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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23:2「人子啊，有兩個女子，是一母所生， 

23:3 她們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時行邪淫。她們在那裡作處女的時候，有人擁抱

她們的懷，撫摸她們的乳。 

23:4 她們的名字，姊姊名叫阿荷拉，妹妹名叫阿荷利巴。她們都歸於我，生了兒

女。論到她們的名字，阿荷拉就是撒馬利亞，阿荷利巴就是耶路撒冷。 

23:5「阿荷拉歸我之後行邪淫，貪戀所愛的人，就是她的鄰邦亞述人。 

23:6 這些人都穿藍衣，作省長、副省長，都騎著馬，是可愛的少年人。 

23:7 阿荷拉就與亞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縱淫行，她因所戀愛之人的一切偶像，玷

污自己。 

23:8 自從在埃及的時候，她就沒有離開淫亂，因為她年幼作處女的時候，埃及人

與她行淫，撫摸她的乳，縱慾與她行淫。 

23:9 因此，我將她交在她所愛的人手中，就是她所戀愛的亞述人手中。 

23:10 他們就露了她的下體，擄掠她的兒女，用刀殺了她，使她在婦女中留下臭

名，因他們向她施行審判。 

23:11 她妹妹阿荷利巴雖然看見了，卻還貪戀，比她姊姊更醜；行淫亂比她姊姊更

多。 

23:12 她貪戀鄰邦的亞述人，就是穿極華美的衣服，騎著馬的省長、副省長，都是

可愛的少年人。 

23:13 我看見她被玷污了，她姊妹二人同行一路。 

23:14 阿荷利巴又加增淫行，因她看見人像畫在牆上，就是用丹色所畫迦勒底人的

像， 

23:15 腰間繫著帶子，頭上有下垂的裹頭巾，都是軍長的形狀，仿照巴比倫人的形

像；他們的故土就是迦勒底。 

23:16 阿荷利巴一看見就貪戀他們，打發使者往迦勒底去見他們。 

23:17 巴比倫人就來登她愛情的床，與她行淫玷污她。她被玷污，隨後心裡與他們

生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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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8 這樣，她顯露淫行，又顯露下體；我心就與她生疏，像先前與她姊姊生疏一

樣。 

23:19 她還加增她的淫行，追念她幼年在埃及地行邪淫的日子， 

23:20 貪戀情人身壯精足，如驢如馬。 

23:21 這樣，你就想起你幼年的淫行。那時，埃及人擁抱你的懷，撫摸你的乳。 

23:22 阿荷利巴啊，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激動你先愛而後生疏的人來攻擊你。

我必使他們來，在你四圍攻擊你。 

23:23 所來的就是巴比倫人、迦勒底的眾人、比割人、書亞人、哥亞人，同著他們

的還有亞述眾人，乃是作省長、副省長、作軍長有名聲的，都騎著馬，是可愛的少

年人。 

23:24 他們必帶兵器、戰車、輜重車，率領大眾來攻擊你。他們要拿大小盾牌，頂

盔擺陣，在你四圍攻擊你。我要將審判的事交給他們，他們必按著自己的條例審判

你。 

23:25 我必以忌恨攻擊你；他們必以忿怒辦你。他們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你遺

留（或譯：餘剩；下同）的人必倒在刀下。他們必擄去你的兒女；你所遺留的必被

火焚燒。 

23:26 他們必剝去你的衣服，奪取你華美的寶器。 

23:27 這樣，我必使你的淫行和你從埃及地染來的淫亂止息了，使你不再仰望亞

述，也不再追念埃及。 

23:28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將你交在你所恨惡的人手中，就是你心與他生疏的人

