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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十一年三月初一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31:2「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眾人說：在威勢上誰能與你相比呢？ 

31:3 亞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樹，枝條榮美，影密如林，極其高大，樹尖插入

雲中。 

31:4 眾水使它生長；深水使它長大。所栽之地有江河圍流，汊出的水道延到田野

諸樹。 

31:5 所以他高大超過田野諸樹；發旺的時候，枝子繁多，因得大水之力枝條長

長。 

31:6 空中的飛鳥都在枝子上搭窩；田野的走獸都在枝條下生子；所有大國的人民

都在它蔭下居住。 

31:7 樹大條長，成為榮美，因為根在眾水之旁。 

31:8 神園中的香柏樹不能遮蔽它；松樹不及它的枝子；楓樹不及它的枝條； 神

園中的樹都沒有它榮美。 

31:9 我使它的枝條蕃多，成為榮美，以致 神伊甸園中的樹都嫉妒它。」 

31:10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因它高大，樹尖插入雲中，心驕氣傲， 

31:11 我就必將他交給列國中大有威勢的人；他必定辦他。我因他的罪惡，已經驅

逐他。 

31:12 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強暴的，將它砍斷棄掉。它的枝條落在山間和一切谷

中，它的枝子折斷，落在地的一切河旁。地上的眾民已經走去，離開它的蔭下。 

31:13 空中的飛鳥都要宿在這敗落的樹上，田野的走獸都要臥在它的枝條下， 

31:14 好使水旁的諸樹不因高大而自尊，也不將樹尖插入雲中，並且那些得水滋

潤、有勢力的，也不得高大自立。因為它們在世人中，和下坑的人都被交與死亡，

到陰府去了。」 

31:15 主耶和華如此說：「它下陰間的那日，我便使人悲哀。我為它遮蓋深淵，使

江河凝結，大水停流；我也使黎巴嫩為它悽慘，田野的諸樹都因它發昏。 

31:16 我將它扔到陰間，與下坑的人一同下去。那時，列國聽見它墜落的響聲就都

震動，並且伊甸的一切樹─就是黎巴嫩得水滋潤、最佳最美的樹─都在陰府受了安

慰。 

31:17 它們也與它同下陰間，到被殺的人那裡。它們曾作它的膀臂，在列國中它的

蔭下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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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8 在這樣榮耀威勢上，在伊甸園諸樹中，誰能與你相比呢？然而你要與伊甸的

諸樹一同下到陰府，在未受割禮的人中，與被殺的人一同躺臥。法老和他的群眾乃

是如此。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32:1 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32:2「人子啊，你要為埃及王法老作哀歌，說：從前你在列國中，如同少壯獅子；

現在你卻像海中的大魚。你衝出江河，用爪攪動諸水，使江河渾濁。 

32:3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用多國的人民，將我的網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來。 

32:4 我必將你丟在地上，拋在田野，使空中的飛鳥都落在你身上，使遍地的野獸

吃你得飽。 

32:5 我必將你的肉丟在山間，用你高大的屍首填滿山谷。 

32:6 我又必用你的血澆灌你所游泳之地，漫過山頂；河道都必充滿。 

32:7 我將你撲滅的時候，要把天遮蔽，使眾星昏暗，以密雲遮掩太陽，月亮也不

放光。 

32:8 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變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這是主耶和華說

的。 

32:9「我使你敗亡的風聲傳到你所不認識的各國。那時，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

煩。 

32:10 我在許多國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掄我的刀，國民就必因你驚奇，君王也必因你

極其恐慌。在你仆倒的日子，他們各人為自己的性命時刻戰兢。」 

32:11 主耶和華如此說：「巴比倫王的刀必臨到你。 

32:12 我必藉勇士的刀使你的眾民仆倒；這勇士都是列國中強暴的。他們必使埃及

的驕傲歸於無有；埃及的眾民必被滅絕。 

32:13 我必從埃及多水旁除滅所有的走獸；人腳獸蹄必不再攪渾這水。 

32:14 那時，我必使埃及河澄清，江河像油緩流。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32:15 我使埃及地變為荒廢淒涼；這地缺少從前所充滿的，又擊殺其中一切的居

