿的時候，他看到基路伯的形象。 

 

10：1 第 1 章 26 節以西結見到四活物頭上有穹，穹蒼之上有 上帝的寶座。這裏他亦是用

「彷彿」兩個字，在 1：26 和 27 當中 以西結亦是 4 次用「彷彿」（de-mut）這個字來形

容。為甚麼先知要用這個詞呢？有可能是他在異象中看得不完全清楚，也有可能因寶座上

的是上帝，他不敢直接地說出來。 

 

10：2 上帝吩咐穿細麻的天使，在基路伯天使旁邊轉動的輪中 取出火炭，第 6 和 7 節給予

更詳細的描述，這裡說是取出火。毫無疑問，火和火炭都是用來撒在耶路撒冷，代表了上

帝的審判與懲罰。 

 

以火代表審判，以賽亞先知亦有類似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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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臨；他的車輦像旋風，以烈怒施行報應，以火焰施行責

罰；因為耶和華在一切有血氣的人身上，必以火與刀施行審判；被耶和華所殺的必

多。（賽 66：15） 

 

上帝的榮耀逐步離開始--第 9：3 敍述上帝的榮耀 在基路伯上升到殿的門鑑檻，這裏以西

結先知再次見到神的榮耀本來充滿了聖殿的內院，但這裡再重複神的榮耀上升，停在門檻

上，即是神的榮耀已經開始逐步離去。都 10：18，榮耀已經從門檻出去，停在殿的東門

口，到 11：22-23，神的榮耀從城中上升，到了東邊橄欖山。 

 

上帝的榮耀本來充滿聖殿： 

 

所羅門王和聚集到他那裡的以色列全會眾，一同在約櫃前獻牛羊為祭，多得不可勝

數。祭司將耶和華的約櫃抬進內殿，就是至聖所，放在兩個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

路伯張著翅膀在約櫃之上，遮掩約櫃和抬櫃的槓。這槓甚長，槓頭在內殿前的聖所

可以看見，在殿外卻不能看見，直到如今還在那裡。約櫃裡惟有兩塊石版，就是以

色列人出埃及地後，耶和華與他們立約的時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並

無別物。祭司從聖所出來的時候，有雲充滿耶和華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

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王上 8：5-11） 

 

那時，耶和華的殿有雲充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 

神的殿。（歷下 5：13-14） 

 

如今由於以色列人犯罪，上帝離棄他們，也不愛惜聖殿。所羅門聖殿被毀之後，70 年後

第二聖殿重興建，但聖經沒有說神的榮光充滿第二聖殿。當時會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都

有這個疑問：為何神的榮光沒有回到聖殿？哈該先知給他們 如此答覆和安慰： 

 

你們中間存留的，有誰見過這殿從前的榮耀呢？現在你們看著如何？豈不在眼中看

如無有嗎？」耶和華說：「所羅巴伯啊，雖然如此，你當剛強！約撒答的兒子大祭

司約書亞啊，你也當剛強！這地的百姓，你們都當剛強做工，因為我與你們同在。

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這是照著你們出埃及我與你們立約的話。那時，我的靈住

在你們中間，你們不要懼怕。」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

動天地、滄海，與旱地。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必都運來，我就使這殿滿了榮

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

的。」（哈該書 2：3-9） 

 

上帝這個應許當耶穌基督來到時部份應驗，祂曾經常到聖殿教訓眾人，因此上帝的榮光再

次在殿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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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

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

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林後 3：17-18）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 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他

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

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

而立。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

居首位。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裡面居住。（西 1：15-19） 

 

可是，主耶穌時代的第二聖殿亦是一個藏污納垢的地方，因為雖然他們外表是獻祭，但內

心一樣是離棄上帝，並拒絕了神子，主耶穌要兩次潔淨聖殿。所以上帝的榮耀並未完全返

回聖殿。 

 

但以西結書 43 章清楚地預言上帝的榮耀會從東邊回到耶路撒冷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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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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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就俯伏在地。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門照入殿中。靈將我舉起，帶入內院，不料，

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結 43：2-5） 

 

10：9-14 在這一段以西結先知更詳細地描述基路伯天使和輪子，基本上與第一章的描述的

是一致的，但有兩個部分稍有不同： 

 

10：12 敍述輪子上的眼睛，第一章如此描述：四個輪輞周圍滿有眼睛（1：18）；

這裏卻如此描述：他們全身，連背帶手和翅膀，並輪周圍都滿了眼睛。這四個基路

伯的輪子都是如此。（10：12）有些解經家覺得兩者有些衝突。 

 