手中。 

23:29 他們必以恨惡辦你，奪取你一切勞碌得來的，留下你赤身露體。你淫亂的下

體，連你的淫行，帶你的淫亂，都被顯露。 

23:30 人必向你行這些事；因為你隨從外邦人行邪淫，被他們的偶像玷污了。 

23:31 你走了你姊姊所走的路，所以我必將她的杯交在你手中。」 

23:32 主耶和華如此說：你必喝你姊姊所喝的杯；那杯又深又廣，盛得甚多，使你

被人嗤笑譏刺。 

23:33 你必酩酊大醉，滿有愁苦，喝乾你姊姊撒馬利亞的杯，就是令人驚駭淒涼的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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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4 你必喝這杯，以致喝盡。杯破又齦杯片，撕裂自己的乳；因為這事我曾說

過。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23:35 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忘記我，將我丟在背後，所以你要擔當你淫行和淫

亂的報應。」 

23:36 耶和華又對我說：「人子啊，你要審問阿荷拉與阿荷利巴嗎？當指出她們所

行可憎的事。 

23:37 她們行淫，手中有殺人的血，又與偶像行淫，並使她們為我所生的兒女經火

燒給偶像。 

23:38 此外，她們還有向我所行的，就是同日玷污我的聖所，干犯我的安息日。 

23:39 她們殺了兒女獻與偶像，當天又入我的聖所，將聖所褻瀆了。她們在我殿中

所行的乃是如此。 

23:40「況且你們二婦打發使者去請遠方人。使者到他們那裡，他們就來了。你們

為他們沐浴己身，粉飾眼目，佩戴妝飾， 

23:41 坐在華美的床上，前面擺設桌案，將我的香料膏油擺在其上。 

23:42 在那裡有群眾安逸歡樂的聲音，並有粗俗的人和酒徒從曠野同來，把鐲子戴

在二婦的手上，把華冠戴在她們的頭上。 

23:43「我論這行淫衰老的婦人說：現在人還要與她行淫，她也要與人行淫。 

23:44 人與阿荷拉，並阿荷利巴二淫婦茍合，好像與妓女苟合。 

23:45 必有義人，照審判淫婦和流人血的婦人之例，審判她們；因為她們是淫婦，

手中有殺人的血。」 

23:46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使多人來攻擊她們，使她們拋來拋去，被人搶奪。 

23:47 這些人必用石頭打死她們，用刀劍殺害她們，又殺戮她們的兒女，用火焚燒

她們的房屋。 

23:48 這樣，我必使淫行從境內止息，好叫一切婦人都受警戒，不效法你們的淫

行。 

23:49 人必照著你們的淫行報應你們；你們要擔當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主耶和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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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23 章 

 

以西結書 20：8 指責以色列犯了屬靈的姦淫罪，就是拜埃及人的偶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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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章上

帝透過以西結指責以色列人在政治上常企圖與外國結盟也是犯了姦淫罪：忘記了上

帝是他們的拯救者和保護者，反而不斷要投靠外國，以為這樣可以得到保護，結果

反而被外邦國滅絕 

 

 

v.1-4 兩個女子的比喻 

 

v.2 這裏提到「兩個女子，是一母所生」，v.4 解釋姊姊名阿荷拉（'Oholah）（意思

是「她自己的帳篷」） 和「阿荷利巴」（'Oholibah）（意思是「我的帳篷在她裡

面」），又說：阿荷拉就是撒馬利亞，阿荷利巴就是耶路撒冷。因此，姊姊是指以

色列國或北國，首都是撒瑪利亞；妹妹是指猶大國或南國，首都在耶路撒冷。他們

是同一母所生 因為都是從以色列出來，乃所羅門王之後分裂為北國南國。當時北

國已經在 130 年前被亞述滅亡，而南國距離被巴比倫滅亡只有短短兩年。 

 

v.3 提到她們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時（距離他們 800 年前）行邪淫。20：8 揭露

