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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12:2「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們有眼睛看不見，有耳朵聽不

見，因為他們是悖逆之家。 

12:3 所以人子啊，你要預備擄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當他們眼前從你

所住的地方移到別處去；他們雖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 

12:4 你要在白日當他們眼前帶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預備擄去使用的物

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們眼前親自出去，像被擄的人出去一樣。 

12:5 你要在他們眼前挖通了牆，從其中將物件帶出去。 

12:6 到天黑時，你要當他們眼前搭在肩頭上帶出去，並要蒙住臉看不

見地，因為我立你作以色列家的預兆。」 

12:7 我就照著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帶出我的物件，好像預備擄去使用

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牆。天黑的時候，就當他們眼前搭

在肩頭上帶出去。 

12:8 次日早晨，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12:9「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豈不是問你說：『你做什

麼呢？』 

12:10 你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這是關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

他周圍以色列全家的預表（原文是擔子）。』 

12:11 你要說：『我作你們的預兆：我怎樣行，他們所遭遇的也必怎

樣，他們必被擄去。』 

12:12 他們中間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時候將物件搭在肩頭上帶出去。他

們要挖通了牆，從其中帶出去。他必蒙住臉，眼看不見地。 

12:13 我必將我的網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網羅中纏住。我必帶他到

迦勒底人之地的巴比倫；他雖死在那裡，卻看不見那地。 

12:14 周圍一切幫助他的和他所有的軍隊，我必分散四方（方：原文是

風），也要拔刀追趕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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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我將他們四散在列國、分散在列邦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

華。 

12:16 我卻要留下他們幾個人得免刀劍、饑荒、瘟疫，使他們在所到的

各國中述說他們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12:17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12:18「人子啊，你吃飯必膽戰，喝水必惶惶憂慮。 

12:19 你要對這地的百姓說：主耶和華論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

此說，他們吃飯必憂慮，喝水必驚惶。因其中居住的眾人所行強暴的

事，這地必然荒廢，一無所存。 

12:20 有居民的城邑必變為荒場，地也必變為荒廢；你們就知道我是耶

和華。」 

12:2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12:22「人子啊，在你們以色列地怎麼有這俗語，說『日子遲延，一切

異象都落了空』呢？ 

12:23 你要告訴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使這俗語止息，以色

列中不再用這俗語。』你卻要對他們說：『日子臨近，一切的異象必

都應驗。』 

12:24 從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虛假的異象和奉承的占卜。 

12:25 我─耶和華說話，所說的必定成就，不再耽延。你們這悖逆之

家，我所說的話必趁你們在世的日子成就。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12:26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12:27「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說：『他所見的異象是關乎後來許多的

日子，所說的預言是指著極遠的時候。』 

12:28 所以你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的話沒有一句再耽延

的，我所說的必定成就。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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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13:2「人子啊，你要說預言攻擊以色列中說預言的先知，對那些本己心

發預言的說：『你們當聽耶和華的話。』」 

13:3 主耶和華如此說：「愚頑的先知有禍了，他們隨從自己的心意，

卻一無所見。 

13:4 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場中的狐狸， 

13:5 沒有上去堵擋破口，也沒有為以色列家重修牆垣，使他們當耶和

華的日子在陣上站立得住。 

13:6 這些人所見的是虛假，是謊詐的占卜。他們說是耶和華說的，其

實耶和華並沒有差遣他們，他們倒使人指望那話必然立定。 

13:7 你們豈不是見了虛假的異象嗎？豈不是說了謊詐的占卜嗎？你們

說，這是耶和華說的，其實我沒有說。」 

13:8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們說的是虛假，見的是謊詐，我就

與你們反對。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13:9 我的手必攻擊那見虛假異象、用謊詐占卜的先知，他們必不列在

