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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以色列的幾個長老來求問耶和華，坐在我面前。 

20:2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20:3「人子啊，你要告訴以色列的長老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來是求問我嗎？主耶和

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們求問。 

20:4 人子啊，你要審問審問他們嗎？你當使他們知道他們列祖那些可憎的事， 

20:5 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當日我揀選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後裔起誓，在埃及地

將自己向他們顯現，說：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 

20:6 那日我向他們起誓，必領他們出埃及地，到我為他們察看的流奶與蜜之地；那地在

萬國中是有榮耀的。 

20:7 我對他們說，你們各人要拋棄眼所喜愛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 

20:8 他們卻悖逆我，不肯聽從我，不拋棄他們眼所喜愛那可憎之物，不離棄埃及的偶

像。「我就說，我要將我的忿怒傾在他們身上，在埃及地向他們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20:9 我卻為我名的緣故沒有這樣行，免得我名在他們所住的列國人眼前被褻瀆；我領他

們出埃及地，在這列國人的眼前將自己向他們顯現。 

20:10 這樣，我就使他們出埃及地，領他們到曠野， 

20:11 將我的律例賜給他們，將我的典章指示他們；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著。 

20:12 又將我的安息日賜給他們，好在我與他們中間為證據，使他們知道我─耶和華是叫

他們成為聖的。 

20:13 以色列家卻在曠野悖逆我，不順從我的律例，厭棄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

著），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說，要在曠野將我的忿怒傾在他們身上，滅絕他們。 

20:14 我卻為我名的緣故，沒有這樣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領他們出埃及的列國人眼前被褻

瀆。 

20:15 並且我在曠野向他們起誓，必不領他們進入我所賜給他們流奶與蜜之地（那地在萬

國中是有榮耀的）； 

20:16 因為他們厭棄我的典章，不順從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們的心隨從自己的

偶像。 

20:17 雖然如此，我眼仍顧惜他們，不毀滅他們，不在曠野將他們滅絕淨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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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我在曠野對他們的兒女說：不要遵行你們父親的律例，不要謹守他們的惡規，也

不要因他們的偶像玷污自己。 

20:19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你們要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20:20 且以我的安息日為聖。這日在我與你們中間為證據，使你們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

的 神。 

20:21 只是他們的兒女悖逆我，不順從我的律例，也不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

因此活著），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說，要將我的忿怒傾在他們身上，在曠野向他們成

就我怒中所定的。 

20:22 雖然如此，我卻為我名的緣故縮手沒有這樣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領他們出埃及的列

國人眼前被褻瀆。 

20:23 並且我在曠野向他們起誓，必將他們分散在列國，四散在列邦； 

20:24 因為他們不遵行我的典章，竟厭棄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眼目仰望他們父親

的偶像。 

20:25 我也任他們遵行不美的律例，謹守不能使人活著的惡規。 

20:26 因他們將一切頭生的經火，我就任憑他們在這供獻的事上玷污自己，好叫他們淒

涼，使他們知道我是耶和華。 

20:27「人子啊，你要告訴以色列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褻

瀆我； 

20:28 因為我領他們到了我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他們看見各高山、各茂密樹，就在那

裡獻祭，奉上惹我發怒的供物，也在那裡焚燒馨香的祭牲，並澆上奠祭。 

20:29 我就對他們說：你們所上的那高處叫甚麼呢？（那高處的名字叫巴麻直到今日。） 

20:30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仍照你們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嗎？

仍照他們可憎的事行邪淫嗎？ 

20:31 你們奉上供物使你們兒子經火的時候，仍將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嗎？以色

列家啊，我豈被你們求問嗎？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們求問。 

20:32「你們說：我們要像外邦人和列國的宗族一樣，去事奉木頭與石頭。你們所起的這

心意萬不能成就。」 

20:33 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總要作王，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

並傾出來的忿怒，治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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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4 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並傾出來的忿怒，將你們從萬民中領出來，從分

散的列國內聚集你們。 

20:35 我必帶你們到外邦人的曠野，在那裡當面刑罰你們。 

20:36 我怎樣在埃及地的曠野刑罰你們的列祖，也必照樣刑罰你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20:37 我必使你們從杖下經過，使你們被約拘束。 

20:38 我必從你們中間除淨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將他們從所寄居的地方領出來，他們卻不

得入以色列地。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20:39「以色列家啊，至於你們，主耶和華如此說：從此以後若不聽從我，就任憑你們去

事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你們的供物和偶像褻瀆我的聖名。 

20:40「主耶和華說：在我的聖山，就是以色列高處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事奉

我。我要在那裡悅納你們，向你們要供物和初熟的土產，並一切的聖物。 

20:41 我從萬民中領你們出來，從分散的列國內聚集你們，那時我必悅納你們好像馨香之

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們身上顯為聖。 

20:42 我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就是我起誓應許賜給你們列祖之地，那時你們就知道我是

