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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26:2「人子啊，因泰爾向耶路撒冷說：『阿哈，那作眾民之門的已經破壞，向我開

放；她既變為荒場，我必豐盛。』 

26:3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泰爾啊，我必與你為敵，使許多國民上來攻擊你，如

同海使波浪湧上來一樣。 

26:4 他們必破壞泰爾的牆垣，拆毀她的城樓。我也要刮淨塵土，使她成為淨光的磐

石。 

26:5 她必在海中作曬網的地方，也必成為列國的擄物。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26:6 屬泰爾城邑的居民（原文是田間的眾女；八節同）必被刀劍殺滅，他們就知道

我是耶和華。 

26:7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使諸王之王的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率領馬匹車輛、馬

兵、軍隊，和許多人民從北方來攻擊你泰爾。 

26:8 他必用刀劍殺滅屬你城邑的居民，也必造臺築壘舉盾牌攻擊你。 

26:9 他必安設撞城錘攻破你的牆垣，用鐵器拆毀你的城樓。 

26:10 因他的馬匹眾多，塵土揚起遮蔽你。他進入你的城門，好像人進入已有破口

之城。那時，你的牆垣必因騎馬的和戰車、輜重車的響聲震動。 

26:11 他的馬蹄必踐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殺戮你的居民；你堅固的柱子（或

譯：柱像）必倒在地上。 

26:12 人必以你的財寶為擄物，以你的貨財為掠物，破壞你的牆垣，拆毀你華美的

房屋，將你的石頭、木頭、塵土都拋在水中。 

26:13 我必使你唱歌的聲音止息，人也不再聽見你彈琴的聲音。 

26:14 我必使你成為淨光的磐石，作曬網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為這是主耶

和華說的。」 

26:15 主耶和華對泰爾如此說：「在你中間行殺戮，受傷之人唉哼的時候，因你傾

倒的響聲，海島豈不都震動嗎？ 

26:16 那時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除去朝服，脫下花衣，披上戰兢，坐在地上，時

刻發抖，為你驚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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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7 他們必為你作起哀歌說：你這有名之城，素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為最堅

固的；平日你和居民使一切住在那裡的人無不驚恐；現在何竟毀滅了？ 

26:18 如今在你這傾覆的日子，海島都必戰兢；海中的群島見你歸於無有就都驚

惶。」 

26:19 主耶和華如此說：「泰爾啊，我使你變為荒涼，如無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

水漫過你，大水淹沒你。 

26:20 那時，我要叫你下入陰府，與古時的人一同在地的深處、久已荒涼之地居

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顯榮耀（我也……榮耀：或譯在活人之地

不再有榮耀）。 

26:21 我必叫你令人驚恐，不再存留於世；人雖尋找你，卻永尋不見。這是主耶和

華說的。」 

27: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27:2「人子啊，要為泰爾作起哀歌， 

27:3 說：你居住海口，是眾民的商埠；你的交易通到許多的海島。主耶和華如此

說：泰爾啊，你曾說：我是全然美麗的。 

27:4 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麗。 

27:5 他們用示尼珥的松樹做你的一切板，用黎巴嫩的香柏樹做桅杆， 

27:6 用巴珊的橡樹做你的槳，用象牙鑲嵌基提海島的黃楊木為坐板（或譯：艙

板）。 

27:7 你的篷帆是用埃及繡花細麻布做的，可以做你的大旗；你的涼棚是用以利沙島

的藍色、紫色布做的。 

27:8 西頓和亞發的居民作你盪槳的。泰爾啊，你中間的智慧人作掌舵的。 

27:9 迦巴勒的老者和聰明人都在你中間作補縫的；一切泛海的船隻和水手都在你中

間經營交易的事。 

27:10「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軍營中作戰士；他們在你中間懸掛盾牌和頭

盔，彰顯你的尊榮。 

27:11 亞發人和你的軍隊都在你四圍的牆上，你的望樓也有勇士；他們懸掛盾牌，

成全你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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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他施人因你多有各類的財物，就作你的客商，拿銀、鐵、錫、鉛兌換你的

貨物。 

27:13 雅完人、土巴人、米設人都與你交易；他們用人口和銅器兌換你的貨物。 

27:14 陀迦瑪族用馬和戰馬並騾子兌換你的貨物。 

27:15 底但人與你交易，許多海島作你的碼頭；他們拿象牙、烏木與你兌換（或

譯：進貢）。 

27:16 亞蘭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就作你的客商；他們用綠寶石、紫色布繡貨、細麻