我百姓的會中，不錄在以色列家的冊上，也不進入以色列地；你們就

知道我是主耶和華。 

13:10 因為他們誘惑我的百姓，說：『平安！』其實沒有平安，就像有

人立起牆壁，他們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 

13:11 所以你要對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說：『牆要倒塌，必有暴雨漫

過。大冰雹啊，你們要降下，狂風也要吹裂這牆。』 

13:12 這牆倒塌之後，人豈不問你們說：『你們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裡

呢？』」 

13:13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發怒，使狂風吹裂這牆，在怒中使

暴雨漫過，又發怒降下大冰雹，毀滅這牆。 

13:14 我要這樣拆毀你們那未泡透灰所抹的牆，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

出，牆必倒塌，你們也必在其中滅亡；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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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我要這樣向牆和用未泡透灰抹牆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並要對

你們說：『牆和抹牆的人都沒有了。』 

13:16 這抹牆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們指著耶路撒冷說預言，為這城

見了平安的異象，其實沒有平安。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13:17「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民中、從己心發預言的女子說預言，攻擊

她們， 

13:18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這些婦女有禍了！她們為眾人的膀臂縫靠

枕，給高矮之人做下垂的頭巾，為要獵取人的性命。難道你們要獵取

我百姓的性命，為利己將人救活嗎？ 

13:19 你們為兩把大麥，為幾塊餅，在我民中褻瀆我，對肯聽謊言的民

說謊，殺死不該死的人，救活不該活的人。』」 

13:20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與你們的靠枕反對，就是你們

用以獵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鳥飛的。我要將靠枕從你們的膀臂上扯

去，釋放你們獵取如鳥飛的人。 

13:21 我也必撕裂你們下垂的頭巾，救我百姓脫離你們的手，不再被獵

取，落在你們手中。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13:22 我不使義人傷心，你們卻以謊話使他傷心，又堅固惡人的手，使

他不回頭離開惡道得以救活。 

13:23 你們就不再見虛假的異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

脫離你們的手；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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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 12-13 章 

 

在以西結書第 8 到第 11 章中，上帝讓以西結先知看到多個異象，包括在耶路撒冷

的宗教領袖們在聖殿敬拜偶像的情況（第 8 章），上帝的審判將來到，只有部份遠

離偶像的人獲得拯救的預言（第九章），耶和華的榮耀逐步離開聖殿的預言（第十

章）和耶路撒冷民間 25 個邪惡的領袖誤導人民，令人民遭禍，然而上帝預言將來

會給予他們新的心和新的靈，並將他們從列國招聚的預言。該四篇經章應該是以西

結將異象的內容向與他一起的長老講解。 

 

第 12 和第 13 章，上帝繼續向以西結說話，總共有六段，包括要以西結好像在第四

章一樣，用行動來表達上帝給他的訊息。這六段話語的對象都是在巴比倫被擄的猶

太人。當時在耶路撒冷和在巴比倫都有許多假先知，他們冒上帝的名向民眾傳講的

訊息內容，就是：一切都會回復平安，被擄的民眾很快便會被釋放回到耶路撒冷；

而耶路撒冷是聖殿的所在地，必定不會被攻破。這種言論與真先知耶利米（當時在

耶路撒冷）和以西結（當時在巴比倫）所傳講的話語完全不一樣。耶利米和以西結

所傳講的訊息是：由於民眾由上至下都拜偶像離棄上帝，上帝的審判快將來到，耶

路撒冷必被巴比倫攻陷，所有的人都會面對悲慘的下場。這種訊息當然是不中聽，

而假先知所說的話很迎合人民的心意，但卻造成人民繼續在罪惡中不知悔改，因此

新感動兩位先知不斷的在惡劣環境之下發出警告，像在亂世中的一盞明燈。 

 

12：1-7 第一段話語：以行動表達將會被擄的預言 

 

這個時間距離第四章已經有一年多，第四章中以西結已經用行動（磚畫、側臥 430

天、不潔的餅、剃髮和鬍鬚）表達了神的審判快將來到，但似乎人民都不相信，在

巴比倫的人以為快將回國。因此上帝在這裏稱他們為「有眼睛看不見，有耳朵聽不

見，就像申命記 29 章中所形容的: 

 

摩西召了以色列眾人來，對他們說：「耶和華在埃及地，在你們眼前向法老

和他眾臣僕，並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們都看見了，就是你親眼看見的大

試驗和神蹟，並那些大奇事。但耶和華到今日沒有使你們心能明白，眼能看

見，耳能聽見。（申命記 29：4） 

 

