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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22:2「人子啊，你要審問審問這流人血的城嗎？當使她知道她一切可憎的事。 

22:3 你要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哎！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叫她受報的日期來到，

又做偶像玷污自己，陷害自己。 

22:4 你因流了人的血，就為有罪；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使你受報之日臨近，報應

之年來到。所以我叫你受列國的凌辱和列邦的譏誚。 

22:5 你這名臭、多亂的城啊，那些離你近、離你遠的都必譏誚你。 

22:6「看哪，以色列的首領各逞其能，在你中間流人之血。 

22:7 在你中間有輕慢父母的，有欺壓寄居的，有虧負孤兒寡婦的。 

22:8 你藐視了我的聖物，干犯了我的安息日。 

22:9 在你中間有讒謗人、流人血的；有在山上吃過祭偶像之物的，有行淫亂的。 

22:10 在你中間有露繼母下體羞辱父親的，有玷辱月經不潔淨之婦人的。 

22:11 這人與鄰舍的妻行可憎的事；那人貪淫玷污兒婦；還有玷辱同父之姊妹的。 

22:12 在你中間有為流人血受賄賂的；有向借錢的弟兄取利，向借糧的弟兄多要的。且因

貪得無饜，欺壓鄰舍奪取財物，竟忘了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22:13「看哪，我因你所得不義之財和你中間所流的血，就拍掌歎息。 

22:14 到了我懲罰你的日子，你的心還能忍受嗎？你的手還能有力嗎？我─耶和華說了這

話，就必照著行。 

22:15 我必將你分散在列國，四散在列邦。我也必從你中間除掉你的污穢。 

22:16 你必在列國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褻瀆，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22:17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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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8「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為渣滓。他們都是爐中的銅、錫、鐵、鉛，都是銀渣

滓。 

22:19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們都成為渣滓，我必聚集你們在耶路撒冷中。 

22:20 人怎樣將銀、銅、鐵、鉛、錫聚在爐中，吹火鎔化；照樣，我也要發怒氣和忿怒，

將你們聚集放在城中，鎔化你們。 

22:21 我必聚集你們，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在其中鎔化。 

22:22 銀子怎樣鎔化在爐中，你們也必照樣鎔化在城中，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是將忿怒

倒在你們身上了。」 

22:23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22:24「人子啊，你要對這地說：你是未得潔淨之地，在惱恨的日子也沒有雨下在你以

上。 

22:25 其中的先知同謀背叛，如咆哮的獅子抓撕掠物。他們吞滅人民，搶奪財寶，使這地

多有寡婦。 

22:26 其中的祭司強解我的律法，褻瀆我的聖物，不分別聖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潔淨

的和不潔淨的，又遮眼不顧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們中間被褻慢。 

22:27 其中的首領彷彿豺狼抓撕掠物，殺人流血，傷害人命，要得不義之財。 

22:28 其中的先知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牆，就是為他們見虛假的異象，用謊詐的占卜，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其實耶和華沒有說。 

22:29 國內眾民一味地欺壓，慣行搶奪，虧負困苦窮乏的，背理欺壓寄居的。 

22:30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滅絕這

國，卻找不著一個。 

22:31 所以我將惱恨倒在他們身上，用烈怒的火滅了他們，照他們所行的報應在他們頭

上。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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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22 章 

 

從第 20 章開始，上帝透過以西結先知將以色列人過去和現今的罪孽陳明，本章中

上帝繼續解釋為什麼耶路撒冷將會受到重大的審判。第 2 節上帝吩咐以西結遙要審

問（提了兩次）以色列， 以西結像成為上帝的指控官，發出了起訴書。 

 

 

V1-5 這個「城」受審受責受罰 

 

v.2 和 v.5 用了兩個形容詞描述這個「城」，當然這是指耶路撒冷，也是以色列的

代表。耶路撒冷是上帝心愛的城，在聖經中被“耶和華的城”（賽 60：14），

“偉大君王的城”（詩 48：2；另見太 5：35），“正義之城、忠信之邑”（賽

1：26），“錫安”（賽 33：20），“聖城”（尼 11：1；賽 48：2；52：1；太 4：

5）。可是在這裡上帝叫這城為： 

 

這流人血的城（v.2， v3，v6,  24：7，8，9）--流人血可以指他們拜偶像

（並獻嬰兒），也可以指他們殺害先知（瑪拿西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使猶大人陷在罪裡，又流許多無辜人的血，充滿了耶路撒冷，從這邊直到那