民。那時，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32:16「人必用這哀歌去哀哭，列國的女子為埃及和她的群眾也必以此悲哀。這是

主耶和華說的。」 

32:17 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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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8「人子啊，你要為埃及群眾哀號，又要將埃及和有名之國的女子，並下坑的

人，一同扔到陰府去。 

32:19 你埃及的美麗勝過誰呢？你下去與未受割禮的人一同躺臥吧！ 

32:20 他們必在被殺的人中仆到。她被交給刀劍，要把她和她的群眾拉去。 

32:21 強盛的勇士要在陰間對埃及王和幫助他的說話；他們是未受割禮被殺的人，

已經下去，躺臥不動。 

32:22「亞述和她的眾民都在那裡，她民的墳墓在她四圍；他們都是被殺倒在刀下

的。 

32:23 他們的墳墓在坑中極深之處。他的眾民在他墳墓的四圍，都是被殺倒在刀下

的；他們曾在活人之地使人驚恐。 

32:24「以攔也在那裡，她的群眾在她墳墓的四圍，都是被殺倒在刀下、未受割禮

而下陰府的；他們曾在活人之地使人驚恐，並且與下坑的人一同擔當羞辱。 

32:25 人給她和她的群眾在被殺的人中設立床榻。她民的墳墓在她四圍，他們都是

未受割禮被刀殺的；他們曾在活人之地使人驚恐，並且與下坑的人一同擔當羞辱。

以攔已經放在被殺的人中。 

32:26「米設、土巴，和她們的群眾都在那裡。她民的墳墓在她四圍，他們都是未

受割禮被刀殺的；他們曾在活人之地使人驚恐。 

32:27 他們不得與那未受割禮仆倒的勇士一同躺臥；這些勇士帶著兵器下陰間，頭

枕刀劍，骨頭上有本身的罪孽；他們曾在活人之地使勇士驚恐。 

32:28「法老啊，你必在未受割禮的人中敗壞，與那些被殺的人一同躺臥。 

32:29「以東也在那裡。她君王和一切首領雖然仗著勢力，還是放在被殺的人中；

他們必與未受割禮的和下坑的人一同躺臥。 

32:30「在那裡有北方的眾王子和一切西頓人，都與被殺的人下去。他們雖然仗著

勢力使人驚恐，還是蒙羞。他們未受割禮，和被刀殺的一同躺臥，與下坑的人一同

擔當羞辱。 

32:31「法老看見他們，便為他被殺的軍隊受安慰。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32:32 我任憑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驚恐，法老和他的群眾必放在未受割禮和被殺的

人中。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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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31 章 

 

前面兩章上帝開始要以西結向埃及發出預言，因埃及驕傲和拜偶像，所以上帝會興

起巴比倫來審判埃及，叫埃及從一個文明古國和當時雄霸一方的帝國變為一個「荒

廢凄涼」（29：9，1，11-12，30：7）、「必降低微」（29：15，30：6，）、被分

散到列國（30：23，26）。預言清楚地說明巴比倫將是上帝的工具去懲罰埃及

（30：10，24）。 

 

這一章繼續預言埃及的命運，乃用之前極度強大的亞述帝國（Assyria Kingdom）的

例子向埃及提出警告。 

 

亞述帝國的歷史 

 

 
 

時盛時衰的亞述國幾乎有三個世紀的歷史（約主前 900～612 年）。在其全盛時

期，它的領土十分龐大：從東面的伊朗，到西面的埃及中部、安那托利亞中部、賽

普勒斯。它在南面包括了阿拉伯半島的絕大部分，北面直達現代的亞美尼亞，首都

是尼尼微，底格里斯河的兩岸，是一處高原，東北方有大小札布兩支流，故水源充

足，農牧產量豐富。 

 

亞述人屬閃族（Shem，與猶太人相同），性稱殘暴（因此當上帝差派約拿去傳道

時他要逃跑），紀律嚴明，精於貿易和戰爭。根據歷史考證，亞述地區早在五千年

前已有人類居住，自 1360 BC 至 1076 BC 期間曾一度非常強盛，領土東至巴比倫，

西方擊敗赫族，東方擊敗亞蘭人，擁有大片的國土而成為一個強大的帝國。 

 