其實，神的審判法要來到這個訊息，遠在 150 年前先知以賽亞在南國的時候老早已

經發出，但人一樣不聽： 

 

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

不曉得。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見，耳朵

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便得醫治。」（以賽亞書 6： 9-10） 

 

後來耶利米先知在耶路撒冷傳講同樣的警告，人民一樣是視若無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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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無知的百姓啊，你們有眼不看，有耳不聽，現在當聽這話。（耶利米書

5：21） 

 

在這段經文上帝亦三次稱他們為「悖逆的家」，叛逆的意思就是聽到神的話語卻故

意不聽從。 

 

上帝要以西結在他們面前預備被擄的物件，並且在家中挖牆出去，這牆當然是代表

耶路撒冷的城牆，預言城牆不能保護他們，將來都要被巴比倫人攻陷，到時他們在

那裏逃走也會被捉拿。 

 

v.1 提到「眼睛看不見」，下面第 12 節和第 13 節再提到「眼看不見地」，有兩個

意思，第一次被擄的人終生不會再看見耶路撒冷，即是他們不會像假先知預言一樣

很快便回去。第二個意思是眼睛真正的看不見，乃是預言都將來西底家王逃跑的時

候被擄，之後被挖去雙眼，從此不再看見。耶利米先知在 52 章記載了五年後預言

的實現: 

 

西底家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一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他母親名叫哈慕

他，是立拿人耶利米的女兒。西底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是照約雅敬

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華的怒氣在耶路撒冷和猶大發作，以致將人民從自己

的面前趕出。 

 

西底家背叛巴比倫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率領

全軍來攻擊耶路撒冷，對城安營，四圍築壘攻城。於是城被圍困直到西底家

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裡有大饑荒，甚至百姓都沒有糧食。城被攻破，

一切兵丁就在夜間從靠近王園兩城中間的門，出城逃跑；迦勒底人正在四圍

攻城。他們就往亞拉巴逃去。迦勒底的軍隊追趕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

追上他。他的全軍都離開他四散了。 

 

迦勒底人就拿住王，帶他到在哈馬地利比拉的巴比倫王那裡；巴比倫王便審

判他。巴比倫王在西底家眼前殺了他的眾子，又在利比拉殺了猶大的一切首

領，並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銅鍊鎖著他，帶到巴比倫去，將他囚在監

裡，直到他死的日子。（耶利米書 52：1-11） 

 

12：8-16 第二段話語：預言城被攻破時的情景 

 

在這段的講話中，上帝教導以西結當人問他的時候，應該如何回答。v.10 清楚地指

出，這些預言是「關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圍以色列全家的預表」。v.13 預言

西底家王將無法逃脫，因為神將網羅及撒在他身上，將他纏繞著。並預言之後他將

失明，並死在巴比倫，而跟隨他的人和軍隊必被分散到四方。 

 

v.16 上帝重新提醒，將會有餘種被留下，好讓他們能夠講述所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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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 v.15 和 16 都提到「就知道我是耶和華」，這句話之前曾在第 6 和第 7 章多次

出現（6：7，10，13，14，7：27）），在 12 和 13 章亦出現多次（12：10，15，

16，20；13：9，14，21，23）。耶和華要審判以色列人，並將它們打散的目的，

乃要以色列人認識祂是耶和華，放棄偶像，單單敬拜上帝。 

 

12：17-20 第三段話語：預言城被圍困時缺水和缺糧的情景 

 

這段由以西結表演出來的訊息，與 4：9-17 有關不潔的餅的預言類似，乃預言五年

後耶路撒冷將被圍困，那時會缺糧和缺水，之後這地必被攻入，以致地變為荒廢，

城變為荒場，即城牆必定無法防守，巴比倫人必能攻入。 

 

v.19 解釋了他們被審判的其中一個原因：因其中居住的眾人所行強暴的事，原文是

指：「暴力」、「錯誤」、「殘酷」、「不公義」的事。 

 

