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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25:2「人子啊，你要面向亞捫人說預言，攻擊他們， 

25:3 說：你們當聽主耶和華的話。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的聖所被褻瀆，以色列地

變荒涼，猶大家被擄掠；那時，你便因這些事說：『阿哈！』 

25:4 所以我必將你的地交給東方人為業；他們必在你的地上安營居住，吃你的果

子，喝你的奶。 

25:5 我必使拉巴為駱駝場，使亞捫人的地為羊群躺臥之處，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

華。」 

25:6 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拍手頓足，以滿心的恨惡向以色列地歡喜， 

25:7 所以我伸手攻擊你，將你交給列國作為擄物。我必從萬民中剪除你，使你從

萬國中敗亡。我必除滅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25:8 主耶和華如此說：「因摩押和西珥人說：『看哪，猶大家與列國無異』， 

25:9 所以我要破開摩押邊界上的城邑，就是摩押人看為本國之榮耀的伯‧耶西

末、巴力‧免、基列亭， 

25:10 好使東方人來攻擊亞捫人。我必將亞捫人之地交給他們為業，使亞捫人在列

國中不再被記念。 

25:11 我必向摩押施行審判，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25:12 主耶和華如此說：「因為以東報仇雪恨，攻擊猶大家，向他們報仇，大大有

罪， 

25:13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伸手攻擊以東，剪除人與牲畜，使以東從提幔

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變為荒涼，直到底但。 

25:14 我必藉我民以色列的手報復以東；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氣，按我的忿怒在以

東施報，以東人就知道是我施報。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25:15 主耶和華如此說：「因非利士人向猶大人報仇，就是以恨惡的心報仇雪恨，

永懷仇恨，要毀滅他們， 

25:16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伸手攻擊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滅絕沿海剩

下的居民。 

25:17 我向他們大施報應，發怒斥責他們。我報復他們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是耶

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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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25 章 

 

以西結書前面二十三章經文，預言上帝對以色列和猶大的審判和懲罰。第 24 章描述（不

再是預言）懲罰的來臨，耶路撒冷被巴比倫攻陷，大部份人民被擄到巴比倫去。第 25 章

之後的 9 章經文，都是預言上帝對以色列周圍敵對他們的列國施行審判，其中包括七個民

族的命運： 

 

1. 亞捫（25：1-7） 

2. 摩押（25：8-11） 

3. 以東（25：12-14） 

4. 非利士（25：15-17） 

5. 推羅（26：1-28：19） 

6. 西頓（28：20-23） 

7. 埃及 （29：1-32：32） 

 

上帝在論到每一個國家民族的時候，都有以下幾個重點： 

1. 他們受到審判的主要原因-- 都是因為他們苦代以色列人， 包括：侵佔、藐視、嘲

笑、幸災樂禍等；也有些國家是因為自己的高傲遭到審判。 

  

2. 他們受到審判和懲罰的方式和內容--上帝透過其他國家的手來施行審判，例如：上

帝會用「祂的僕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王的手去施行懲罰。 

 

3. 他們受審判後的結果--最終的目的是要他們認識耶和華，因此，「你們就知道我是

耶和華」出現多次（25：5，7，11，17） 

我們讀這些預言時，不要忘記它有近的應驗（我們在歷史上可以看到已經成就），也有遠

的應驗，即要到末世時才完全應驗。 

古代約旦河的東邊有四個王國，最北邊的是基列（Gilead），亞捫（Ammon）緊貼著基列

的南邊，南邊就業摩押（Moab）和最南邊的以東（Edom）。 

A. 三個民族都與以色列人有血緣關係 

亞捫（Ammon）， 摩押（Moab）和以東（Edom）這三個民族與以色列人有親戚的關係。

亞捫人是羅得與他的小女兒亂倫所生的後裔，摩押人是羅得與他的大女兒亂輪所生的後

裔，而以東人則是雅各的哥哥以掃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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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三個民族都與以色列人為敵，因此受到審判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經過他們的地方，他們都不容許以色列人進入他們境內的帝王大道，可

