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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17:2「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謎語，設比喻， 

17:3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有一大鷹，翅膀大，翎毛長，羽毛豐滿，彩色俱備，來

到黎巴嫩，將香柏樹梢擰去， 

17:4 就是折去香柏樹儘尖的嫩枝，叼到貿易之地，放在買賣城中； 

17:5 又將以色列地的枝子栽於肥田裡，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樹， 

17:6 就漸漸生長，成為蔓延矮小的葡萄樹。其枝轉向那鷹，其根在鷹以下，於是

成了葡萄樹，生出枝子，發出小枝。 

17:7 又有一大鷹，翅膀大，羽毛多。這葡萄樹從栽種的畦中向這鷹彎過根來，發

出枝子，好得它的澆灌。 

17:8 這樹栽於肥田多水的旁邊，好生枝子，結果子，成為佳美的葡萄樹。 

17:9 你要說，主耶和華如此說：這葡萄樹豈能發旺呢？鷹豈不拔出它的根來，芟

除它的果子，使它枯乾，使它發的嫩葉都枯乾了嗎？也不用大力和多民，就拔出它

的根來。 

17:10 葡萄樹雖然栽種，豈能發旺呢？一經東風，豈不全然枯乾嗎？必在生長的畦

中枯乾了。」 

17:1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17:12「你對那悖逆之家說：你們不知道這些事是甚麼意思麼？你要告訴他們說，

巴比倫王曾到耶路撒冷，將其中的君王和首領帶到巴比倫自己那裡去。 

17:13 從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與他立約，使他發誓，並將國中有勢力的人擄去， 

17:14 使國低微不能自強，惟因守盟約得以存立。 

17:15 他卻背叛巴比倫王，打發使者往埃及去，要他們給他馬匹和多民。他豈能亨

通呢？行這樣事的人豈能逃脫呢？他背約豈能逃脫呢？ 

17:16 他輕看向王所起的誓，背棄王與他所立的約。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

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作王、巴比倫王的京都。 

17:17 敵人築壘造臺，與他打仗的時候，為要剪除多人，法老雖領大軍隊和大群

眾，還是不能幫助他。 

17:18 他輕看誓言，背棄盟約，已經投降，卻又做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脫。」 

17:19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輕看指我所起的誓，背

棄指我所立的約，我必要使這罪歸在他頭上。 

17:20 我必將我的網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網羅中纏住。我必帶他到巴比倫，並

要在那裡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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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 他的一切軍隊，凡逃跑的，都必倒在刀下；所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方：

原文是風）。你們就知道說這話的是我─耶和華。」 

17:22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香柏樹梢擰去栽上，就是從儘尖的嫩枝中折一嫩

枝，栽於極高的山上； 

17:23 在以色列高處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結果子，成為佳美的香柏樹，各類飛

鳥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蔭下。 

17:24 田野的樹木都必知道我─耶和華使高樹矮小，矮樹高大；青樹枯乾，枯樹發

旺。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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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17 章 

 

在這一章上帝用謎語和比喻，將幾年後會發生在以色列南國的事發出預言，要以西

結將這預言向以色列人宣布。當時是主前 591 年，距離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第三次

攻入耶路撒冷只有五年時間（586BC），但上帝已經將五年後會發生的事向人預

告。 

 

這些謎語很容易明白，因為上帝在 v.11-20 中解釋了謎語。 

 

這些謎語當中敘述了： 

 

1. 兩隻大鷹，代表了當時兩個最強大的外邦帝國： 

 

a. 第一隻鷹被形容為「翅膀大，翎毛長，羽毛豐滿，彩色俱備」（v.3），v.12 解

釋這隻鷹是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b. 第二隻鷹被形容為「翅膀大，羽毛多」（v.7），顯然沒有第一隻鷹的勢力和榮

耀。v.15 解釋這隻鷹是法老王，從歷史上我們知道這是在 588BC 登位的埃及法

老王 HOPHRA。  

 

聖經中以飛行快速而富侵略性的外邦王國，用大鷹來形容是常有的： 

 

「耶和華要從遠方、地極帶一國的民，如鷹飛來攻擊你。這民的言語，你不

懂得.... 申 28：49 

 

你用口吹角吧！敵人如鷹來攻打耶和華的家；因為這民違背我的約，干犯我

的律法。...何西阿書 8：1 

 

2. 兩個猶太國的王 

 

香柏樹是代表大衛的王位／寶座，黎巴嫩是代表整個以色列地，在北國滅亡後只剩

下在耶路撒冷建都的南國／猶太國，因此 v.12 指出耶路撒冷。 

 