12：21-25 第四段話語：耶和華宣告祂的預言不單必定應驗，而且很快便會成就 

 

v.22 中的「俗語」是諺語的意思。這句話不單在耶路撒冷的人如此相信，被擄的人

也將這個信念帶到巴比倫，加上假先知的推波助瀾，令人相信即使耶和華的審判將

來會來，也是許久以後的事，與這一代人沒有關係，這些都是撒旦欺騙人的計謀。  

 

耶和華在這裏譴責那些交鬼的和占卜的人，在人民當中散播信息，說上帝的預言遲

遲都不實驗，所以不會是真的。耶和華要他們知道不單預言全部會實現，而且很快

便會臨到。這個訊息和彼得後書第 3 章的訊息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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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後 3：3-9） 

 

主耶穌在馬太 24 章中也有以下提醒： 

 

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馬太 24：

44） 

 

的確，上帝在施行審判之前。都會等待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而且用先知使徒對人不

斷作提醒，希望人悔改，避免審判。挪亞的時代神等候了 120 年；當時南國的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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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多年前有北國被亞述人毀滅的例子，之後神藉著以賽亞先知和耶利米先知不斷

提醒和警告，人還是不悔改回轉。 

 

這裏看到。撒旦透過交鬼的和占卜的人迷惑人心，在每一個時代都告訴人：聖經的

預言不是真實的。v.25 上帝很清楚地說：祂所說的話必定成就，時間到了便不再耽

延。上帝特別要以西結強調當時耶路撒冷的人的審判很快便來到，結果歷史證明五

年後便全部實現。 

 

12：26-28 第五段話語：再強調預言不單必定應驗，而且很快便會成就 

 

這段話再次針對那些否認先知預言的人，他們說預言是關乎很遠的事，與他們這一

代無關。耶和華要以西結提醒他們，預言當中的警告在幾年後便會成就。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以賽亞

55：11） 

 

先知耶利米與假先知的爭辯 

 

當年，就是猶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遍人押朔的兒子，先知哈拿尼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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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耶利米當著祭司和站在耶和華殿裡的眾民對先知哈拿尼雅

說：「阿們！願耶和華如此行，願耶和華成就你所預言的話，將耶和華殿中的器皿

和一切被擄去的人從巴比倫帶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眾民耳中所要說的話，你應當

聽。從古以來，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國和大邦說預言，論到爭戰、災禍、瘟疫

的事。先知預言的平安，到話語成就的時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華所差來的。」

於是，先知哈拿尼雅將先知耶利米頸項上的軛取下來，折斷了。哈拿尼雅又當著眾

民說：「耶和華如此說：二年之內我必照樣從列國人的頸項上折斷巴比倫王尼布甲

尼撒的軛。」於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耶利米書 28：1-11） 

 

第 13 章整章都是耶和華對假先知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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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全章都是針對當時的假先知，也是上帝要以西結向假先知發出的指責與警

告。 

 

先知是上帝的出口，將從上帝的話語告訴人。歷代以來，撒旦都不斷用假先知來帶

來謊言和混亂。早在伊甸園撒旦已經冒神的名發出話語：他對夏娃說：「神豈是真

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然後他對夏娃說：「你們不一定死，因為

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夏娃當時可能以

為蛇是代表神說話，不知道蛇是說魔鬼的說話，是個假先知。 

 

舊約中記載了這件事：主前 860 左右，北國的王是邪惡的亞哈王，南國的王是好國

王約沙法。約沙法在全國上下，清除偶像，拆毀巴力祭壇。他派首領和利未人在全

國教導人民，讓他們學習耶和華的律法。亞哈約了約沙法一同去攻擊亞蘭，王下

22 章如此記載： 

 