能是害怕以色列人會佔領他們的領土。他們除了不讓以色列人過境，還拒絕援助以色列

人，甚至要加害以色列人： 

「亞捫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華的會；他們的子孫，雖過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

華的會。因為你們出埃及的時候，他們沒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們，又因他們

雇了美索不達米亞的毘奪人比珥的兒子巴蘭來咒詛你們。然而耶和華─你的 神不

肯聽從巴蘭，卻使那咒詛的言語變為祝福的話，因為耶和華─你的 神愛你。（申

命記 23：3-5）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後，留了兩個半支派在約旦河的東邊，以色列人開始預亞捫人和摩押

人通婚（路德的故事）。士師時代，上帝用摩押和亞捫人去迫害以色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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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就使摩押王伊磯倫強盛，攻擊以色列人。伊

磯倫招聚亞捫人和亞瑪力人，去攻打以色列人，佔據棕樹城。於是以色列人服事摩押王伊

磯倫十八年。（士師記 3：12-13）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巴力和亞斯她錄，並亞蘭的神、西

頓的神、摩押的神、亞捫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離棄耶和華，不事奉他。耶和華

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就把他們交在非利士人和亞捫人的手中。（士師記 10：6-

7） 

這三個民族在大衛和所羅門的時代臣服於以色列，所羅門王之後，以色列分為南北兩國，

亞捫、摩押和以東恢復敵視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受到巴比倫攻擊的時候，他們都站在巴比

倫一邊，去向以色列落井下石 ; 

C. 三個民族都拜偶像 

 此外，他們敬拜偶像(亞捫人的主要假神叫摩洛（Molech 又稱米勒公），摩押人的主要假

神叫基抹(Chemosh)，也誘惑以色列去敬拜他們的偶像。因此上帝預言他們將會受到嚴厲

的審判。摩押和亞捫人都在高處有組織地拜偶像： 

摩押人朝見的時候，在高處疲乏，又到他聖所祈禱，也不蒙應允。（以賽亞書

16：12） 

論摩押的默示：一夜之間，摩押的亞珥變為荒廢，歸於無有；一夜之間，摩押的基

珥變為荒廢，歸於無有。他們上巴益（主要神廟所在地），又往底本（另一主要神

廟所在地），到高處去哭泣。摩押人因尼波（尼波山）和米底巴（當時最繁盛的城

市）哀號，各人頭上光禿，鬍鬚剃淨。（以賽亞書 15：1-2） 

「人子啊，要發預言說：主耶和華論到亞捫人和他們的凌辱，吩咐我如此說：有

刀，有拔出來的刀，已經擦亮，為行殺戮，使他像閃電以行吞滅。人為你見虛假的

異象，行謊詐的占卜，使你倒在受死傷之惡人的頸項上。他們罪孽到了盡頭，受報

的日子已到。（以西結書 21：28-29） 

D. 三個民族都蒙神賜地 

即使他們都敵視以色列人，上帝特別吩咐摩西不可侵犯他們，因為上帝已經將那些土地賜

給他們，可見上帝不單賜地給以色列人，也賜地給這三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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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捫：『你今天要從摩押的境界亞珥經過，走近亞捫人之地，不可擾害他們，也不

可與他們爭戰。亞捫人的地，我不賜給你們為業，因我已將那地賜給羅得的子孫為

業。』（申命記 2：18-19） 

摩押：耶和華吩咐我說：『不可擾害摩押人，也不可與他們爭戰。他們的地，我不

賜給你為業，因我已將亞珥賜給羅得的子孫為業。』（申命記 2：9） 

以東：你吩咐百姓說：你們弟兄以掃的子孫住在西珥，你們要經過他們的境界。他

們必懼怕你們，所以你們要分外謹慎。不可與他們爭戰；他們的地，連腳掌可踏之

處，我都不給你們，因我已將西珥山賜給以掃為業。（申命記 2：4-5） 

 
預言亞捫的下場（25：1-7） 
 

亞捫位於今日的約旦，是約旦河的東北面，拉巴便是今天約旦首都安曼。  

 