耶和華。 

20:43 你們在那裡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動作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惡事厭惡自己。 

20:44 主耶和華說：以色列家啊，我為我名的緣故，不照著你們的惡行和你們的壞事待你

們；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20:45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20:46「人子啊，你要面向南方，向南滴下預言攻擊南方田野的樹林。 

20:47 對南方的樹林說，要聽耶和華的話。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使火在你中間著起，燒

滅你中間的一切青樹和枯樹，猛烈的火焰必不熄滅。從南到北，人的臉面都被燒焦。 

20:48 凡有血氣的都必知道是我─耶和華使火著起，這火必不熄滅。」 

20:49 於是我說：「哎！主耶和華啊，人都指著我說：他豈不是說比喻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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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20 章 

 

這章聖經雖然長達 49 節，其實大部分都是上帝向以西結講明過去上帝跟以色列的關係，

和過去以色列人如何蒙受了神的恩典，卻經常叛逆神，可是上帝依然讓他們存留，雖然要

他們經過審判和懲罰，到最後仍是帶領他們回頭。這章經文可以分開 以下數段： 

v.1-4 以色列長老諮詢耶和華，卻不蒙啟示 

v.5-10 以色列人在埃及 

v.11-26 以色列人在曠野  

v.27-31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  

v.32-39 以色列人重覆埃及的經驗，在外邦的曠野受罰 

v.40-44 上帝復興以色列的應許 

最後 v.45 至 49 這 5 節經文歸到第 21 章比較適合。 

v.1-4 以色列長老諮詢耶和華，卻不蒙啟示 

 

v.1  開始便提到當時的年月日（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是以西結被擄後第 7 年，當

時是公元前 591 年 8 月 14 日，與第八章提到「第六年六月初五」相差了 11 個月，

距離耶路撒冷被巴比倫攻陷的日期剛好是整整五年。 

 

v.3 以色列的宗教領袖（長老）們來見以西結，v.3 提到他們來透過先知向耶和華求

問。雖然經文沒有記載他們求問的內容，但從當時的局勢來看，他們應該是來求問

耶路撒冷是否可以避過被摧毀。當時法老王森美忒庫二世（(Psammetichus II，主前

595–589 年)）打敗了蘇丹，並且與猶大國西底家王定立條約，似乎準備共同對巴

比倫宣戰。假如巴比倫真的戰敗的話，耶路撒冷一定解困，流亡在巴比倫這班人也

可能很快便能回國。因此，這班長老來求問時局，和耶路撒冷是否很快便安全這事

求問。 

 

他們在 14：3 也曾向以西結求問神，當時上帝宣佈由於長老們拜偶像，因此神不接

受他們的求問，只要求以西結先知告訴他們：回頭吧！離開你們的偶像，轉臉莫從

你們一切可憎的事。（14：6）在這裡，上帝同樣不接受他們的求問： 主耶和華

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們求問。（20：3）反而，上帝要以西結先

知「審問審問」他們，讓他們知道為何神嚴厲地斥責他們（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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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給我們看到，罪人未解決罪的問題，上帝是不會與他們說話，也不會聽取

他們的話。 

 

v.5-10 以色列人在埃及 

 

未進入這六節經文之前，讓我們首先問：以色列人在埃及有多長時間？根據聖經的

報導。似乎是 400 年至 430 年之久：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那

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創 15：13）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

軍隊都從埃及地出來了。（出埃及記 12：40-41) 

 

神說：『他的後裔必寄居外邦，那裡的人要叫他們作奴僕，苦待他們四百

年。』（使徒行傳 7：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 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

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我是這麼說， 

神預先所立的約，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後的律法廢掉，叫應許歸於虛空。

（加拉太書 3：16-17） 

 

可是，許多聖經學者指出，由雅各到埃及見法老王（創 47：9），全家搬到埃及，

至摩西帶領以色列出埃及，其間只有 215 年，比聖經記載的 430 年剛好只是一半，

因此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時間只有 200 多年，並不是四百年。但摩西五經都是神默示

摩西寫下的，為何會有資料不符的情況？是否聖經有錯誤？ 

 

430 年最簡單的解釋，是這不是約瑟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居住在埃及的年數，因為以

色列人是從阿伯拉罕開始的，亞伯拉罕亦曾因饑荒而移居到埃及去（創 12：

10），因此這個 430 年是由亞伯拉罕遷居埃及開始計算，到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剛好是 430 年。因此，加拉太書 3：17 說：神預先所立的約，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