22：5 約沙法對以色列王說：「請你先求問耶和華。」 

22:6 於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約有四百人，問他們說：「我上去攻取基列的

拉末可以不可以？」他們說：「可以上去，因為主必將那城交在王的手

裡。」 

22:7 約沙法說：「這裡不是還有耶和華的先知，我們可以求問他嗎？」 

22:8 以色列王對約沙法說：「還有一個人，是音拉的兒子米該雅

（Micaiah），我們可以託他求問耶和華。只是我恨他；因為他指著我所說

的預言，不說吉語，單說凶言。」約沙法說：「王不必這樣說。」 

22:9 以色列王就召了一個太監來，說：「你快去，將音拉的兒子米該雅召

來。」 

22:10 以色列王和猶大王約沙法在撒馬利亞城門前的空場上，各穿朝服，坐

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們面前說預言。 

22:13 那去召米該雅的使者對米該雅說：「眾先知一口同音地都向王說吉

言，你不如與他們說一樣的話，也說吉言。」 

22:14 米該雅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耶和華對我說甚麼，我就說

甚麼。」 

22:15 米該雅到王面前，王問他說：「米該雅啊，我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末

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說：「可以上去，必然得勝，耶和華必將那城交在王

的手中。」 

22:16 王對他說：「我當囑咐你幾次，你才奉耶和華的名向我說實話呢？」 

22:17 米該雅說：「我看見以色列眾民散在山上，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

般。耶和華說：『這民沒有主人，他們可以平平安安地各歸各家去。』」 

22:18 以色列王對約沙法說：「我豈沒有告訴你，這人指著我所說的預言，

不說吉語單說凶言嗎？」 

22:19 米該雅說：「你要聽耶和華的話！我看見耶和華坐在寶座上，天上的

萬軍侍立在他左右。 

22:26 以色列王說：「將米該雅帶回，交給邑宰亞們和王的兒子約阿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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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7 王如此說，把這個人下在監裡，使他受苦，吃不飽喝不足，等候我平

平安安地回來。」 

22:28 米該雅說：「你若能平平安安地回來，那就是耶和華沒有藉我說這話

了」； 

22:30 以色列王對約沙法說：「我要改裝上陣，你可以仍穿王服。」以色列

王就改裝上陣。 

22:31 先是亞蘭王吩咐他的三十二個車兵長說：「他們的兵將，無論大小，

你們都不可與他們爭戰，只要與以色列王爭戰。」 

22:32 車兵長看見約沙法，便說：「這必是以色列王！」就轉過去與他爭

戰，約沙法便呼喊。 

22:33 車兵長見不是以色列王，就轉去不追他了。 

22:34 有一人隨便開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縫裡。王對趕車的說：「我

受了重傷，你轉過車來，拉我出陣吧！」 

22:37 王既死了，眾人將他送到撒馬利亞，就葬在那裡… 

 

耶利米先知提出以下有關於假先知的警告: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這些先知向你們說預言，你們不要聽他們的話。他

們以虛空教訓你們，所說的異象是出於自己的心，不是出於耶和華的口。他

們常對藐視我的人說：『耶和華說：你們必享平安』；又對一切按自己頑梗

之心而行的人說：『必沒有災禍臨到你們。』」 （耶利米書 13：16） 

 

主耶穌時代也是充滿了假先知，所以主耶穌對門徒發出這樣的警告 ： 

 

「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

狼。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裡豈

能摘無花果呢？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

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所

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馬太 7：15-20） 

 

彼得對信徒發出這個警告： 

 

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

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自取速速地滅亡。（彼前 2：1-3） 

 

約翰亦都對信徒發出以下警告： 

 

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 神的不

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就是出於 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 神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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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

（約一 4：1） 

 

當時不論在耶路撒冷或在巴比倫，都有許多假先知妖言惑眾。他們的人數一定多於

真先知，而他們所說的話亦都更被人接受，所以假先知是十分危險的，今天假先知

亦是遍佈全地。 

 

v.1-9 敘述這些假先知的特點 

 

1. v.1 和 v.2 這些假先知是隨從自己的心意發言，並不是按著神的心意發言 

 

2. v.3 由於他們的發言並不是從神來，所以神稱他們為愚頑和一無所見 

 

3. v.5 他們的出發點並不是為以色列人的益處，他們：沒有上去賭檔破口，也沒有

為以色列家重修牆垣。他們的目標可能是名與利，乃是為自己的好處。 

 

4. v.6 這些人所做的是虛假和謊詐，這兩個詞在 v.6 至 8 出現了三次。魔鬼是一切

謊言的始祖，因此這些人是直接從魔鬼來擾亂。令人無所適從。他們的謊言包

括說這些話語是從耶和華來的，其實他們說的是自己要說的話，並不是從耶和

華而來的話。 

 