10：14 基路伯天使的四個臉，第一章說左邊的臉是像牛的臉，這裏沒有說是像牛

的臉，卻說是「基路伯的臉」，既然在 10：22 先知強調他所見到的活物是一樣

的，因此，有一個可能性就是基路伯天使的臉是像牛的臉。另一個可能性是之前先

知先看見活物左邊像牛的臉，他對此的印象最深刻，可能就用此代表了活物的樣

貌。 

 

11：1 提到「靈將我舉起，帶到耶和華殿向東的東門。」我們在以西結書導論中曾指出，

以西結書特別注重聖靈的工作，（以賽亞書是特別注重聖子的工作，而耶利米書是特別注

重聖父的工作）。整本以西結書 15 處提到聖靈如何降在他身上，並帶領他去做先知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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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 

2：2 靈就進入我裡面 

3:12 那時，靈將我舉起 

3:14 於是靈將我舉起，帶我而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3:22 耶和華的靈在那裡降在我身上。 

3:24 靈就進入我裡面， 

8：1 在那裡主耶和華的靈（原文是手）降在我身上。 

8:3 靈就將我舉到天地中間...，帶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內院門， 

11:1 靈將我舉起 

11:5 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 

11:24 靈將我舉起，在異象中藉著神的靈將我帶進迦勒底地，到被擄的人那

裡；我所見的異象就離我上升去了。 

33:22 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 

37:1 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耶和華藉他的靈帶我出去 

40:1 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 

43:5 靈將我舉起 

 

這裏上帝帶以西結到聖殿的東門，在那裏見到 25 個人，這些人是「民間的領袖」，與前

面 8：6 在店門口廊子和祭壇中間那 25 個人是不一樣的，因為之前的 25 個人都是祭司，

這裏的 25 個人 是政府的領袖，其中只有兩個人有姓名：押朔的兒子雅撒尼亞和比拿雅的

兒子毘拉提。 

 

11：2 上帝稱這些人為「圖謀罪孽的人，在這城中給人設惡謀」。 這些「惡謀」是指甚麼

呢？應該是與拜偶像沒有直接關係，我相信這些領袖太信得過耶路撒冷固若金湯，敵人無

法攻入，所以有持無恐地慫恿民眾和西底家王背叛巴比倫。 

 

這班領袖這樣做是十分不智和自傲的，因為： 

 

• 事先上帝已經給了他們警告，包括：北國在 722BC 已經被滅； 

 

• 之前巴比倫已經兩次攻入，並擄掠了一萬多人 

 

• 當時耶利米先知在耶路撒冷不斷向他們發出警告，要他們服從巴比倫： 

 

「現在我將這些地都交給我僕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將田野的走獸給他

使用。列國都必服事他和他的兒孫，直到他本國遭報的日期來到。那時，多國和大

君王要使他作他們的奴僕。「無論哪一邦哪一國，不肯服事這巴比倫王尼布甲尼

撒，也不把頸項放在巴比倫王的軛下，我必用刀劍、饑荒、瘟疫刑罰那邦，直到我

藉巴比倫王的手將他們毀滅。這是耶和華說的。至於你們，不可聽從你們的先知和

占卜的、圓夢的、觀兆的，以及行邪術的；他們告訴你們說：『你們不致服事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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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王。』他們向你們說假預言，要叫你們遷移，遠離本地，以致我將你們趕出去，

使你們滅亡。但哪一邦肯把頸項放在巴比倫王的軛下服事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

存留，得以耕種居住。這是耶和華說的。」我就照這一切的話對猶大王西底家說：

「要把你們的頸項放在巴比倫王的軛下，服事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

百姓為何要因刀劍、饑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華論到不服事巴比倫王的那國說的

話呢？不可聽那些先知對你們所說的話；他們說：『你們不致服事巴比倫王』，其

實他們向你們說假預言。（耶 27：6-14） 

 

假先知也向王發出預言： 知哈拿尼雅，在耶和華的殿中當著祭司和眾民對我說：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我已經折斷巴比倫王的軛。二年之內，我

要將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從這地掠到巴比倫的器皿，就是耶和華殿中的一切器皿都

帶回此地。我又要將猶大王約雅敬的兒子耶哥尼雅和被擄到巴比倫去的一切猶大人

帶回此地，因為我要折斷巴比倫王的軛。這是耶和華說的。」（耶 28：1-4） 

 

11：3 記載這些領袖說：「蓋房屋的時候尚未臨近」， 這個翻譯是很難明白的，主要有以

下兩個解釋： 

 

1. 有解經家認為原文的意思是「難道蓋房屋的時候尚未臨近嗎？」，意思是說這

班領袖認為一定平安無事，人民應該考慮興建房子。因為下一句「這城是鍋，

我們是肉。」正表達了他們認為耶路撒冷牢不可破，人民都受到保護。而 10：

15 記載了這些人對被擄走的人說話：『你們遠離耶和華吧！這地是賜給我們為

業的。』，意思就是說那些被擄的人是遠離耶和華的，因此他們被擄走，留下

的人是耶和華將這地賜給他們的，所以他們可以放心建房子。 

 