了摩西沒有在摩西五經中提到他們在埃及為奴時，早已經跟隨埃及人拜偶像。 

 

v.4 中上帝提到：「她們都歸於我」， 即以色列人被上帝揀選，本來都是屬於上帝

的，他們卻背叛上帝，就像犯了姦淫的罪。「生了兒女」是指從埃及出來之後的以

色列人。兩姐妹在年青時與埃及有不正常的關係。耶和華還是憐憫她們，娶為新

婦。 

 

v.5-10 北國（以色列國）背叛的歷史 

 

北國是所羅門之後，十個以色列支派跟隨耶羅波安分裂出來，在北邊建立以色列

國，從耶羅波安開始二百多年中所有的國王都是行惡，上帝藉著亞述人的手在

722BC 滅了以色列國，所有國民四散，故被稱為「失落的十支派」。這一段經文重

述他們醜惡的歷史。 

 

v.5-7 提到原來他們起初是與亞述結盟，並且跟隨亞述人拜偶像，在上帝眼中是

「放縱淫行，沾污自己」，因此上帝將 他們交在亞述人手中，讓亞述人「露了她

的下體，擄掠她的兒女，用刀殺了她，使她在婦女中留下臭名，因他們向她施行審

判。」（v.10） 

 

列王記下有記載亞述攻擊以色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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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王普勒來攻擊以色列國，米拿現給他一千他連得銀子，請普勒幫助他堅

定國位。米拿現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戶索要銀子，使他們各出五十舍客勒，就

給了亞述王。於是亞述王回去，不在國中停留。（列王記下 15：19-20） 

 

亞述王撒縵以色上來攻擊何細亞，何細亞就服事他，給他進貢。何細亞背

叛，差人去見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與亞述王進貢。亞述王知道了，就

把他鎖禁，囚在監裡。亞述王上來攻擊以色列遍地，上到撒馬利亞，圍困三

年。何細亞第九年亞述王攻取了撒馬利亞，將以色列人擄到亞述，把他們安

置在哈臘與歌散的哈博河邊，並米底亞人的城邑。（列王記下 17：3-6） 

 

背道的以色列行淫，我為這緣故給她休書休她 (耶利米書 3：8) 

 

v.8 提到他們是幾百年前先祖在埃及時已經是拜偶像。 

 

v.11-35 南國（猶大國）背叛的歷史 

 

所羅門王之後，只剩下猶大和便雅憫兩個支派忠於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南國的首

都是耶路撒冷。他們本來是有特權的: 

• 一方面他們的國王是大衛和所羅門的後代，上帝本來因大衛的緣故會特別恩

待他們； 

• 第二方面，耶路撒冷是聖殿的所在地。 

• 第三，在北國被亞述毀滅後，南國有 130 年的時間親眼看見北國的下場， 

本來應該醒覺，回歸上帝，上帝也賜下好幾名遵行上帝旨意的好國王，如：

烏西家、約西亞等。可惜，他們猶大非但沒有警覺，也未曾醒悟，一樣離棄

神，重蹈覆轍，像北國一樣跟隨外邦人拜偶像。 

 

既然他們有比北國更佳的條件，卻依然離棄上帝，因此上帝對他們的責備是比北國

還厲害， 說他們：「比姐姐更醜，淫亂比他姊姊更多」。路加 12：48 說：「...多

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 

  

雖有這一切的事，她奸詐的妹妹猶大還不一心歸向我，不過是假意歸我。這

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對我說：「背道的以色列比奸詐的猶大還顯為義。

（耶利米書 3：10-11） 

 

v.12 提到猶大國也是想依附亞述： 「她貪戀鄰邦的亞述人，就是穿極華美的衣

服，騎著馬的省長、副省長，都是可愛的少年人。」列王記下 16 章敘述猶大國國

王阿哈斯討好亞述王： 

 

亞哈斯差遣使者去見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說：「我是你的僕人、你的兒

子。現在亞蘭王和以色列王攻擊我，求你來救我脫離他們的手。」亞哈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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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殿裡和王宮府庫裡所有的金銀都送給亞述王為禮物。亞述王應允了