記得在以西結書第 21 章中，尼布甲尼撒王面對一個決定，就是先進攻猶大國抑或亞捫，

結果他決定先攻打猶大國，之後 5 年亞捫同樣被尼布甲尼撒王攻陷。 

 

你要定出一條路，使刀來到亞捫人的拉巴；又要定出一條路，使刀來到猶大的堅固

城耶路撒冷。因為巴比倫王站在岔路那裡，在兩條路口上要占卜。他搖籤求問神

像，察看犧牲的肝；在右手中拿著為耶路撒冷占卜的籤，使他安設撞城錘，張口叫

殺，揚聲吶喊，築壘造臺，以撞城錘，攻打城門。（以西結書 21：20-22） 

 

亞捫人迫害以色列還有另外一件事，記載在耶利米書 40 至 41 章。原來在猶大國被巴比倫

毀滅後，有小部分以色列人（包括先知耶利米）獲准留在耶路撒冷看守和耕種，巴比倫立

了一個 叫基大利 Gedaliah 的以色列人作省長管理該地。可是不久基大利被同胞謀殺，耶

利米書 40：14 和 41：15 揭露背後是亞捫人主使，殺手事後亦逃到亞捫。以色列人害怕巴

比倫報復，求問耶利米他們應該怎樣做，耶利米十天後從上帝得到的指示是應該繼續效忠

巴比倫： 

 

『你們若仍住在這地，我就建立你們，必不拆毀，栽植你們，並不拔出，因我為降

與你們的災禍後悔了。不要怕你們所怕的巴比倫王』」。耶和華說：「不要怕他！

因為我與你們同在，要拯救你們脫離他的手。我也要使他發憐憫，好憐憫你們，叫

你們歸回本地。（耶利米書 42：10-13）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你們若定意要進入埃及，在那裡寄居，你

們所懼怕的刀劍在埃及地必追上你們！你們所懼怕的饑荒在埃及要緊緊地跟隨你

們！你們必死在那裡！凡定意要進入埃及在那裡寄居的必遭刀劍、饑荒、瘟疫而

死，無一人存留，逃脫我所降與他們的災禍。』（耶利米書 42：15） 

可惜眾人不聽耶利米的話，堅持要避難到埃及，並且迫耶利米同往，結果他們全部死在埃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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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 亞捫人的罪是在以色列遭難時嘲笑他們。以西結書 21：28 提到「論到亞捫人和他們的

凌辱」，他們這夜做其實是嘲笑耶和華。 「阿哈」是個感嘆詞，乃是譏笑的聲音。這裡

描述耶路撒冷的情況（我的聖所被褻瀆，以色列地變荒涼，猶大家被擄掠）是已經發生了

的事，亦即在 586BC 之後，當時亞捫人趁著巴比倫攻陷耶路撒冷時，乘機進行搶掠。 

 

之前亞述攻擊北國以色列時，亞捫進入基列地侵佔從前加得（Gad）支派的土地，向以色

列人施暴： 

 

耶和華如此說：亞捫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們的刑罰；因為他們剖開基

列的孕婦，擴張自己的境界。我卻要在爭戰吶喊的日子，旋風狂暴的時候，點火在

拉巴的城內，燒滅其中的宮殿。他們的王和首領必一同被擄去。這是耶和華說的。

（阿摩司書 1：13-15） 

 

v.4 東方人到底指甚麼人？最容易的解釋是巴比倫，因為幾年後亞捫亦被巴比倫征服。也

有解經家指東方人為亞拉伯沙漠的遊牧民族，今天的約旦大部份居民都是阿拉伯人，亞捫

人已經不再存在。 

 

v.5 拉巴 Rabbath 便是今天約旦首都安曼（Amman），本身是個古城，拉巴名字的意思是

「偉大」或「尊貴」，大衛曾經攻打拉巴，就是派拔示巴的丈夫烏利亞到此打仗，讓他在

一場戰役中喪生。亞述王推翻北方的以色列國，把以色列人擄走以後，來亞捫人趁機佔據

了迦得部族的土地。 

 