138 
 

約在 1075 BC 年起，以色列在大衛和所羅門統治下極期興盛，亞述衰微了一百五十

餘年。但在所羅門過後 911BC 以色列分裂成南北兩國，亞述再度昌盛了三百餘

年，先是佔領了兩河流域，東方直達以攔，北到烏拉圖，西至小亞細亞的基利家，

然後再向亞蘭進軍，撒縵以色三世（ShalmaneserIII）於 853 BC，在夸夸（QarQar）

一役中未能得勝，數年後捲土重來，才攻克下大馬色和撒瑪利亞。撒縵以色三世於 

827 BC 去世後，國勢立衰，八十年後，直到普勒王，即是提革拉毘列色三世

（Tiglath-pileserIII）時，(745 BC 至 727 BC) 他重新收復往日的領土，並往外擴張，

曾進軍到敘利亞和以色列，在 722 BC 以色列(北)國被撒縵以色五世和他的兒子撒

珥根二世（SargonII）所滅，將猶大十個支派居民擄去。之後猶大（南）國從此就

不斷受到亞述的威脅，在 714 BC，西拿基立王（Sennacherib）攻克了猶大諸城，南

國幾乎滅亡，但在圍攻耶路撒冷時卻大敗，上帝在一夜之間殺死 18 萬 5 千亞述兵

馬（王下 19:35，代下 32:21，賽 37:36），猶大國希西家王得以續存，亞述開始衰

敗。671 BC，亞述征服埃及，兩年後埃及叛變，以撒哈頓王（Esarhaddon）再出

征，但卻死在途中。625 BC 巴比倫逐漸興起，亞述卻漸衰弱，到 614 BC，巴比倫

和瑪代聯軍攻陷了亞述諸城，612 BC 又攻破了尼尼微城，亞述殘兵退到哈蘭地

區，埃及曾派兵支援，但仍徒勞無功，亞述帝國就在數年之間全部被巴比倫所滅。 

 

在亞述帝國滅亡之前大約 100 年，以賽亞先知就宣布那些驕傲 的統治者對上帝的

子民那麼殘忍，耶和華一定會審判他們：主說：「我必罰亞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

眼目的榮耀。」（以賽亞書 10：12）先知那鴻也預言尼尼微會被搶掠，城門必向

仇敵 敞開，衛兵必紛紛逃去。（那鴻書 2：8，9 ； 3：7，13，17，19 ）先知西番

雅也預言尼尼微城會變得荒涼。（西番雅書 2：13-15） 

 

到了以西結的時代，它才剛從世界舞臺消失不久（約二十年前），因此作為歷史悠

久之超級強國，一朝卻煙消雲散的例證，亞述最為理想。 

 

v.1 十一年三月初一日，587BC，距離第 30 章只有兩個月，巴比倫已經圍困耶路撒

冷一年半，還有兩個月耶路撒冷便淪陷。 

 

v.2-9 上帝吩咐以西結向法老王與埃及人發出預言，以亞述的驕妄被罰警告埃及。

亞述曾極其強大： 

 

v.3-5 亞述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樹，因它得天獨厚，所以生長極其旺盛，就像當時

最強大的帝國亞述。 

 

v.6 各國人民都來投靠。亞述時代是這樣，如今埃及的情況也是這樣。 

v.8 神的園原指伊甸園，內中充滿了樹，不是為結果供應食物，而是表明華美與繁

榮（創 3），在本書廿八章十三節，重點也在多樹。因此神的園是指森林眾多之

處。（唐祐之牧師） 

v.9 亞述的興盛乃是上帝向祂施恩： 我（上帝）使它... 

v.10 提到亞述犯的罪是驕傲，正是埃及犯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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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1 因此上帝將他交在比他更強的敵人手中，就是巴比倫。 

 

v.12-16 亞述的下場:砍斷棄掉、枝子折斷、被交與死亡，到陰府去了、悲哀、悽

慘、扔到陰間。 

 

v.18 是對埃及說的：既然勢力強大的亞述國因為驕傲都被上帝砍伐滅亡了，埃及為

何能例外呢？何況西元前 667-653 年 亞述還曾經佔領埃及呢！ 

 