以後的律法廢掉 

 

而 400 年最簡單的解釋，是由以撒 5 歲的時候開始計算。聖經記載當時以撒被夏甲

（埃及人）和兒子以實瑪利 迫害： 

 

孩子漸長，就斷了奶。以撒斷奶的日子，亞伯拉罕設擺豐盛的筵席。當時，

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 （創 21：8-9） 

 

當時，那按著血氣生的逼迫了那按著聖靈生的 （加拉太書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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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5 明白了以上，我們便明白上帝為何在 v.5 述說以色列的歷史時，從「當日我揀

選以色列」開始述說，這是上帝在創 12 揀選亞伯蘭，這是以色列的開始（雖然許

多人是以雅各作為以色列的開始，因為上帝將他改名以色列，但其實從亞伯蘭開始

上帝已經作了揀選。） 

 

這裡「揀選」這個字（bachar）在以西結書只在此出現，是十分特別和主動的揀

選，令以色列人與上帝有特殊的關係： 

 

你要對法老說：『耶和華這樣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長子。（創 4：

22） 

 

這裡也提到上帝向雅各的後裔起誓，這事記載在創 28： 

 

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 神，也是以撒

的 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

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我也與

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裡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到

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創 28：13-15） 

 

在創 35 上帝再次應許雅各： 

 

雅各從巴旦‧亞蘭回來， 神又向他顯現，賜福與他，且對他說：「你的名

原是雅各，從今以後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這樣，他就改名叫以色

列。神又對他說：「我是全能的 神；你要生養眾多，將來有一族和多國的

民從你而生，又有君王從你而出。我所賜給亞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賜給

你與你的後裔。」（創 35：9-12） 

 

這裡也提到上帝在埃及地向他們（透過摩西）顯現，這是記載在出 6：1-8 

 

6:1 耶和華對摩西說：「現在你必看見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

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們趕出他的地。」 

6:2 神曉諭摩西說：「我是耶和華。 

6:3 我從前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顯現為全能的 神；至於我名耶和華，

他們未曾知道。 

6:4 我與他們堅定所立的約，要把他們寄居的迦南地賜給他們。 

6:5 我也聽見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聲，我也記念我的約。 

6:6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重重地刑

罰埃及人，救贖你們脫離他們的重擔，不做他們的苦工。 

6:7 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 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

─你們的 神，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之重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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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我起誓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們領進去，將那

地賜給你們為業。我是耶和華。』」 

 

v.7 中上帝向以西結提到當時他向以色列人說：你們各人要拋棄眼所喜愛那可憎之

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這句話並沒有記載在

摩西五經內，因此，是上帝向以西結顯示的歷史，看得出以色列人在埃及時乃跟隨

埃及人拜偶像，這解釋了為何他們在曠野時也拜金牛犢（出 32）約書亞在臨死前

也提醒他們：「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實意地事奉他，將你們列祖在大河那

邊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華。」（書 24：14） 

 

v.8 以色列人卻離棄神，注意這一節中提到他們雖然在埃及受到苦待，卻對埃及依

依不捨，常常要求回去： 

 

他們對摩西說：「難道在埃及沒有墳地，你把我們帶來死在曠野嗎？你為甚

麼這樣待我們，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呢？我們在埃及豈沒有對你說過，不要

攪擾我們，容我們服事埃及人嗎？因為服事埃及人比死在曠野還好。」（出

14：11-12） 

 

以色列全會眾在曠野向摩西、亞倫發怨言，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

地、耶和華的手下；那時我們坐在肉鍋旁邊，吃得飽足。你們將我們領出

來，到這曠野，是要叫這全會眾都餓死啊！」（出 16：2-3） 

 

v.9 有人數過以色列人在曠野埋怨了起碼 14 次。上帝曾要消滅以色列人，讓摩西的

後代承接上帝的應許：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看這百姓真是硬著頸項的百姓。你且由著我，我要向

他們發烈怒，將他們滅絕，使你的後裔成為大國。」（出 32：9-10） 

 

耶和華對摩西說：「這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呢？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

蹟，他們還不信我要到幾時呢？我要用瘟疫擊殺他們，使他們不得承受那

地，叫你的後裔成為大國，比他們強勝。」（民 14：11-12） 

 

但上帝都沒有消滅以色列人，v.9 說到理由是：我卻為我名的緣故沒有這樣行，免

得我名在他們所住的列國人眼前被褻瀆，這也是摩西為以色列人求情時使用的理

由。 

 

v.11-26 以色列人在曠野  

 

v.11 提到在西乃山向他們頒佈十誡，提到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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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2, v.20 提到給予以色列安息日的誡命，目的是：好在我與他們中間為證據，使