耶和華為此通過耶利米譴責亞捫人，並預告他們的地土必荒涼，他們的神瑪勒堪（米勒

堪）也必一同被擄。（耶 49：1-5）。主前 607 年，它被巴比倫佔領後拉巴也就銷聲匿

跡，後來經歷了多個朝代，包括被波斯、希臘、羅馬等王國統治，在羅馬統治時曾經成為

重要的 10 個底加波利（Decapolis）城市之一。阿拉伯人在 635 年征服此地，始稱安曼。

中古時代早期，安曼一直是西亞、北非貿易中心和交通要道之一。至七世紀後又趨于衰

落。直至 1878 年鄂圖曼統治時代，興建一條縱貫大馬士革及 Medina 的鐵路，安曼為一重

要車站，因而再度繁榮。後來，外約旦酋長國在 1921 年成立時，以安曼為都城。及至

1946 年成為正式獨立的約旦王國首都，直到今日。 

 

v.6 這裡補述亞捫嘲笑以色列的行為：「拍手頓足，以滿心的恨惡向以色列地歡喜」。 

 

v.7 亞捫人對待以色列的表現，加上他們敬拜摩洛假神的行為，令耶和華攻擊拉巴，以致

被剪除。今天再沒有亞捫人。 

 

預言摩押的下場（25：8-11） 

摩押與亞捫一樣在 605BC 完全受制於巴比倫。在猶大國王約雅斤叛逆時，摩押與亞捫軍

隊共同協助巴比倫來鎮壓猶大（王下 24：2），耶利米書 27：3 記載，摩押與亞捫又與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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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撒冷議和，合力反叛巴比倫。在耶路撒冷陷落後，他們站在勝利國一邊迫害猶大人。此

事在西番雅書和耶利米書提到： 

 

我聽見摩押人的毀謗和亞捫人的辱罵，就是毀謗我的百姓，自誇自大，侵犯他們的

境界。（西番雅書 2：8） 

 

摩押啊，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嗎？她豈是在賊中查出來的呢？你每逢提到她便搖頭。

（耶利米書 48：27） 

 

v.8 西珥人就是以東人，他們與摩押同樣憎惡以色列。亞捫對猶大之敗亡幸災樂禍，但此

處摩押對待猶大更加輕視；認為「猶大家與列國無異」，摩押人不認為以色列跟上帝有任

何特殊的關係，這是無視上帝揀選以色列的事實，也其實是嘲諷以色列的神與列國的神無

異，對上帝和對以色列都是藐視。 

 

v.9 由於摩押否認以色列的獨特地位，上帝要「破開摩押邊界的城邑」，意思就是破除他

們的防禦，使敵人可以任意攻入。這裡提到三座城：伯耶西末、巴力免、基列亭，都被稱

為摩押國之榮耀，是摩押人引以自豪的，卻將見敗亡。 

 

「摩押」是高原的盆地，在約但河與死海之交接處，摩西臨死前便是從摩押地尼波山山峰

遙望耶利哥平原。這三個城環繞著死海，是防守摩押領土的重要保障，也是位於肥沃的畜

牧地帶。這三城一直在以色列與摩押所爭的地界上，以色列人入迦南後是分給了流便支派

(民 21:21-32;書 13:23)，後來北國被亞述擄去時，摩押就重新得到了此地。因為他們迫害以

色列，上帝要打破他們的防禦，讓這些城池受到摧毀，摩押亦不再存在。果然，耶路撒冷

淪陷過了五年之後，巴比倫征服了摩押，此預言便得成就： 

 

論摩押。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尼波有禍了！因變為荒場。基列亭

蒙羞被攻取；米斯迦蒙羞被毀壞；摩押不再被稱讚。有人在希實本設計謀害她，

說：來吧！我們將她剪除，不再成國。瑪得緬哪，你也必默默無聲；刀劍必追趕

你....摩押變為荒場，敵人上去進了她的城邑。她所特選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殺戮；這