第一個王是以「香柏樹儘尖的嫩枝」代表，這是指在 598BC 登基的約雅斤王

（Johoiachin），他於西元前 597 年與以西結一同被擄至巴比倫，所以這裡說：將香

柏樹梢擰去，就是折去香柏樹儘尖的嫩枝，叼到貿易之地，放在買賣城中... 17：3-

4，「貿易之地」和「買賣城」是指巴比倫， v.12 也解釋說：巴比倫王曾到耶路撒

冷，將其中的君王和首領帶到巴比倫自己那裡去。注意：這是已經在 6 年前發生，

王下 24：8-16 有如此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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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雅斤登基的時候年十八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個月。他母親名叫尼護施

她，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單的女兒。約雅斤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

他父親一切所行的。那時，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軍兵上到耶路撒冷，圍困

城。當他軍兵圍困城的時候，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就親自來了。猶大王約雅

斤和他母親、臣僕、首領、太監一同出城，投降巴比倫王；巴比倫王便拿住

他。那時是巴比倫王第八年。巴比倫王將耶和華殿和王宮裡的寶物都拿去

了，將以色列王所羅門所造耶和華殿裡的金器都毀壞了，正如耶和華所說

的；又將耶路撒冷的眾民和眾首領，並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萬人，連一切

木匠、鐵匠都擄了去；除了國中極貧窮的人以外，沒有剩下的；並將約雅斤

和王母、后妃、太監，與國中的大官，都從耶路撒冷擄到巴比倫去了；又將

一切勇士七千人和木匠、鐵匠一千人，都是能上陣的勇士，全擄到巴比倫去

了。 

 

第二個王是指西底家王，他是約雅斤王的叔父，尼布甲尼撒王擄走約雅斤王後，按

立了當時名為瑪探雅 Mattaniah 作王，給他改名為西底家： 

 

巴比倫王立約雅斤的叔叔瑪探雅代替他作王，給瑪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西底

家登基的時候年二十一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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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將人民從自己面前趕出。-- 王下 24：17-20 

 

17：5 以「以色列地的枝子」來形容西底家。 

 

17：13 亦作此描述：從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與他立約， 明顯地這是指西底家

王。 

 

3. 西底家王將背約引來大災難 (v.9–21) 

 

西底家王被尼布甲尼撒按立時，曾經以上帝的名起誓效忠，這件事記載在歷代至下

36：13：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著 神起誓 

 

假如西底家遵守誓言的話，在巴比倫的蔭庇下是會有一段安定和繁榮的日子，正如

17：5-6 這裡形容的： 

 

又將以色列地的枝子栽於肥田裡，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樹，就漸漸生長，成

為蔓延矮小的葡萄樹。其枝轉向那鷹，其根在鷹以下，於是成了葡萄樹，生

出枝子，發出小枝。 

 

使國低微不能自強，惟因守盟約得以存立。17:14 

 



80 
 

可是，上帝預言他將會背棄誓言，背叛巴比倫，而投靠埃及（第二隻鷹），因而帶

來大禍。 

 

他卻背叛巴比倫王，打發使者往埃及去，要他們給他馬匹和多民。他豈能亨

通呢？行這樣事的人豈能逃脫呢？他背約豈能逃脫呢？17:15 

 

耶利米先知多次向西底家王勸告要臣服於巴比倫，但西底家王寧可聽從假先知：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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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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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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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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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致服事巴比倫王。』 

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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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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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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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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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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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5 耶和華說：『我並沒有打發他們，他們卻託我的名說假預言，好使我

將你們和向你們說預言的那些先知趕出去，一同滅亡。』」 

27:16 我又對祭司和這眾民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可聽那先知對你們

所說的預言。他們說：『耶和華殿中的器皿快要從巴比倫帶回來』；其實他

們向你們說假預言。 

27:17 不可聽從他們，只管服事巴比倫王便得存活。這城何致變為荒場呢？ 

 

西底家違背上帝的旨意和先知的警告，反而私下與埃及結盟，共同抵抗巴比倫： 

 

這葡萄樹從栽種的畦中向這鷹彎過根來，發出枝子，好得它的澆灌。17：7 

他卻背叛巴比倫王，打發使者往埃及去，要他們給他馬匹和多民。17：15 

 

耶利米書 37：2 但西底家和他的臣僕，並國中的百姓，都不聽從耶和華藉先

知耶利米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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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西底家王打發示利米雅的兒子猶甲和祭司瑪西雅的兒子西番雅去見先知

