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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34:2「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發預言，攻擊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禍

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養自己。牧人豈不當牧養群羊嗎？ 

34:3 你們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壯的，卻不牧養群羊。 

34:4 瘦弱的，你們沒有養壯；有病的，你們沒有醫治；受傷的，你們沒有纏裹；被

逐的，你們沒有領回；失喪的，你們沒有尋找；但用強暴嚴嚴地轄制。 

34:5 因無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作了一切野獸的食物。 

34:6 我的羊在諸山間、在各高岡上流離，在全地上分散，無人去尋，無人去找。 

34:7「所以，你們這些牧人要聽耶和華的話。 

34:8 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無牧人就成為掠物，也作了一切

野獸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尋找我的羊；這些牧人只知牧養自己，並不牧養我的羊。 

34:9 所以你們這些牧人要聽耶和華的話。 

34:10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與牧人為敵，必向他們的手追討我的羊，使他們不再

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養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脫離他們的口，不再作他們的食

物。」 

34:11「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將牠們尋見。 

34:12 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樣尋找他的羊，我必照樣尋找我的羊。這些羊在密

雲黑暗的日子散到各處，我必從那裡救回牠們來。 

34:13 我必從萬民中領出牠們，從各國內聚集牠們，引導牠們歸回故土，也必在以

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邊、境內一切可居之處─牧養牠們。 

34:14 我必在美好的草場牧養牠們。牠們的圈必在以色列高處的山上，牠們必在佳

美之圈中躺臥，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場吃草。 

34:15 主耶和華說：我必親自作我羊的牧人，使牠們得以躺臥。 

34:16 失喪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必纏裹；有病的，我必

醫治；只是肥的壯的，我必除滅，也要秉公牧養牠們。 

34:17「我的羊群哪，論到你們，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在羊與羊中間、公綿羊與

公山羊中間施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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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8 你們這些肥壯的羊，在美好的草場吃草還以為小事嗎？剩下的草，你們竟用

蹄踐踏了；你們喝清水，剩下的水，你們竟用蹄攪渾了。 

34:19 至於我的羊，只得吃你們所踐踏的，喝你們所攪渾的。 

34:20「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間施行判斷。 

34:21 因為你們用脅用肩擁擠一切瘦弱的，又用角牴觸，以致使牠們四散。 

34:22 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作掠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間施行判斷。 

34:23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們，牧養他們，就是我的僕人大衛。他必牧養他們，作

他們的牧人。 

34:24 我─耶和華必作他們的 神，我的僕人大衛必在他們中間作王。這是耶和華

說的。 

34:25「我必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使惡獸從境內斷絕，他們就必安居在曠野，躺臥

在林中。 

34:26 我必使他們與我山的四圍成為福源，我也必叫時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

降。 

34:27 田野的樹必結果，地也必有出產；他們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斷他們所負

的軛，救他們脫離那以他們為奴之人的手；那時，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34:28 他們必不再作外邦人的掠物，地上的野獸也不再吞吃他們；卻要安然居住，

無人驚嚇。 

34:29 我必給他們興起有名的植物；他們在境內不再為饑荒所滅，也不再受外邦人

的羞辱， 

34:30 必知道我、耶和華─他們的 神是與他們同在的，並知道他們─以色列家是

我的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34:31 你們作我的羊，我草場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們的 神。這是主

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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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 34 

 

這一章中上帝責備以色列的統治者，因為他們沒有按著上帝的旨意牧養以色列民，以致

他們被迫害，甚至國破家亡，被異國擄到遠方。這一章亦是讓人民知道，上帝並沒有離

開他們，反而親自成為他們的牧人，對在流亡的以色列人是個莫大的安慰。上帝這種不

離不棄的慈愛，今天也應該在我們遇到困境時的安慰。 

 

v.1-6 對失職領袖的譴責 

 

v.2 誰是「以色列的牧人」？應該是指人民的統治者，亦即是政治的領袖們。「牧

人」這個詞在舊約聖經中這樣的用法相當普遍： 

 

耶和華說：「那些殘害、趕散我草場之羊的牧人有禍了！」耶和華─以色列

的 神斥責那些牧養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說：「你們趕散我的羊群，並沒有

看顧他們；我必討你們這行惡的罪。這是耶和華說的。我要將我羊群中所餘

剩的，從我趕他們到的各國內招聚出來，領他們歸回本圈；他們也必生養眾

多。我必設立照管他們的牧人，牧養他們。他們不再懼怕，不再驚惶，也不

缺少一個；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利米書 23：1-4） 

 

論塞魯士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

命立穩聖殿的根基。（以賽亞書 44：28） 

 

他必起來，倚靠耶和華的大能，並耶和華─他 神之名的威嚴，牧養他的羊

群。他們要安然居住；因為他必日見尊大，直到地極。（彌迦書 5:4） 

 

v.2 罪名＃1：無心餵養羊群，只知牧養自己 

 

v.3 實例：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壯的 -這些牧人不單沒有牧養羊群，反而剝削他