是君王─名為萬軍之耶和華說的。(耶 48:1-2，15)。 

 

摩押自幼年以來常享安逸，如酒在渣滓上澄清，沒有從這器皿倒在那器皿裡，也未

曾被擄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氣未變。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打發倒

酒的往她那裡去，將她倒出來，倒空她的器皿，打碎她的罈子。（耶利米書 48：

11-12） 

 

摩押必被毀滅，不再成國，因他向耶和華誇大。（耶利米書 48：42） 

 

論摩押的默示：一夜之間，摩押的亞珥變為荒廢，歸於無有；一夜之間，摩押的基

珥變為荒廢，歸於無有。（以賽亞書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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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以東的下場（25：12-14） 

 

以東是雅各的孿生哥哥以掃的別名，以掃為了一口紅羹而出賣長子名份，雅各於哈蘭寄居

的二十年間，以掃（以東）已開始在西珥地（即“以東地區”）建立家業。（創 32：3）

以東地在摩押地以南，東面疆界延伸至阿拉伯沙漠的邊緣，西部連接猶大國的東南邊界。

以東地有崇山峻嶺（包括有粉紅迷城之稱的彼特拉 Petra），居民住在西珥山的山洞裡(（創

36：8）)，他們甚至在山洞裡及山岩上建築了城市，幾乎是無法穿透的。境內擁有由南至北的

帝王大道，曾經是主要的貿易通道，以東從這些商隊徵收路費，無疑收入豐厚。由於以東

四面被高山圍繞，容易防守，因此變成十分驕傲： 

 

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處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裡說：誰能將我拉下地去呢？

（俄巴底亞書 1：3） 

 

以掃後裔以東人比雅各後裔發展得更快，以掃不僅娶了希未人（就是迦南人）的兩個女

兒，並且也娶了以實瑪利的一個女兒為妻，因而成為一個非常混雜的種族。但是他們卻有

高度的文明以建立了族長和首領制度。當以色列人還在埃及地為奴隸的時候，你看見在他

們中間已經有了族長；此後又有了君王，所以以東人當時有高度的的文明發展。 

 

以東人長期敵視以色列人，他們出埃及時到以東地請求使用帝王大道，以東人拒絕（民

20：14-21）。後來猶大國被巴比倫侵略，以東不單不加以營救，還落井下石去搶掠，甚

至將逃跑的以色列捉拿和交給巴比倫： 

 

當外人擄掠雅各的財物，外邦人進入他的城門，為耶路撒冷拈鬮的日子，你竟站在

一旁，像與他們同夥。2 你兄弟遭難的日子，你不當瞪眼看著；猶大人被滅的日

子，你不當因此歡樂；他們遭難的日子，你不當說狂傲的話。我民遭災的日子，你

不當進他們的城門；他們遭災的日子，你不當瞪眼看著他們受苦；他們遭災的日

子，你不當伸手搶他們的財物；你不當站在岔路口剪除他們中間逃脫的；他們遭難

的日子，你不當將他們剩下的人交付仇敵。（俄巴底亞書 1：11-14） 

 

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以東人說，拆毀、拆毀，直拆到根基……。 (詩篇

137:7) 
 

舊約聖經充滿上帝對以東的譴責和詛咒： 

 

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強暴，羞愧必遮蓋你，你也必永遠斷絕。（俄巴底亞書

1：10） 

 

「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萬國，你怎樣行，祂也必照樣向你行；你的報應必

歸到你頭上。」（俄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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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説：‘以東再三再四地叛逆，還拿刀劍追趕兄弟+，毫無慈悲之心

+，到處泄憤，狂扯亂撕，惱怒不止，所以我不會收回成命。我要降火焚燒

提幔，燒毀波斯拉的樓閣。’（阿摩司書 1：11） 

 