布、珊瑚、紅寶石兌換你的貨物。 

27:17 猶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與你交易；他們用米匿的麥子、餅、蜜、油、乳香兌

換你的貨物。 

27:18 大馬士革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多有各類的財物，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

與你交易。 

27:19 威但人和雅完人拿紡成的線、亮鐵、桂皮、菖蒲兌換你的貨物。 

27:20 底但人用高貴的毯子、鞍、屜與你交易。 

27:21 阿拉伯人和基達的一切首領都作你的客商，用羊羔、公綿羊、公山羊與你交

易。 

27:22 示巴和拉瑪的商人與你交易，他們用各類上好的香料、各類的寶石，和黃金

兌換你的貨物。 

27:23 哈蘭人、干尼人、伊甸人、示巴的商人，和亞述人、基抹人與你交易。 

27:24 這些商人以美好的貨物包在繡花藍色包袱內，又有華麗的衣服裝在香柏木的

箱子裡，用繩捆著與你交易。 

27:25 他施的船隻接連成幫為你運貨，你便在海中豐富極其榮華。 

27:26 盪槳的已經把你盪到大水之處，東風在海中將你打破。 

27:27 你的資財、物件、貨物、水手、掌舵的、補縫的、經營交易的，並你中間的

戰士和人民，在你破壞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 

27:28 你掌舵的呼號之聲一發，郊野都必震動。 

27:29 凡盪槳的和水手，並一切泛海掌舵的，都必下船登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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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0 他們必為你放聲痛哭，把塵土撒在頭上，在灰中打滾； 

27:31 又為你使頭上光禿，用麻布束腰，號咷痛哭，苦苦悲哀。 

27:32 他們哀號的時候，為你作起哀歌哀哭，說：有何城如泰爾？有何城如他在海

中成為寂寞的呢？ 

27:33 你由海上運出貨物，就使許多國民充足；你以許多資財、貨物使地上的君王

豐富。 

27:34 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時候，你的貨物和你中間的一切人民，就都沉下去

了。 

27:35 海島的居民為你驚奇；他們的君王都甚恐慌，面帶愁容。 

27:36 各國民中的客商都向你發嘶聲；你令人驚恐，不再存留於世，直到永遠。」 

28: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28:2「人子啊，你對泰爾君王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心裡高傲，說：我是神；

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雖然居心自比神，也不過是人，並不是神！ 

28:3 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甚麼祕事都不能向你隱藏。 

28:4 你靠自己的智慧聰明得了金銀財寶，收入庫中。 

28:5 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貿易增添資財，又因資財心裡高傲。 

28:6「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居心自比神， 

28:7 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國中的強暴人臨到你這裡；他們必拔刀砍壞你用智慧得

來的美物，褻瀆你的榮光。 

28:8 他們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與被殺的人一樣。 

28:9 在殺你的人面前你還能說「我是 神」嗎？其實你在殺害你的人手中，不過是

人，並不是神。 

28:10 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與未受割禮（或譯：不潔；下同）的人一樣，因為這

是主耶和華說的。」 

28:1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28:12「人子啊，你為泰爾王作起哀歌，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無所不備，智慧充

足，全然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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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3 你曾在伊甸 神的園中，佩戴各樣寶石，就是紅寶石、紅璧璽、金鋼石、水

蒼玉、紅瑪瑙、碧玉、藍寶石、綠寶石、紅玉，和黃金；又有精美的鼓笛在你那

裡，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預備齊全的。 

28:14 你是那受膏遮掩約櫃的基路伯；我將你安置在 神的聖山上；你在發光如火

的寶石中間往來。 

28:15 你從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後來在你中間又察出不義。 

28:16 因你貿易很多，就被強暴的事充滿，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褻瀆聖地，就從 

神的山驅逐你。遮掩約櫃的基路伯啊，我已將你從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除滅。 

28:17 你因美麗心中高傲，又因榮光敗壞智慧，我已將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

面前，好叫他們目睹眼見。 

28:18 你因罪孽眾多，貿易不公，就褻瀆你那裡的聖所。故此，我使火從你中間發

出，燒滅你，使你在所有觀看的人眼前變為地上的爐灰。 

28:19 各國民中，凡認識你的，都必為你驚奇。你令人驚恐，不再存留於世，直到

永遠。」 

28:20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28:21「人子啊，你要向西頓預言攻擊她， 

28:22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西頓哪，我與你為敵，我必在你中間得榮耀。我在你中