5. v.8 和 v.9 都說到耶和華會對假先知「反對」和「攻擊」，他們的後果相當嚴厲

的，耶和華三重否定這些先知「以色列選民」的身份，等於是上帝將這些假先

知由以色列人中除名。在舊約假先知是要被殺死的： 

 

• 他們必不在百姓的會中 

• 他們不會被錄在以色列家的冊上 

• 他們不能進入以色列地 

 

v.10-16 假先知像粉飾的牆，耶和華必摧毀 

 

這一段將假先知的下場更詳細地描述，他們像一座牆，外表塗上石灰（plaster，

whitewash），所以表面很好看，也看不出裏面這幅牆是經不起風雨。上帝要興起

暴雨、冰雹和狂風去摧毀這牆，假先知最終的結局還是滅亡。 

 

v.17-23 耶和華也會對付女的假先知，他們應該是使用巫術的女人，以西結在這裡

沒有稱他們為女先知。 

 

v.18 為眾人「膀臂」縫靠枕，靠枕可能是「細繩」、「帶子」、「護身符或符咒」

之類的物品，給人戴在手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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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8 給高矮之人做下垂的頭巾--意思是「給各樣身材的人                                           

作頭罩」，乃是具有魔力的面紗，讓人佩戴來祈福或進行黑巫術。以色列附近的民

族有類似的習俗。 

 

v.19 兩把大麥，為幾塊餅 --很可能是他們行巫術的報酬。 

 

v20-21 上帝的審判就是要將女巫所做的巫術工具破壞掉，也要釋放被她們控制的人

們。又指責被這些女巫的巫術與上帝的意願相反，讓義人灰心，惡人繼續行惡不回

頭。 

 

如何辨認今天的假先知？ 

 

既然假先知今天依然盛行，到了末世還有真正的假先知出現（啟示錄 16 和 19

章），誤導民眾說敵基督就是救主，我們今天如何分辨誰是假先知呢？主耶穌曾經

說，憑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果子就是言語行為的表現，換句話說，假先

知一定有一些表現讓我們可以分辨出來，讓我們回到彼得後書二章一至三節:  

 

2:1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私自引進

陷害人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自取速速地滅亡。 

2:2 將有許多人隨從他們邪淫的行為，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 

2:3 他們因有貪心，要用捏造的言語在你們身上取利。他們的刑罰，自古以

來並不遲延；他們的滅亡也必速速來到。 

 

從以上經文可以看到，假先知有三個特徵（果子）： 

 

第一個特徵，他們否認基督是主。一般邪靈都不承認基督為主，所以辨別諸靈當

中很重要的就是他們對主耶穌的看法。約翰如此教導我們如何分辨： 

 

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 神的不

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就是出於 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 神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

於 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

（約一 4：1） 

 

所以第一個分辨的方法便是他們相信的教義和真理。舉一個例子，大家可以留意其

中一名叫 Sarah Young 的假先知，她出版了一本叫 Jesus Calling 的靈修書，內容是說

她直接與上帝對話，然後將上帝直接給她（和不在聖經裡面）的信息記下來，讓你

可以每天默想這些話語。她這本書銷售驚人。此外，也要小心 Benny Hinn。  

 

第二個特徵是他們通常會有邪淫和放縱情慾的行為，許多假先知都過著淫蕩（包

括同性戀和婚外情）的生活。數年前好些在電視上出現的「牧師」後來都揭發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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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淫蕩。他們包括：Jimmy Swaggart，Jim Bakker，Bob Larson，Billy James Hargis，

George Alan Rekers，Lonnie Frisbee， Tony Alamo。 

 

第三個特徵是貪財，目前不少在電視上推廣 Prosperity Gospel（發達福音）的所謂

牧師，賺取驚人的金錢，生活之豪華令人咋舌。他們包括：Joel Osteen， Creflo 

Dollar，Joyce Meyers， Fred Price， Kenneth Copeland， Robert Tilton， Juanita 

Bynum，Paul Crouch， Paula White 等等。 

 

然這裏有提到三個假先知的特徵，但一時之間未必能夠認出他來。需要我們有屬靈

的洞悉力，和在主裏成熟信徒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