他，就上去攻打大馬士革，將城攻取，殺了利汛，把居民擄到吉珥。亞哈斯

王上大馬士革去迎接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在大馬士革看見一座壇，就照

壇的規模樣式作法畫了圖樣，送到祭司烏利亞那裡。祭司烏利亞照著亞哈斯

王從大馬士革送來的圖樣，在亞哈斯王沒有從大馬士革回來之先，建築一座

壇。王從大馬士革回來看見壇，就近前來，在壇上獻祭；燒燔祭、素祭、澆

奠祭，將平安祭牲的血灑在壇上，又將耶和華面前的銅壇從耶和華殿和新壇

的中間搬到新壇的北邊。亞哈斯王吩咐祭司烏利亞說：「早晨的燔祭、晚上

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國內眾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燒在大壇上。

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灑在這壇上，只是銅壇我要用以求問耶和華。」

祭司烏利亞就照著亞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亞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鑲著的心

子，把盆從座上挪下來，又將銅海從馱海的銅牛上搬下來，放在鋪石地；又

因亞述王的緣故，將耶和華殿為安息日所蓋的廊子和王從外入殿的廊子挪

移，圍繞耶和華的殿。（列王紀下 16：7-18） 

 

v.14 到後來亞述衰落，巴比倫（迦勒底人）興起，猶大國又轉向討好巴比倫， 

「阿荷利巴又加增淫行，因她看見人像畫在牆上，就是用丹色所畫迦勒底人的像，

腰間繫著帶子，頭上有下垂的裹頭巾，都是軍長的形狀，仿照巴比倫人的形像。阿

荷利巴一看見就貪戀他們，打發使者往迦勒底去見他們。」 

 

v.22 提到猶大國「先愛而後生疏的人」，就是指本來他們臣服於巴比倫，後來背

叛，轉而投靠埃及，引至巴比倫三次入侵，最後在 586BC 攻破耶路撒冷，將聖殿

和整個城市焚燬。 

 

v.24-31 說明他們落到這個困境，是出自上帝，透過外邦人向他們施行審判： 

 

• 我要將審判的事交給他們（v.24）； 

• 我必以忌恨攻擊你；他們必以忿怒辦你。他們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

（v.25）「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當時以色列附近的民族會用這樣的方式

懲罰淫亂的人。 

• 我必將你交在你所恨惡的人手中，就是你心與他生疏的人手中。（v.28） 

• 我必將她的杯交在你手中。（v.31) 

 

v36-49 對兩國的指控和審判 

 

上帝要以西結列出以色列和猶大的罪狀（指出她們所行可憎的事）： 

 

v.37 手中有殺人的血，又與偶像行淫，並使她們為我所生的兒女經火燒給偶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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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8-39 玷污我的聖所，干犯我的安息日； 殺了兒女獻與偶像，當天又入我

的聖所 

 

v.45 必有義人，照審判淫婦和流人血的婦人之例，審判她們 --原文是複數形態，所

以應該是指「比起耶路撒冷的行為， 顯為公義的外邦人」。這並非指在道德上巴比

倫比猶大有義,或擁有更多的義人。本文只是強調他們雖然邪惡,卻是神藉以施行神公義審

判的工具。 

 

v.48 上帝要讓外國來懲罰毀滅猶大與以色列國，作為其他國家的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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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24:2「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倫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將這日記下， 

24:3 要向這悖逆之家設比喻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將鍋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

在其中； 

24:4 將肉塊，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塊、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好的骨頭把鍋裝

滿； 

24:5 取羊群中最好的，將柴堆在鍋下，使鍋開滾，好把骨頭煮在其中。 

24:6「主耶和華如此說：禍哉！這流人血的城，就是長鏽的鍋。其中的鏽未曾除

掉，須要將肉塊從其中一一取出來，不必為它拈鬮。 

24:7 城中所流的血倒在淨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蓋。 

24:8 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淨光的磐石上，不得掩蓋，乃是出於我，為要發忿怒施行