間施行審判、顯為聖的時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28:23 我必使瘟疫進入西頓，使血流在她街上。被殺的必在其中仆倒，四圍有刀劍

臨到她，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28:24「四圍恨惡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們作刺人的荊棘，傷人的蒺藜，人就

知道我是主耶和華。」 

28:25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將分散在萬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來，向他們在列邦

人眼前顯為聖的時候，他們就在我賜給我僕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 

28:26 他們要在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圍恨惡他們的眾人施行審判以後，他們要

蓋造房屋，栽種葡萄園，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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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 26-28 

 

以西結書 25 章中上帝透過先知預言四個在以色列人周圍的民族的將來：亞捫、摩

押、以東和非利士，然後上帝用 26-28 三章預言在以色列西北邊兩個海邊主要城市

推羅（Tyre）和西頓（Sidon）的將來。這兩個城市雖然在聖經舊約和新約都有提

到，但似乎並不是那麼重要，為什麼會這麼多章數去描述推羅和西頓的下場呢？有

些解經家認為推羅西頓乃是代表啟示錄中的「巴比倫大城」（Babaylon The Great，

啟 14：8，18：2，10，21，在啟 17：18 稱為「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因此推

羅和西頓在末世有重要的地位。除外這個解釋，我找不到其他的答案。我自己對這

個解釋不盡滿意，但卻暫時未找到更好的解釋。 

 

第 26 章敘述由於推羅對耶路撒冷遭難時幸災樂禍而受到上帝審判與詛咒，預言它

將得到同樣的命運：被巴比倫攻擊。 

 

第 27 章是一首哀歌（Dirge，送葬時唱的歌）描述由於推羅因自己的完美和富庶而

在上帝面前驕傲，以致永久地傾覆。 

 

第 28 章亦是一首哀歌，描述推羅西頓因自己本身有智慧和財富而犯罪和高傲至自

認為神，這一章有解經家認為是描述了撒旦墮落的歷史。這章到最後兩節敘述以色

列人以後被召聚回到應許之地。 

 

推羅和西頓的背景 

 

推羅和西頓位於今天的黎巴嫩國，是兩個相近的海邊古城，那個地區當是是屬於腓

尼基（Phoenician）王國，相傳推羅在主前二十七世紀已經有人居住，推羅西頓本

是一起，推羅共有兩城，老城在海岸邊陸地，新城則是在離岸約半哩外的小島上，

二者均築有厚實的城牆。在主前一千年左右推羅脫離西頓，成為一個獨立的城邦， 

 

主前九世紀推羅進入全盛時代，，居民相當富裕，靠貿易賺取大量利潤。曾在迦南

地發現了當時推羅的銀幣，足證其商務已遍及各地。主前 701 年亞述王西拿基立征

服腓尼基，推羅亦受制於亞述，故光芒大減，待主前六世紀，亞述衰微，推羅重獲

自由，又邁進另一個黃金時代。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 586 擊 BC 攻陷耶路撒冷

後，馬上開始圍攻推羅十三年，只能將岸上的老城攻下，未能攻克建在外島上的新

城。332 BC 亞歷山大大帝從陸上築堤進攻新城獲勝，之後進行屠城，從此新舊推

羅兩城皆成廢墟，在羅馬時代部份被重建，曾再成為興盛的城市，，人口和商業勢

力均與耶路撒冷齊名，日後逐漸衰弱直到今天。 

 

舊約中的推羅西頓： 

 

推羅西頓最早在舊約出現是在創 10：15：「迦南生長子西頓」，他的後人居住在

沿海。約書亞記 11：8 和 19：28 提到「西頓大城」，西頓一帶是分給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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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er）支派。王上 17：9 記載以利亞先知在這裡得到一個寡婦的照顧：「「你