 

以西結書第 32 章 

 

這是本段（預言以色列周圍外邦國家受到的審判）最後一章，焦點仍然是埃及。這

一章有兩個日期，相差只有半個月。 

 

v.1 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是 585BC，耶路撒冷淪陷後一年七個月。也是 33:21 耶路

撒冷陷落消息傳到巴比倫被擄之民處一個多月後。 

 

v.2-16 這段是一首為埃及王作的哀歌，當時巴比倫已經滅了南國，跟著便要南下去

侵略埃及。這幾章預言都是說巴比倫會勝利，因為是上帝差派他們去攻擊埃及，並

且是上帝補償他們 13 年攻打推羅的損失。 

 

留意所有將發生在埃及的事都是上帝的工作，「我必」這個詞多次出現，可見完全

是上帝的作為。上帝掌管萬事，國家的興衰都在祂的旨意中。 

 

哀歌中以魚被補殺來形容埃及（v.2-6），又以天昏地暗來形容埃及敗亡時的景像。

（v.7-8）最後以勇士入侵來形容巴比倫的猛烈攻勢。 

 

v.12 講述埃及經過這些教訓，驕傲將歸於無有（v.12），埃及地也變為荒涼

（v15），但最終的目的是上帝要他們「知道我是耶和華」（v.15） 

 

v.17-32 「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乃再耶路撒冷淪亡之後。比前段遲了約兩個星

期，距離巴比倫大軍壓境又近了一點。 

 

v.19-21 形容當時埃及人戰爭戰敗後的下場。 

 

v.22 -32 預言埃及人的下場與之前被神懲罰的亞述、以蘭、米設、土巴、以東、西

頓人的下場一一樣。以蘭、米設、土巴都原來是亞述的附庸國，亞述倒塌後與巴比

倫爭戰被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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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33:2「人子啊，你要告訴本國的子民說：我使刀劍臨到哪一國，那一國的民從他們

中間選立一人為守望的。 

33:3 他見刀劍臨到那地，若吹角警戒眾民， 

33:4 凡聽見角聲不受警戒的，刀劍若來除滅了他，他的罪（原文是血）就必歸到

自己的頭上。 

33:5 他聽見角聲，不受警戒，他的罪必歸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

自己的性命。 

33:6 倘若守望的人見刀劍臨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劍來殺了他們中間

的一個人，他雖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守望的人討他喪命的罪（原文是血）。 

33:7「人子啊，我照樣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

戒他們。 

33:8 我對惡人說：『惡人哪，你必要死！』你─以西結若不開口警戒惡人，使他離

開所行的道，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原文是血）。 

33:9 倘若你警戒惡人轉離所行的道，他仍不轉離，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卻救自

己脫離了罪。」 

33:10「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你們常說：『我們的過犯罪惡在我們身上，

我們必因此消滅，怎能存活呢？』 

33:11 你對他們說，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斷不喜悅惡人死亡，惟

喜悅惡人轉離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們轉回，轉回吧！離開惡道，何必死

亡呢？ 

33:12 人子啊，你要對本國的人民說：義人的義，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於惡人

的惡，在他轉離惡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傾倒；義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義存活。 

33:13 我對義人說：『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義而作罪孽，他所行的義都不

被記念。他必因所作的罪孽死亡。 

33:14 再者，我對惡人說：『你必定死亡！』他若轉離他的罪，行正直與合理的

事： 

33:15 還人的當頭和所搶奪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作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

亡。 

33:16 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記念。他行了正直與合理的事，必定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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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7「你本國的子民還說：『主的道不公平。』其實他們的道不公平。 

33:18 義人轉離他的義而作罪孽，就必因此死亡。 

33:19 惡人轉離他的惡，行正直與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 

33:20 你們還說：『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們各人所行的審判你

們。」 

33:21 我們被擄之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有人從耶路撒冷逃到我這裡，說：「城已

攻破。」 

33:22 逃來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華的靈（原文是手）降在我身上，開我的

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來到我這裡，我口就開了，不再緘默。 

33:23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33:24「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廢之地的人說：『亞伯拉罕獨自一人能得這地為