他們知道我─耶和華是叫他們成為聖的。這麼提到「證據」，是他們被特別揀選的

證據，因為只有他們需要守安息日，是與別不同，與其他民族有分別的。出埃及記

如此記載： 

 

31:13「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因為這是你我之

間世世代代的證據，使你們知道我─耶和華是叫你們成為聖的。 

31:14 所以你們要守安息日，以為聖日。凡干犯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

在這日做工的，必從民中剪除。 

31:15 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聖日，是向耶和華守為聖的。凡在安息

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 

31:16 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為永遠的約。 

31:17 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遠的證據；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第七日

便安息舒暢。」 

 

v.15 由於他們叛逆，上帝不讓 20 歲以上的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民數記記載： 

 

14:26 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 

14:27「這惡會眾向我發怨言，我忍耐他們要到幾時呢？以色列人向我所發

的怨言，我都聽見了。 

14:28 你們告訴他們，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們達

到我耳中的話待你們。 

14:29 你們的屍首必倒在這曠野，並且你們中間凡被數點、從二十歲以外、

向我發怨言的， 

14:30 必不得進我起誓應許叫你們住的那地；惟有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

兒子約書亞才能進去。 

 

v.21 提到：要將我的忿怒傾在他們身上，在曠野向他們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那時遭瘟疫死的，有二萬

四千人。（民數記 25：1，9） 

 

v.23 提到因他們叛逆，「必將他們分散在列國，四散在列邦」 

 

v.25 提到「任他們遵行不美的律例，謹守不能使人活著的惡規。」。神的律例典章

都是美善的（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

眼目。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詩篇 19：8-10），那麼這些「不美的律例」和「惡規」一定不是來自上帝的，他們

是甚麼呢？我相信這是後來人自己加上去的律例，包括法利賽人訂出的繁文縟節，

共有 613 條，365 條是反面的，248 條是正面的，耶穌斥責他們：他們把難擔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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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馬太 23：4），又說他們

是：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裡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馬太

23：27） 

 

v.26 提到他們像外邦人將頭生的嬰兒使用火燒死來獻祭給假神，這也是他們的惡規

之一。 

 

v.27-31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  

 

v.28 提到雖然他們進入迦南地，但依然在高山上敬拜巴力、亞舍拉偶像，比外邦人

更甚。 

 

v.29 提到高處稱為「巴麻」，字義是「高處」，但也是「去」和「甚麼」的複合

字，隱含「你去作甚麼呢？」的意思。 

 

v.31 提到由於他們長期離棄上帝，因此上帝不會被他們求問：我豈被你們求問嗎？

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們求問。 

 

v.32-39 以色列人重覆出埃及的經驗，在外邦的曠野受罰 

 

v.32-33 這裡提到以色列人本來是神分別為聖，要人中他們身上看見聖潔的上帝，

可是，他們「要像外邦人和列國的宗族一樣，去事奉木頭與石頭。」；雖然他們堅

持要這樣做，但上帝命定「你們所起的這心意萬不能成就」，並且會用「大能的

手」（v.33，34）去治理他們。 

 

v.34 提到「將你們從萬民中領出來，從分散的列國內聚集你們。」似乎是要他們重

新經過出埃及的經驗，v.36 說他們先要被擄，就像先祖在埃及為奴被迫害，因此南

國必定會敗亡，他們要在外邦人中生活很長時間，並且會受許多災難，然後上帝會

召聚他們（1948 年五月以色列在應許之地立國），但回歸的過程正在進行，全部

回歸要大災難時才實現。 

 

v.36 最厲害的刑罰是七年的大災難，耶利米先知如此形容： 

 

哀哉！那日為大，無日可比；這是雅各遭難的時候，但他必被救出來。（耶

利米 30：7） 

 

耶穌也如此形容：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

沒有。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

子必減少了。（馬太 24：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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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7 從杖下經過：是指十分之一，這裡似乎是指將來只有少部能夠進入應許之地 

 

凡牛群羊群中，一切從杖下經過的，每第十隻要歸給耶和華為聖。（利未記

27：32） 

 

耶和華說：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

這三分之一經火，熬煉他們，如熬煉銀子；試煉他們，如試煉金子。他們必

求告我的名，我必應允他們。我要說：這是我的子民。他們也要說：耶和華

是我們的 神。（撒迦利亞書 13：8-9） 

 

v.40-44 上帝復興以色列的應許 

 

v.40 這一段是上帝有關大災難後千禧年的情況，以色列人到時認識上帝，全家在高

山敬拜上敬拜上帝。他們也吸引萬民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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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到那時他們會為之前的惡行厭惡自己：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

他們所扎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撒迦利亞書

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