報應。 

24:9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禍哉！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火柴， 

24:10 添上木柴，使火著旺，將肉煮爛，把湯熬濃，使骨頭烤焦； 

24:11 把鍋倒空坐在炭火上，使鍋燒熱，使銅燒紅，鎔化其中的污穢，除淨其上的

鏽。 

24:12 這鍋勞碌疲乏，所長的大鏽仍未除掉；這鏽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 

24:13 在你污穢中有淫行，我潔淨你，你卻不潔淨。你的污穢再不能潔淨，直等我

向你發的忿怒止息。 

24:14 我─耶和華說過的必定成就，必照話而行，必不返回，必不顧惜，也不後

悔。人必照你的舉動行為審判你。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24:15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24:16「人子啊，我要將你眼目所喜愛的忽然取去，你卻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

淚， 

24:17 只可歎息，不可出聲，不可辦理喪事；頭上仍勒裹頭巾，腳上仍穿鞋，不可

蒙著嘴唇，也不可吃弔喪的食物。」 

24:18 於是我將這事早晨告訴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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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 百姓問我說：「你這樣行與我們有甚麼關係，你不告訴我們麼？」 

24:20 我回答他們：「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24:21『你告訴以色列家，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使我的聖所，就是你們勢力所誇

耀、眼裡所喜愛、心中所愛惜的被褻瀆，並且你們所遺留的兒女必倒在刀下。 

24:22 那時，你們必行我僕人所行的，不蒙著嘴唇，也不吃弔喪的食物。 

24:23 你們仍要頭上勒裹頭巾，腳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們必因自己的罪孽相

對歎息，漸漸消滅。 

24:24 以西結必這樣為你們作預兆；凡他所行的，你們也必照樣行。那事來到，你

們就知道我是主耶和華。 

24:25「人子啊，我除掉他們所倚靠、所歡喜的榮耀，並眼中所喜愛、心裡所重看

的兒女。 

24:26 那日逃脫的人豈不來到你這裡，使你耳聞這事嗎？ 

24:27 你必向逃脫的人開口說話，不再啞口。你必這樣為他們作預兆，他們就知道

我是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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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24 章 

 

以西結書開頭二十四章，是以西結被擄到巴比倫的前 9 年，耶路撒冷還未被毀，但

到了第二十四章，便記載了巴比倫開始圍攻耶路撒冷，兩年後攻破耶路撒冷，將聖

殿和整個城市焚燬，所有人被擄到巴比倫 70 年之久。 

 

v.1 第九年十月初十日，是 588BC 一月十五日，也是巴比倫開始圍攻耶京的那天。在這一

天,神向居住在迦巴魯河邊的以西結曉喻了關於審判的最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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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於是城被圍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

年。（列王紀下 25：1-2） 

 

v.2 「你要將這日記下」--神之所以如此命令,是為了:（1）表明耶路撒冷的滅亡,成就了神

很久以前就已預言的話語,而非因巴比倫的軍事力量 ;（2）當人們更尋求確切地知道神旨

意時,可以以此作為證據(2:5)。先知奉命記下他傳達信息的日子，宣佈它是就尼布甲尼撒

開始進攻耶路撒冷的日子。巴比倫離耶路撒冷約 800 公里，這個消息不可能是通過人傳給

他的。因此當被擄的人後來聽到消息，經過對照以後，確信以西結的信息來自神。 

 

V.3-13 鐵鍋的比喻 

 