起身往西頓的撒勒法去，住在那裡；我已吩咐那裡的一個寡婦供養你。」之後推羅

比西頓更強盛，推羅人善於經商，自古就與各地有貿易往來，其黃金時期是大衛和

所羅門時。推羅王希蘭差遣工匠，提供香柏木、檀香木和金子、寶石，為大衛和所

羅門建造宮殿及耶路撒冷的聖殿；所羅門將加利利的二十座城回贈推羅王，由於這

些地方貧瘠，希蘭很不高興，給城邑之地起名叫「迦步勒」。以色列南北分裂時，

北國的亞哈王娶了推羅王的女兒，就是耶洗別。 

 

新約中的推羅西頓 

 

新約時代，耶穌曾到推羅和西頓地區，在那裡傳道、治病。馬可福音第 7 章記載了

耶穌在一個婦人的女兒身上趕鬼的事蹟，可 7：24-29 記載說： 

 

耶穌從那裡起身，往泰爾、西頓的境內去，進了一家，不願意人知道，卻隱藏不

住。當下，有一個婦人，她的小女兒被污鬼附著，聽見耶穌的事，就來俯伏在他腳

前。這婦人是希臘人，屬敘利腓尼基族。她求耶穌趕出那鬼離開她的女兒。耶穌對

她說：「讓兒女們先吃飽，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婦人回答說：「主啊，不

錯；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們的碎渣兒。」耶穌對她說：「因這句話，你回去

吧；鬼已經離開你的女兒了。」馬太 11 章中耶穌在責罵時提到推羅西頓：「耶穌

在諸城中行了許多異能，那些城的人終不悔改，就在那時候責備他們，說：「哥拉

汛哪，你有禍了！伯賽大啊，你有禍了！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泰

爾、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泰爾、西頓

所受的，比你們還容易受呢！」 

 

第 26 章 

 

v.1 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指約雅敬王第十一年，即尼布甲尼撒王十八年，相當於西

元前 586 年，也是耶路撒冷被毀的那一年。原文沒有月份只有「月」字，因此應該翻譯為

「第十一年某月初一日」。 

 

v.2 當時耶路撒冷先被巴比倫尼布甲尼撒攻陷，泰爾的人譏笑耶路撒冷的人，有幸災樂禍

的意思，並且樂於見到商業競爭對手被毀，當時推羅控制海上商路，猶大控制陸地商路。

猶大被擊敗之後，推羅認為所有商路都可歸它了。認為從此貿易之道回到海邊，沒有想到

巴比倫馬上便來圍攻自己。 

 

v.3-11 描述推羅西頓被巴比倫圍攻的預言，清楚地預言將會被攻破（結果發生在 13 年後

573BC）： 

 

• 破壞泰爾的牆垣，拆毀她的城樓。我也要刮淨塵土，使她成為淨光的磐石。

（v.4） 

• 必成為列國的擄物（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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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用刀劍殺滅（v.6） 

•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率領馬匹車輛、馬兵、軍隊，和許多人民從北方來攻擊

你泰爾。（v.7） 

• 必用刀劍殺滅屬你城邑的居民，也必造臺築壘舉盾牌攻擊你。（v.8） 

• 必安設撞城錘攻破你的牆垣，用鐵器拆毀你的城樓。（v.9） 

• 進入你的城門，好像人進入已有破口之城。那時，你的牆垣必因騎馬的和戰

車、輜重車的響聲震動。（v.10） 

• 馬蹄必踐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殺戮你的居民；你堅固的柱子（或譯：

柱像）必倒在地上。（v.11） 

 

歷史上證實，巴比倫雖然在 573BC 征服推羅西頓，其實只是攻陷老城，並沒有征

服海島外的新城，因此推羅西頓沒有完全被毀，反而迫使巴比倫要接受推羅歸順，

訂立和約。巴比倫在這一役並沒有得到甚麼好處，因為推羅人將一切貴重的物品送

到新城。以西結書 29：18-20 提到這個情況，因此上帝讓巴比倫在埃及身上獲得酬

勞： 

 

「人子啊，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軍兵大大效勞，攻打泰爾，以致頭都

光禿，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軍兵攻打泰爾，並沒有從那裡得甚麼酬勞。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將埃及地賜給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擄掠埃

及群眾，搶其中的財為擄物，奪其中的貨為掠物，這就可以作他軍兵的酬

勞。我將埃及地賜給他，酬他所效的勞，因王與軍兵是為我勤勞。這是主耶

和華說的。 

 