2. 亦有解經家認為這裡是回應（與否定）耶利米先知在耶 29 章中的勸告： 

 

先知耶利米從耶路撒冷寄信與被擄的祭司、先知，和眾民，並生存的長老，就

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擄到巴比倫去的...信上說：「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

的 神對一切被擄去的（就是我使他們從耶路撒冷被擄到巴比倫的人）如此

說：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娶妻生兒女，為

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人，生兒養女。在那裡生養眾多，不致減

少。（耶 29：1，4-6） 

 

耶利米先知亦預言他們將在巴比倫 70 年，所以應該建屋定居下來。耶路撒冷這些

領袖聽信假先知說，兩年便要被釋放回到耶路撒冷，故不必建房子。 

 

這兩個解釋，我認為第一個比較貼切。 

 

11：4-11 神對這些誤導民眾的領袖嚴厲的警告，預言敵人一定會攻破城牆，到時許多城中

居民都有殺身之禍，而且將來 這些領袖都會「從這城中帶出你們去，交在外邦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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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1：9），他們受到審判並不是在城內，而是在「以色列的境界」 被審判。（11：

10，11）這些預言後來都應驗： 

 

護衛長拿住大祭司西萊雅、副祭司西番亞，和三個把門的，又從城中拿住一個管理

兵丁的官（或譯：太監），並在城裡所遇常見王面的五個人和檢點國民軍長的書

記，以及城裡遇見的國民六十個人。護衛長尼布撒拉旦將這些人帶到在利比拉的巴

比倫王那裡。巴比倫王就把他們擊殺在哈馬地的利比拉。這樣，猶大人被擄去離開

本地。（王下 25：18-21） 

 

 
 

 

 

11：12 上帝十分介意以色列人遵行祂的律例典章，不要隨從周圍外邦人的行為： 

 

「你們存活於世的日子，在耶和華─你們列祖的 神所賜你們為業的地上，要謹守

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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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可照

他們那樣事奉耶和華─你們的 神。（申 12：1-4） 

 

「耶和華─你 神將你要去趕出的國民從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們的地居住，那時

就要謹慎，不可在他們除滅之後隨從他們的惡俗，陷入網羅，也不可訪問他們的神

說：『這些國民怎樣事奉他們的神，我也要照樣行。』你不可向耶和華─你的 神

這樣行，因為他們向他們的神行了耶和華所憎嫌所恨惡的一切事，甚至將自己的兒

女用火焚燒，獻與他們的神。凡我所吩咐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

可刪減。（申 12：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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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以西結因毘拉提暴斃而再次向上帝求情，上一次是 9：8，當天使出去擊殺時以西

結如此求情： 

 

我就俯伏在地，說：「哎！主耶和華啊，你將忿怒傾在耶路撒冷，豈要將以色列所

剩下的人都滅絕嗎？」 

 

在這裡先知如此求情： 

 

於是我俯伏在地，大聲呼叫說：「哎！主耶和華啊，你要將以色列剩下的人滅絕淨

盡嗎？」 

 

11：14-21 其實之前上帝已經解釋了祂會留下沒有拜偶像的餘種，但先知心中的確為民眾

焦急。因此，上帝向先知發出以下預言和應許 

 

• 雖然他們被分散，但上帝在外邦國家中依然與他們同在（我還要在他們所到的列

邦，暫作他們的聖所。） 

 

• 有一天要將他們從世界各方召聚回來（即會保守猶太民族不會被同化或消滅）--注

意：這是本書中第一次預言回歸。 

 

• 要將以色列地賜給他們 

 

• 賜給他們新的心，將聖靈賜給他們，讓他們從裡面改變，能夠遵守上帝的律例典

章。（這個應許在結 36：25-28 再重複：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

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

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

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你們必住在我

所賜給你們列祖之地。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們的 神。） 

 

使心硬如金鋼石，不聽律法和萬軍之耶和華用靈藉從前的先知所說的話。故

此，萬軍之耶和華大發烈怒。（撒 7：12）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 神為仇；因為不服 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

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 神的喜歡。如果 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們就不屬

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羅 8：7-9）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 （約 6：44） 

 

我要使他們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們永遠敬畏我，使他們和他們後世的子孫

得福樂...（耶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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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成為上帝的子民，上帝要作他們的神 

 

• 剩下來仍不信的人必受審判。 

 

11：22-25 耶和華的榮耀暫時離開，從聖殿山過去東邊橄欖山。 

 

異象到此結束，上帝將以西結帶回被擄之地，以西結開始將異象傳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