們來自肥。（注意：v.3-9 上帝向這些牧人講話，因此使用「你們」稱呼） 

 

v.3-4 罪名＃2：漠視羊群需要 

 

羊中有瘦弱的、生病的、受傷的、被逐的、失喪的，這些代表了人民各種的

需要，他們有這些情況，是自己無法應付的，本來應該由牧羊人去幫助他們

解決，可是這些領袖沒有照顧他們的需要（沒有...沒有...沒有），反而「用

強暴嚴嚴地轄制」（v.4）相信是恐怕人民起義做反，或者逃亡出走。歷史

上暴君都要用強暴的手法去壓制人民。 

 

v5-6 罪名＃3：令到羊群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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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分散流離，就像當時被巴比倫攻陷之後，大部份人要離鄉別井，過流亡

的生活，都是因為這些領袖的惡行。 

 

注意上帝多次稱這些是祂的羊（v.6，8，10，11，12，15，17，19，31）在

約翰福音第 10 章和第 21 章主耶穌也是如此稱呼羊為祂的羊，可見祂與羊之

間的親密關係。 

 

v.7-10 上帝向失職牧人討罪 

 

• 上帝要與他們為敵和向他們討羊失喪的罪（v.10 我必與牧人為敵，必向他們的手追

討我的羊） 

 

• 取消他們作牧人（領袖）的職責（v.10 使他們不再牧放群羊） 

 

• 不再讓他們剝削群羊（v.10 牧人也不再牧養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脫離他們的口，不

再作他們的食物。） 

 

v.11-16 上帝應許祂會親自牧養群羊 

 

v.11 看哪，我必親自(v.11,15)尋找我的羊，將牠們尋見。注意：這一段中提到上帝

會親自牧養他們，是一個延續的預言，即由當時開始，亦包括幾百年後耶穌的來

臨，更延伸至主再回來，也就是涵蓋整個救贖的過程。 

 

v.12 上帝會主動去尋找亡羊，就像主耶穌在路加 15 章講尋羊的比諭：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撇在曠野、去找那失去

的羊，直到找著呢？找著了，就歡歡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裡，就請朋友

鄰舍來，對他們說：『我失去的羊已經找著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

（路加 15：4-6） 

 

v.13 預言將來要招聚他們， 顯示在他們四散各地時上帝都沒有忘記他們。 

 

v.14 「美好的草場、以色列高處的山上、佳美之圈、肥美的草場」，都是敘述他們

被召聚後的美好景況。這情況目前仍未出現，所以這裡必定是預言，極可能是指向

千禧年。 

 

v.15 正如詩篇 23 篇中提到「躺臥在青草地上」，羊要完全的放心才會躺臥休息。 

 

v.16 這段最難明白的是：「只是肥的壯的，我必除滅，也要秉公牧養他們。」。 

牧羊人應該喜歡羊養得又肥又健壯，為什麼要除滅他們，又要「秉公牧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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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做錯了甚麼要得到這樣的對待？下面 v.18 給我們解釋為何這些羊要受到譴

責： 

 

v.17-24 上帝必要審判「惡肥羊」 

 

v.17 公綿羊與公山羊中間施行判斷 ：主耶穌在馬太 25 章橄欖山講話有提到「綿

羊」與「山羊」，是指得救和不得救的人，這裡很可能是不同行為的人，是社會中

的惡人與義人，牧人要用公義審判他們。 

 

v.18 你們這些肥壯的羊，在美好的草場吃草，還以為小事嗎？剩下的草，你們竟用

蹄踐踏了；你們喝清水，剩下的水，你們竟用蹄攪渾了。 

 

原來這些「肥羊」只顧自己，拼命享用後還自私地踐踏和攪渾，就是不真正去餵養

他人，是巧取豪奪的行為。這裡指責假牧人進行搗亂，他們把自己所不用的破壞

了，使別人也無法使用。此外，v.21 也記載他們排擠異己的做法： 

 

v.21 用脅用肩擁擠一切瘦弱的，又用角牴觸，以致使牠們四散。 

 

財主們不滿足于自己現有的財產,為了積攢更多甚至剝奪了百姓的基本生存權利(詩

73:7;太 22:5)。他們千方百計地搜刮民脂，竊取暴利，獨佔財富。經濟平等早已被

破壞，重新分配財產只是一個欺騙的口號。 

 

申命記 5：28-29 如此記載： 

 

他們肥胖光潤，作惡過甚，不為人伸冤！就是不為孤兒伸冤，不使他亨通，

也不為窮人辨屈。耶和華說：我豈不因這些事討罪呢？豈不報復這樣的國民

呢？ 

 

v.20，22 上帝要對這些自私自利的人施行審判 

 

v.23 和 v.24 都提到上帝會立僕人大衛來作王管理他們的預言，這個時候大衛已經

過去幾百年，這裡當場不是指過去的大衛王，而是指將來彌賽亞來到，他是大衛的

後裔，將永遠坐在大衛的寶座上。 

 