但以西結書 26：12-21 卻預言推羅西頓徹底地被征服，甚至成為廢墟，不在存在，

這個預言要到三百年之後，主前 333 BC 希臘帝國亞歷山大大帝用陸地城市的建材作

成堤壩圍攻島上的城六個月，最後攻入新城海島才應驗。 

 

v.12「他」原文是眾數，明顯是與上面巴比倫一個國是有分別。尼布甲尼撒從來沒

有「將你的石頭、木頭、塵土都拋在水中。」。 

 

v.13-21 預言新舊推羅城被攻陷，這場戰役令到整個地中海各國都震動。 

 

• 以你的貨財為掠物，破壞你的牆垣，拆毀你華美的房屋，將你的石頭、木

頭、塵土都拋在水中。（v.12） 

• 唱歌的聲音止息，人也不再聽見你彈琴的聲音。（v.13） 

• 不得再被建造（v.14） 

• 因你傾倒的響聲，海島豈不都震動嗎？（v.15） 

• 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除去朝服，脫下花衣，披上戰兢，坐在地上，時刻發

抖，為你驚駭。（v.16） 

• 在何竟毀滅了？（v.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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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兢...驚惶。（v.18） 

• 變為荒涼，如無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過你，大水淹沒你。（v.19） 

• 叫你下入陰府，與古時的人一同在地的深處 （v.20） 

• 不再存留於世....永尋不見。（v.21） 

 

 

第 27 章 

 

V.2-5 本章繼續有關推羅和西頓的預言，講述因為他們恃著自己的財富而驕傲（自覺全然

美麗 v.3，4，11）；極其華美 v.25，因此要被完全的摧毀。這章雖然是一首哀歌或輓歌

(dirge)（v.2），但預言先把推羅描述為一艘華麗的商船(v.5-v.25)： 

 

• 用示尼珥〔黑門山〕的松樹製造（v.5） 

• 用黎巴嫩的香柏樹作桅杆（v.5） 

• 用巴珊〔加利利東北部〕的橡樹作槳（v.5）。 

• 用象牙鑲嵌基提海島（「塞浦路斯」Cyprus 島）的黃楊木為坐板（或譯：艙

板）（v.5） 

• 用埃及繡花細麻布做篷帆（v.7） 

• 用以利沙島（居比路島）的藍色、紫色布(推羅以紫色布馳名，藍色與紫色都

為名貴的，是十分高貴的材料。)做涼棚（v.7） 

 

v.8-23 除了最好的材料外，推羅西頓也有最好的人才和最好的營商買賣交易條件： 

 

• 西頓和亞發(位於西頓附近的島嶼城市)的居民作你盪槳 （v.8） 

• 你中間的智慧人作掌舵的。（v.8） 

• 迦巴勒（在推羅附近,地屬腓尼基的濱海城鎮）的老者和聰明人作補縫的 

（v.9） 

• 一切泛海的船隻和水手經營交易的事 （v.9） 

• 波斯(伊朗)人、路德人(非洲北部)、弗人(利比亞人)在你軍營中作戰士；他們

在你中間懸掛盾牌和頭盔，彰顯你的尊榮。（v.10） 

• 亞發人和你的軍隊都在你四圍的牆上，（v.10） 

• 勇士在你的望樓；他們懸掛盾牌，成全你的美麗。（v.11） 

• 他施(西班牙)人因你多有各類的財物，就作你的客商，拿銀、鐵、錫、鉛兌

換你的貨物。（v.12） 

• 雅完(希臘人)人、土巴人、米設(黑海和斯比海中間的高山民族）人都與你交

易；他們用人口和銅器兌換你的貨物。（v.13） 

• 陀迦瑪族（亞美尼亞）用馬和戰馬並騾子兌換你的貨物。（v.14） 

• 底但（以庫瑞巴（Khuraybah，現今的烏拉）附近）人與你交易，許多海島

作你的碼頭；他們拿象牙、烏木與你兌換（或譯：進貢）（v.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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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蘭（敘利亞北部大馬士革人）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就作你的客商；他們用

綠寶石、紫色布繡貨、細麻布、珊瑚、紅寶石兌換你的貨物。（v.16） 

• 猶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與你交易；他們用米匿的麥子、餅、蜜、油、乳香兌

換你的貨物。（v.17） 

• 大馬士革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多有各類的財物，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