業，我們人數眾多，這地更是給我們為業的。』 

33:25 所以你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們吃帶血的物，仰望偶像，並且殺

人流血，你們還能得這地為業嗎？ 

33:26 你們倚仗自己的刀劍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鄰舍的妻，你們還能得這地為業

嗎？ 

33:27 你要對他們這樣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在荒場中的，

必倒在刀下；在田野間的，必交給野獸吞吃；在保障和洞裡的，必遭瘟疫而死。 

33:28 我必使這地荒涼，令人驚駭；她因勢力而有的驕傲也必止息。以色列的山都

必荒涼，無人經過。 

33:29 我因他們所行一切可憎的事使地荒涼，令人驚駭。那時，他們就知道我是耶

和華。」 

33:30「人子啊，你本國的子民在牆垣旁邊、在房屋門口談論你。弟兄對弟兄彼此

說：『來吧！聽聽有甚麼話從耶和華而出。』 

33:31 他們來到你這裡如同民來聚會，坐在你面前彷彿是我的民。他們聽你的話卻

不去行；因為他們的口多顯愛情，心卻追隨財利。 

33:32 他們看你如善於奏樂、聲音幽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們聽你的話卻不去行。 

33:33 看哪，所說的快要應驗；應驗了，他們就知道在他們中間有了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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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33 章 

 

這章開始新的一段，由第 33 章至 39 章預言以色列家將復興，耶和華的榮耀將要歸回。本

章的主題是上帝差派守望者在祂的民中，向他們發出警告，要他們回轉歸向上帝。這章沒

有標明日期，但根據第 21 和 22 節的提示，應該是信使傳來耶路撒冷陷落消息的前夕，即

被擄後第 11 年。 

 

v.2-20 宣告守望者在他們中間 

 

v.2 提到上帝要以西結向人民宣佈有「守望者 」在他們中間。當時為了掌握敵情，

在城中的守望台佈署守望者的軍事戰略。守望者肩負的責任重大，要保護城內居民

的生命和財產。 

 

以西結書第 3 章已經提到守望者，內容與本章有相同之處： 

 

「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

他們。我何時指著惡人說：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勸戒他，使他離

開惡行，拯救他的性命，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

（原文是血）。倘若你警戒惡人，他仍不轉離罪惡，也不離開惡行，他必死

在罪孽之中，你卻救自己脫離了罪。再者，義人何時離義而犯罪，我將絆腳

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沒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來所行的

義不被記念；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原文是血）。倘若你警戒義人，使

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自己脫離了罪。」

（以西結書 3：17-21） 

 

但上帝在第 3 章是向以西結託付守望的責任，因此只是說給以西結聽。在這章已經

是 6 年之後，這時上帝是要他將這個託付向民眾宣告：你要告訴本國的子民說 

（v.2），此時是大批被擄的以色列民快要抵達巴比倫的前夕，上帝要以西結公開

他的身份和使命，好叫他在全部以色列人中作警戒（v.3，4，5，7，9）的工作。

這個使命乃先知代上帝說話，背負著決定百姓生死的重大使命。 

 

v. 3 守望者的職責就是：見刀劍臨到那地，..吹角警戒眾民.. 

 
守望者的職責並非法阻止或抵抗刀劍來到，而是向民眾發出警告信號。 

 

「角」：用公山羊角做成的號角，為軍事器具，也用於崇拜儀式中。這裡是指哨兵

看見敵軍臨近時所發出的警報。 

 

v.6-9 盡職與不盡職的守望者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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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守望的人見刀劍臨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劍來殺了他們中間

的一個人，他雖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守望的人討他喪命的罪 （v.6） 

 

你─以西結若不開口警戒惡人，使他離開所行的道，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

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原文是血）。（v.8） 

 

v.9 提到只要守望者盡了職責，民眾不聽罪不歸到守望者身上： 

 

倘若你警戒惡人轉離所行的道，他仍不轉離，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卻救自

己脫離了罪。（v.9） 

 

v.7-8，10-14 守望者警戒的內容 

 

你要聽我口中的話--他們講的話是從上帝而來，是代表或代替上帝講話。

（v.7） 

 