耶利米，說：「求你為我們禱告耶和華─我們的 神。」 

37:4 那時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為他們還沒有把他囚在監裡。 

37:5 法老的軍隊已經從埃及出來，那圍困耶路撒冷的迦勒底人聽見他們的風

聲，就拔營離開耶路撒冷去了。 

37:6 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耶利米說： 

37:7「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猶大王打發你們來求問我，你們要如

此對他說：『那出來幫助你們法老的軍隊必回埃及本國去。 

37:8 迦勒底人必再來攻打這城，並要攻取，用火焚燒。 

37:9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要自欺說「迦勒底人必定離開我們」，因為他們

必不離開。 

37:10 你們即便殺敗了與你們爭戰的迦勒底全軍，但剩下受傷的人也必各人

從帳棚裡起來，用火焚燒這城。』」 

 

4. 上帝將會再將香柏樹發旺季（v.22-24） 

 

正如之前的經文，上帝經過審判懲罰之後，總是給以色列留下出路，這三節的經文

亦不例外，雖然香柏樹和葡萄樹都已經枯乾，但沒有死亡，上帝可以叫他再次生

長，並且將其放在高山上。這段經文有兩個解釋： 

 

1. 第一個解釋比較難明白，就是說雖然希西家王的兒子都死亡，但希西家王卻有兩

個女兒生存，他們在耶利米書 41：10 中被形容為「眾公主」， 其中一個女兒被耶

利米帶到埃及（耶利米書 45 章），後來西底家其中一個女兒到了古時的英國（愛

爾蘭）， 這個預言是與以後的大英帝國有關。 

 

2.第二個解釋比較合情理，乃是指向將來主耶穌再來，在地上建立王國，並坐在大

衛的寶座上，因他是大衛的子孫。 

 

大衛家雖然到了解西底家便不再坐在王位，但上帝保存了他的後裔，沒有因為被巴

比倫擄掠便完結。馬太福音第一章中耶穌基督的家譜，提到這段被擄的日子： 

 

馬太 1：12 遷到巴比倫之後，耶哥尼雅（即約雅斤）生撒拉鐵；撒拉鐵生所

羅巴伯；所羅巴伯生亞比玉...  

 

耶哥尼雅（Jechonias）便是上帝在耶利米書 22 章詛咒的人： 

 

22：24 耶和華說：「猶大王約雅敬的兒子哥尼雅（又名耶哥尼雅；下

同），雖是我右手上帶印的戒指，我憑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將你從其上摘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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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 並且我必將你交給尋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懼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倫王

尼布甲尼撒和迦勒底人的手中。 

 

22：30 耶和華如此說：要寫明這人算為無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為他

後裔中再無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猶大。 

 

但他的曾孫所羅巴伯卻是神揀選，在主前 538 年被釋放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聖殿。這

條線一直下到約瑟和主耶穌，可是，這條線因耶和華發出的詛咒，不能坐在大衛的

寶座上。耶穌卻從母親馬利亞按大衛另一個兒子拿單的那條線繼承大衛的王位。 

 

v. 22-23 提到 從儘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於極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處的山栽

上。它就生枝子，結果子， 就像先知以賽亞書、耶利米和撒迦利亞當中提到的： 

 

從耶西的本（原文是丕）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耶和華的靈

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

耶和華的靈。 以賽亞書 11：1-2 

 

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以賽亞書 53：2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權，行

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在他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

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耶利米書 23：5-6 

 

當那日子，那時候，我必使大衛公義的苗裔長起來；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

公義。在那日子猶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

─我們的義』。耶利米書 33：15-16 

 

對他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看哪，那名稱為大衛苗裔的，他要在本處長

起來，並要建造耶和華的殿。他要建造耶和華的殿，並擔負尊榮，坐在位上

掌王權；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兩職之間籌定和平。撒迦利亞書 6：12-13 

 

v.22-23 節中提到的「極高的山上」和「高處的山栽上」是代表將來主耶穌在耶路

撒冷掌權：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

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 神

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

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以賽亞書 2：2-3 

 

v.23 「各類飛鳥都必宿在其下」乃指各國臣服於主耶穌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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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4 「使高樹矮小，矮樹高大；青樹枯乾，枯樹發旺」意思是說上帝應許要將以色

列王室栽種於安全的地方，成為世界所有人的歸宿，也要透過建立彌賽亞國度，讓

世界知道祂是真正掌權的神。主耶穌在路加 13：18-19 教導有關天國： 

 

耶穌說：「 神的國好像甚麼？我拿甚麼來比較呢？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

拿去種在園子裡，長大成樹，天上的飛鳥宿在它的枝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