在第 11 章中以色列曾自己覺得：『蓋房屋的時候尚未臨近；這城是鍋，我們是

肉。』（11：3），認為自己十分安全，耶路撒冷是聖殿所在地，上帝必定會保

守，他們住在城中安穩無比。這一段話說明這個鍋其實是將他們困住。當城變成火

爐時，城中的居民也在其中成為煮熟的肉。 

 

v.6 長鏽的鍋--神以生銹的鍋比喻了耶路撒冷城,因著猶大百姓的罪行,她已被玷污變

得醜陋。他們之所以受到神的審判,並非只是因為他們像生銹的鍋那樣犯了罪,乃是

因為在神指出其罪惡之後仍未悔改歸向神。v.11-12 說這些污穢太多了，即使是使

用大火，一時之間也無法除掉罪惡。 

 

v.6-v.9 中每一節都提到「城中所流的血」，乃是有人喪生，他們的血流到「淨光的

磐石上」，而不能被埋葬（v.7）。上帝叫這些犯罪者被神，他們的血不被埋葬，

而要暴露在外，讓人見到上帝「為要發忿怒施行報應」，因而敬而遠之。 

 

v.9 提到大堆火柴， v.10 提到底「添上木柴，使火著旺」，意指要加增圍攻耶路撒

冷的巴比倫軍隊,從而徹底殲滅耶路撒冷城中的猶大百姓 

 

v.12 提到「這鍋勞碌疲乏，所長的大鏽仍未除掉，這鏽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人

要除掉鍋中的腐鏽，弄到勞碌疲乏，也沒法把它除掉。v.13 提到「我潔淨你，你卻

不潔淨。你的污穢再不能潔淨，」，可能他們的罪性是多麼深遠，用火燒也不能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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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要「等我向你發的忿怒止息」，我覺得這是個有關末世預言。以色列將來全家

都要得救，但必須經過極大的災難。 

 

v.14 說到上帝要審判以色列人的決心：「我耶和華說過的必定成就，必照話而行，必不返

回，必不顧惜，也不後悔。人必照你的舉動行為審判你。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v.15-24 透過以西結妻子的死象徵耶路撒冷的滅亡 

 

v.16-17 上帝對以西結的吩咐：「我要將你眼目所喜愛的忽然取去，你卻不可悲哀

哭泣，也不可流淚。只可歎息，不可出聲，不可辦理喪事。頭上仍勒裹頭巾，腳上

仍穿鞋，不可蒙著嘴唇，也不可吃弔喪的食物。」 

 

v.18 以西結的反應：沒有任何怨言，只有完全的順服（我便遵命而行）。我相信他

一定心中很難過，但為了完成神差派他的工作他甘願忍受個人的悲傷。 

 

v.19 百姓果然因好奇而詢問以西結：「“你這樣行與我們有什麼關係，你不告訴我

們嗎？”」 

 

v.20-24 他們的詢問讓以西結有機會向他們作解釋：以色列百姓認為聖殿是神的榮

耀居所，神斷不會把聖殿交給外邦人。因此,他們誤以為聖所耶路撒冷和城中的居

民將永遠受保護。但是神使巴比倫軍隊的鐵蹄蹂躪了耶路撒冷和聖殿，暗示信徒若

沒有真正遵行神的話語，外在的聖殿、宗教儀式、事奉和禱告均沒有意義。神曾曉

喻所羅門說，倘若他不謹守神的律例,神甚至會毀壞為己名所分別為聖的聖殿(代下

7:20-22)。 

 

v25-27 當耶路撒冷被圍困時，城內有人逃脫來以西結處報訊，上帝要以西結將整件事（包

括為何上帝要讓聖殿和耶路撒冷被毀滅）向他們講清楚。 

 

v.27 不再啞口--在第 3 章上帝令以西結啞口，只能在上帝要他開口時才能照著上帝

的吩咐說話： 

 

我必使你的舌頭貼住上膛，以致你啞口，不能作責備他們的人；他們原是悖

逆之家。但我對你說話的時候，必使你開口，你就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

如此說。』...（3：26-27） 

 

但現在耶路撒冷被圍困，上帝不再封著他的口，從此他可以自己說話。 

 

此後，以西結所發的預言有所改變，預言的內容論到：1.神恢復以色列的救贖計畫; 

2. 神必審判那些逼迫以色列、嘲笑耶路撒冷的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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