上帝的話是很直接和嚴厲的：我對惡人說：『惡人哪，你必要死！』

（v.8） 

 

「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你們常說：『我們的過犯罪惡在我們身上，

我們必因此消滅，怎能存活呢？』你對他們說，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

生起誓，我斷不喜悅惡人死亡，惟喜悅惡人轉離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

啊，你們轉回，轉回吧！離開惡道，何必死亡呢？（v.10-11） 

 

你要對本國的人民說：義人的義，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於惡人的惡，在

他轉離惡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傾倒；義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義存活。

（v.12） 

 

從這一段我們可以看到三件事實： 

1. 上帝的公義， 

2. 人有個趨向，是自暴自棄， 

3. 上帝希望人回轉的心是多麼迫切！(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

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

人都悔改。（彼後 3：9） 

 

v.4-5 人有責任回應守望者的警告，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人只有兩個選擇： 

 

凡聽見角聲不受警戒的，刀劍若來除滅了他，他的罪（原文是血）就必歸到

自己的頭上。他聽見角聲，不受警戒，他的罪必歸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

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v.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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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2-16 義人和惡人的情況會有改變，即義人會墮落在罪中，而惡人可以回轉（悔

改）成為義人，上帝說這是「公平的道」（v.17，20）： 

 

人子啊，你要對本國的人民說：義人的義，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於惡人

的惡，在他轉離惡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傾倒；義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義

存活。我對義人說：『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義而作罪孽，他所行的

義都不被記念。他必因所作的罪孽死亡。再者，我對惡人說：『你必定死

亡！』他若轉離他的罪，行正直與合理的事：還人的當頭和所搶奪的，遵行

生命的律例，不作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記

念。他行了正直與合理的事，必定存活。 （33：12-16） 

 

義人轉離他的義而作罪孽，就必因此死亡。惡人轉離他的惡，行正直與合理

的事，就必因此存活。（v.18-19） 

 

罪人本來得的報應是死亡，他們是該死該滅亡的人。刀劍是神的刑罰，要滅絕這些

人。但是神的恩惠憐憫他們，給予他們最後的機會悔改。於是神要守望者來警告他

們，促他們警覺。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

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

靈。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

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然而， 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

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

救是本乎恩。（弗 2：1-5） 

 

v.20-33 上帝要以西結向民眾解釋為何他們有這遭遇 

 

v.21 信使傳來耶路撒冷陷落消息的前夕，即被擄後第 11 年，是 585BC， 耶路撒冷

淪陷之後大約五個月，還有些少時間這些被擄的人便會來到，上帝預先將這些人心

中的想法，和以西結要對他們講的話語先告訴他。 

 

v.22 “開我的口”-- 在 6 年前神限制了先知講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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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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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在 24：26-27 已經開了先知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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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逃脫的人豈不來到你這裡，使你耳聞這事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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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6-27） 

 

這裡是重覆先知能夠開口，因為這段是從耶路撒冷逃脫（被擄）的人快將來到的前

夕。 

 

v.24 以色列人心中的疑問就是： 『亞伯拉罕獨自一人能得這地為業，我們人數眾

多，這地更是給我們為業的。』他們不明白為什麼上帝要趕他們離開應許之地。 

 

v.25-29 因他們的罪孽令他們失去應許之地： 

 

你們吃帶血的物，仰望偶像，並且殺人流血，你們還能得這地為業嗎？

（v.25） 

 

你們倚仗自己的刀劍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鄰舍的妻，你們還能得這地為業

嗎？（v.26） 

 

因他們所行一切可憎的事使地荒涼，令人驚駭（v.29） 

 

最終的目的：那時，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v.29） 

 

v.30 他們表面可能說想聽耶和華的話：弟兄對弟兄彼此說：『來吧！聽聽有甚麼話

從耶和華而出。』（v.30） 

 

v.31-32 他們帶著一種娛樂的心情來聽信息，好似來欣賞音樂歌唱，他們當先知是

歌唱者，聽了卻不會去行，因為他們的口和心不一致。 

 

v.33 這些人可能習慣了聽假先知的話，他們說的都是動聽的，但真先知的話應驗，

便看到誰是真的先知。可見民眾被擄後許多仍不知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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