因為我的刀在天上已經喝足；這刀必臨到以東和我所咒詛的民，要施行審

判。（以賽亞書 34：5） 

 

v.12 這裡解釋了為何以東敵視以色列，是因為他們要「報仇雪恨」， 相信這是與他們先

祖之間的恩怨有關。 

 

v.13 底但與提幔一同被提到，在耶利米書已經有： 

 

論以東。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提幔中再沒有智慧嗎？明哲人不再有謀略嗎？他們

的智慧盡歸無有嗎？底但的居民哪，要轉身逃跑，住在深密處；因為我向以掃追討

的時候，必使災殃臨到他。（耶利米書 49：7-8） 

 

「提幔」、「底但」：分別為以東極北部和極南部，代表以東全地。 

 

v.14 「藉我民以色列的手報復以東，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氣，按我的忿怒在以東施報，以

東人就知道是我施報。」以色列在甚麼時候伸手報復以東？有些解經家說是兩約之間的馬

加比時代，有一段短暫的日子以色列人自主，根據歷史家約瑟夫記載，以色列征服以東並

強迫他們行割禮成為猶太人。但更可能的是這段預言到主耶穌將來在地上建立王國時才實

現。 

 

預言非利士的下場（25：15-17） 

 

非利士人 (Philistine)在血統上與以色列人沒有直接關係，他們最初應該是從地中海

／愛琴海中的基利提（Crete，現稱克里特島）。他們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已經進

入迦南地，佔領地中海東南沿岸的一片平原，在北方與沙崙平原為鄰，亦即今天迦

薩走廊（Gaza Strip）地區，有五個主要城市（迦薩、亞實突、亞實基倫、以革

倫、迦特）。非利士人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的大敵，士師參孫被大利拉所害，死在非

利士人手中。之後非利士人曾將約櫃奪去七個月。大衛曾因躲避掃羅王追殺，曾投

奔非利士地（撒上 27）一般年零四個月。但他後來長期與非利士人作戰。在非利

士人最強之時，曾入侵到伯珊、基利波山、密抹等地，直到馬加比時代方完全被消

滅。 

 

其他經文亦有預言非利士將被消滅： 

 

迦薩必致見棄；亞實基倫必然荒涼。人在正午必趕出亞實突的民；以革倫也

被拔出根來。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禍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耶和

華的話與你反對，說：我必毀滅你，以致無人居住。（西番雅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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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個民族的將來 

 

聖經預言摩押和亞捫時，卻提到這兩國還要存在，兩國將來會悔改和撇棄偶像，並

且要歸回： 

 

摩押必因基抹羞愧，像以色列家從前倚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樣。（耶 48：

13） 

 

耶和華說：「我必在摩押地使那在邱壇獻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燒香的都斷絕

了。...耶和華說：到末後，我還要使被擄的摩押人歸回。摩押受審判的話到

此為止。（耶利米書 48：35, 47） 

 

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東拋鞋。非利士啊，你還能因我歡呼嗎？， 

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東拋鞋。非利士啊，你還能因我歡呼嗎？（詩

篇 60：8， 108：9） 

 

上帝提到亞捫的將來時沒有好像提到摩押一般，只在一處提到： 

 

後來我還要使被擄的亞捫人歸回。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利米書 49：6） 

 

以上經文說明摩押和亞捫不會滅族，將來摩押和亞捫人要歸回，仍住在自己的地

方，很可能這是指在末世時，他們將會重新被招聚，（我們難以明白的是，現今已

經沒有了摩押人和亞捫人，將來他們從那裡出現？）亦會認識和敬畏上帝。 

 

似乎以東人也會在末世時重新出現： 

 

又必進入那榮美之地，有許多國就被傾覆，但以東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亞

捫人必脫離他（敵基督）的手..（但 11：41） 

 

可能他們與末世時有些猶太人會被收藏到曠野（以色列東邊）有關。 

 

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裡有 神給她預備的地方，使她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

天。（啟 12：6） 

 

於是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叫她能飛到曠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

蛇；她在那裡被養活一載二載半載。（啟 12：14） 

 

看來四個民族只有非利士人是不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