邊。--王下 21：16） 

 

這名臭(原文作「玷污」)、多亂的城（v.5）--因以色列的罪惡及混亂，使她在

列邦中被視為不潔，成為外邦人的笑柄。 

 

之前上帝亦透過以西結先知責備這城的罪孽： 

 

城邑充滿強暴的事 （7：23） 

城中所行可憎之事（9：4） 

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的罪孽極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滿城有冤屈 （9：

9） 

 

上帝極愛耶路撒冷，但亦極恨惡城中人民的罪孽（不要忘記在第 8 章中上帝讓以西

結先知看到聖殿內拜偶像的罪惡），就像祂對以色列人一樣：愛之極深，導致責之

亦是極切。 

 

耶路撒冷城應該充滿了神的榮耀，在外邦人當中表彰上帝的榮耀，的確在大衛與所

羅門王時代，耶路撒冷曾有極大的光榮，當時神的榮耀亦在聖殿中，可惜由於以色

列人犯罪，不單神的榮耀逐步離開聖殿 : 

 

以色列 神的榮耀本在基路伯上，現今從那裡升到殿的門檻。（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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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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11：23） 

 

隨著神的榮耀離開，耶路撒冷更要遭受列國的凌辱（v.4）和列邦的譏誚（v.5） 

 

我們讀這些經文時，一定要好像從前我們讀以賽亞書（尤其是第 1 章），去體會上

帝那種呼天喊地的悲痛心情: 

 

天哪，要聽！地啊，側耳而聽！因為耶和華說：我養育兒女，將他們養大，

他們竟悖逆我。牛認識主人，驢認識主人的槽，以色列卻不認識；我的民卻

不留意。嗐！犯罪的國民，擔著罪孽的百姓；行惡的種類，敗壞的兒女！他

們離棄耶和華，藐視以色列的聖者，與他生疏，往後退步。你們為甚麼屢次

悖逆，還要受責打嗎？你們已經滿頭疼痛，全心發昏。從腳掌到頭頂，沒有

一處完全的，盡是傷口、青腫，與新打的傷痕，都沒有收口，沒有纏裹，也

沒有用膏滋潤。你們的地土已經荒涼；你們的城邑被火焚毀。你們的田地在

你們眼前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傾覆就成為荒涼。(賽 1:2-7) 

 

v.6-12 由領袖帶頭人民所犯的罪（主要是人民的罪） 

 

v6 首先提到以色列犯罪是由領導人開始，「各逞其能」（everyone according to his 

power）除了描述他們努力犯罪的事實，也帶有點諷刺的意味。後面 v.25-28 更清楚

地敘述（假）先知，祭司和首領所犯的「流人血」罪。所謂「流人血」罪不只是殺

人，更包括帶領人民拜偶像，和侵害他人、搶奪財物的罪。 

 

v.7-12 提到人民的罪（你們中間），這些罪包括： 

 

輕慢父母（v.7）--第 5 誡，當考敬父母 

欺壓寄居（v.7）--第 10 誡，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

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虧負孤兒寡婦（v.7）--第 10 誡，不可貪戀…. 

藐視神的聖物（v.8）--第 3 誡，不可妄稱主名 (藐視……聖物：以色列百姓

應當將所得分別為聖獻給耶和華為祭(耶 27:30;申 12:6)，可是百姓不僅沒有

履行這些義務，反而把供物獻給偶像(16:15-22)。) 

干犯安息日（v.8）--第 4 誡，當守安息日 

讒謗人 , 流人血（v.9）--第 9 誡，不可作假見證；第 6 誡，不可殺人 

在山上吃過祭偶像之物（v.9）--第 2 誡，不可拜偶像 

行淫亂（v.9-11）--第 7 誡，不可姦淫 

露繼母下體羞辱父親（v.10）-- 與繼母有亂倫曖昧關係 

玷辱月經不潔淨之婦人（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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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鄰舍的妻行可憎的事（v.11） 

貪淫玷污兒婦（v.11） 

玷辱同父之姊妹（v.11） 

為流人血受賄賂（v.12）--第 6 誡，不可殺人 

向借錢的弟兄取利，向借糧的弟兄多要（v.12）--第 8 誡，不可偷盜 

因貪得無饜，欺壓鄰舍奪取財物（v.12）--第 10 誡，不可貪戀…. 