與你交易。（v.18） 

• 威但（地點不明）人和雅完（從烏薩來）人拿紡成的線、亮鐵、桂皮、菖蒲

兌換你的貨物。（v.19） 

• 底但（阿拉伯半島中部）用高貴的毯子、鞍、屜與你交易)。（v.20） 

• 阿拉伯人和基達（亞拉伯的北部)在亞拉伯曠野中的據點，的一切首領都作你

的客商，用羊羔、公綿羊、公山羊與你交易。（v.21） 

• 示巴和拉瑪的商人與你交易，他們用各類上好的香料、各類的寶石，和黃金

兌換你的貨物。（v.22） 

• 哈蘭(美索不達米亞西北)人、干尼(在北敘利亞)人、伊甸(哈蘭以南)人、示巴的

商人，和亞述人、基抹人與你交易。（v.23）(這些地區全部都位於推羅的東北

面) 

 

v. 25 當推羅西頓充滿商機時，朋友十分多，每個人都想與他來往做生意，人人都對推羅

西頓稱讚，造成他十分自滿與驕傲。這條美麗的商船一直開行，v.25 形容他全盛時的威

風：你便在海中豐富極其榮華。（v.25） 

 

v.26-36 敘述這些繁華只存片時，推羅有如一艘將沈沒的商船，在狂風吹襲之下巨輪被摧

毀，令列國震動，只能為推羅西頓哭泣和恐懼。推羅引以為傲的世界性經濟強勢， 榮耀

和財富全都毀滅了。 

 

第 28 章 

 

本章連接第 27 章有關推羅因自己的智慧和財寶而驕傲，到一個狂妄的地部，自認

為神（v.2，6），這是上帝最憎惡的。 

 

v.2-6 推羅人的驕傲與狂妄 

 

• 自認是神：心裡高傲，說：‘我是神，我在海中坐 神之位。居心自比神

（v.1，6） 

• 自以為比但以理更有智慧（v.3） 

• 靠自己的智慧聰明（v.4-5） 

• 靠自己的財富（v.4，5） 

 

v.7-10 神興起外邦人施行審判 

 

被破壞（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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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殺害（v.8） 

這些殺害他們的人，都是未守割禮的外邦人，原來有不少腓尼基人也是行割禮的。

他們和猶太人一樣，看不起未受割禮的人。 

 

v12-19 這段為推羅王的哀歌，到底是指推羅王抑或撒但？ 

 

這一段經文（和以賽亞書 14 章）常常被解經家認為推羅王乃是指撒旦，這段是描

述撒旦的墮落和被懲罰，尤其是以下的經文，似乎不是指着人，而是指着人背後的

靈界： 

 

• 你曾在伊甸 神的園中，佩戴各樣寶石...都是你受造之日預備齊全（v.13） 

• 我將你安置在 神的聖山上；你在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間往來。（v.14） 

• 「你從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後來在你中間又察出不義。」（v.15） 

• 就從 神的山驅逐你。遮掩約櫃的基路伯啊，我已將你從發光如火的寶石中

除滅。（v.16） 

• 我已將你摔倒在地（v.17） 

• 就褻瀆你那裡的聖所（v.18） 

 

有以上這些十分特別的經文，如果說這些經文完全指向推羅王，似乎並不完全適

合。因此，我對這一段經文乃指著撒但的墮落是贊同的。也有解經家企圖將推羅王

與撒旦連在一起，理由是推羅王的背後就是撒但。 

 

v.21-34 針對西頓的預言 

 

以西結預言了西頓的滅亡，原因有以下幾點: 

 

• 不公平的交易:與推羅一樣,西頓也是腓尼基王國的城市,在與其他國家進行交

易的時候,犯下了許多的罪; 

• 偶像崇拜:在眾多神祗中,西頓尤為狂熱地崇拜亞斯他錄。推 

• 羅和西頓王巴力(Ethabaal)的女兒耶洗別,作了以色列王亞哈的王妃),褻瀆了耶

和華信仰。推羅不僅自甘墮落,而且間接地誘使以色列犯了罪。 

 

v.24-26 對以色列人將來的預言 

 

• 「四圍恨惡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們作刺人的荊棘，傷人的蒺藜...

（v24） 

• 分散在萬民中的以色列家被招聚回來應許之地（v.25） 

• 他們要在這地上安然居住。（v.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