聖經中充滿了彌賽亞將坐在大衛的寶座統治的預言：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

定他的國。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撒母

耳記下 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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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

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賽

9：7）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權，行事

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耶利米書 23：5） 

 

耶和華向大衛、憑誠實起了誓，必不反覆，說：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寶

座上。（詩 132: 11 ） 

 

 對他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看哪，那名稱為大衛苗裔的，他要在本處

長起來，並要建造耶和華的殿。（撒迦利亞書 6：12） 

 

v.25-31 上帝與子民立平安的約 

 

這個約的內容／應許包括他們可以安然在應許之地居住， 

 

v.25 使惡獸從境內斷絕，他們就必安居在曠野，躺臥在林中。 

 

v.26 山的四圍成為福源，我也必叫時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 

 

v.27 田野的樹必結果，地也必有出產 

 

v.27 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斷他們所負的軛，救他們脫離那以他們為奴之人

的手  

 

v.28 安然居住，無人驚嚇 

 

v.29 不再為饑荒所滅，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 

 

v.30 人人都知道上帝與他們同在，是屬於耶和華的民 

 

以上這些預言從三千年前大衛與所羅門時代之後從未出現，連今天以色列已經立國

70 年也完全未見，可見這必定是尚未實現的預言，相信是要到千禧年才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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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35:2「人子啊，你要面向西珥山發預言，攻擊它， 

35:3 對它說，主耶和華如此說：西珥山哪，我與你為敵，必向你伸手攻擊你，使你

荒涼，令人驚駭。 

35:4 我必使你的城邑變為荒場，成為淒涼。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35:5 因為你永懷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災、罪孽到了盡頭的時候，將他們交與刀劍， 

35:6 所以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報應，罪（原文

是血；本節同）必追趕你；你既不恨惡殺人流血，所以這罪必追趕你。 

35:7 我必使西珥山荒涼，令人驚駭，來往經過的人我必剪除。 

35:8 我必使西珥山滿有被殺的人。被刀殺的，必倒在你小山和山谷，並一切的溪水

中。 

35:9 我必使你永遠荒涼，使你的城邑無人居住，你的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35:10 因為你曾說：『這二國這二邦必歸於我，我必得為業』（其實耶和華仍在那

裡）， 

35:11 所以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你的怒氣和你從仇恨中向他

們所發的嫉妒待你。我審判你的時候，必將自己顯明在他們中間。 

35:12 你也必知道我─耶和華聽見了你的一切毀謗，就是你攻擊以色列山的話，

說：『這些山荒涼，是歸我們吞滅的。』 

35:13 你們也用口向我誇大，增添與我反對的話，我都聽見了。 

35:14 主耶和華如此說：全地歡樂的時候，我必使你荒涼。 

35:15 你怎樣因以色列家的地業荒涼而喜樂，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西珥山哪，你

和以東全地必都荒涼。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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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35 章 

第 34 章以上帝與以色列人立平安之約結束，第 36 章開始預言以色列回歸，遍地的

骸骨復活成為強國，似乎第 34 章應該接著第 36 章，這一章論到以東的下場似乎沒

有關係和銜接，何況以西結先知已經在第 25 章 12-14 節提到以東的下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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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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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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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在此整章講述以東結局呢？相信是與當時以東是迫害以色列最厲

害的民族，是以色列人的死對頭，俄巴底亞書整章敘述了以東人苦害以色列人的情

況，因此上帝要重申祂必會定意懲罰以東，並阻擋以東將來攻擊以色列的威脅，讓

以色列人放心。 

v.2 西珥山即指以東人， 今天已經沒有以東人，但假如以西結書是與末世預言有

關，有可能將來以東人會再興起，並再次與猶太人為敵。以東人可能與今天的阿拉

伯人有關係，大部份阿拉伯人都是回教徒，而回教徒是長期與以色列為敵，在末世

回教將會是以色列的死敵。  

v.3 我與你為敵，必向你伸手攻擊你，使你荒涼，令人驚駭。 

v.4 我必使你的城邑變為荒場，成為淒涼 

以上的預言與俄巴底亞先知預言的差不多，以東的沒落，與以色列將來美好

的前景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萬國。你怎樣行，他也必照樣向你行；你的報

應必歸到你頭上。（俄巴底亞書 1：15） 

以掃家必如碎秸；火必將他燒著吞滅。以掃家必無餘剩的。這是耶和

華說的。（俄巴底亞書 1：18） 

v.5 以東仇視以色列的表現：「永懷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災、罪孽到了盡頭的時

候，將他們交與刀劍。」 

v.10 「這二國、這二邦必歸於我，我必得為業」- 這是以東要佔領以色列的口號，

但上帝在這裡宣佈說：其實耶和華仍在那裡， 即使以色列和猶大兩國都已經滅

亡，但上帝仍在那裡保護著他們，讓以東無機可乘。將來以東聯同其他回教國家攻

擊以色列，上帝也照樣保護以色列。 

v.13 以東向上帝也說出誇大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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