 

v.23-29 由上至下都陷在罪中（主要是領袖們的罪） 

 

v.25，28 （假）先知的罪-- 

 

a. 侵害他人--同謀背叛，如咆哮的獅子抓撕掠物。他們吞滅人民，

搶奪財寶，使這地多有寡婦。（v.25） 

 

b. 掩飾罪惡--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牆，就是為他們見虛假的異

象，用謊詐的占卜，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其實耶和華沒有

說。(v. 28) 

 

v.26 祭司的罪-- 

 

帶領人民在宗教信仰上離棄上帝--強解我的律法，褻瀆我的聖物，不

分別聖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潔淨的和不潔淨的，又遮眼不顧我的

安息日 

 

v.27 首領（政府官員）的罪-- 

 

謀財害命--彷彿豺狼抓撕掠物，殺人流血，傷害人命，要得不義之

財。從他們所做的惡事來看，假先知與地方官員勾結的成數很高。 

 

v.29 民眾的罪 

 

欺壓搶奪--一味地欺壓，慣行搶奪，虧負困苦窮乏的，背理欺壓寄居

的。假先知參予為民眾掩飾罪行，迷惑他們。 

 

 

這種上下都犯罪的情況，與羅馬書第一章所形容的相似，更與今天我們的社會相

似。： 

 

1:21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 神，卻不當作 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

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1:22 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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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將不能朽壞之 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

蟲的樣式。 

1:24 所以， 神任憑(gave them over)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

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 

1:25 他們將 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 

1:26 因此， 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shameful lusts)。他們的女人把

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 

1:27 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

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 

1:28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 神， 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a reprobate 

mind)，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1:29 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心是嫉妒、凶殺、爭競、詭

詐、毒恨； 

1:30 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 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

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 

1:31 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 

1:32 他們雖知道 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

還喜歡別人去行。 

 

v.13-16 上帝的審判和懲罰 

 

v.13 上帝的「拍掌歎息」表示祂的憤怒。在第 21 章提到上帝要以西結「拍掌預

言」（v.14），上帝也說祂「也要拍掌，並要使我的忿怒止息。」21 章和 22 章中

的「拍掌」與一般慶祝叫好（萬民哪，你們都要拍掌！要用誇勝的聲音向 神呼

喊！詩篇 47：1）顯然不同，詩篇這裡的拍掌 clapping 原文是 Tiqu，但以西結書 21

和 22 章的拍手 smiting hands 和 21：12 用「拍腿歎息」，原文是 Wehak 和 Kappi，

是一種強力感情的表達，耶利米書 31：19 說：我回轉以後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後

就拍腿歎息；我因擔當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 

 

v.14 提到神的懲罰必然臨到（四個必），懲罰包括：將他們分散列國，必除掉他們

的污穢，和必被外邦人褻瀆。 

 

懲罰他們的目的：叫他們潔淨（v.15），叫他們認識耶和華（v.16） 

 

v.17-22 煉銀的比喻 

 

v18，20，22 提到火爐，是指耶路撒冷（v.19）和城中（v.20） 

 

銅、錫、鐵、鉛，都是銀渣滓--銀上面附了許多雜質，在火煉時便顯出它們的雜

質，成為渣滓，沒有任何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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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是指耶和華的憤怒（v.20），神的憤怒熔化以色列人不潔的雜質，除去他們的渣

滓，這個預言相信要在大災難時才正式出現。上帝的憤怒雖然傾倒，但其實是要以

色列人認識上帝。 

 

v.30-31 上帝要尋找一個行義的領導人 

 

耶路撒冷城中雖然有「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歎息哀哭的人」，神也看重他們持守公

義，特派「身穿細麻衣，腰間帶著墨盒子」的人為他們在額頭上畫記號，但他們都

是一般人民，上帝在這裡是要尋找行義領袖，他的職責是：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

這國站在破口防堵。 

 

上帝只尋找一兩個這樣的人，像摩西、約書亞、保羅這樣的人，將人從黑暗帶領出

來。可惜這樣的人極少。v.30 卻找不著一個--這是上帝的感嘆，千萬人中卻沒有一

人。 

 

用，便能叫神回心轉意，並且扭轉整個局面。願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渴望自己成為

一個這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