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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山發預言說：以色列山哪，要聽耶和華的話。 

36:2 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仇敵說：『阿哈！這永久的山岡都歸我們為業了！』 

36:3 所以要發預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因為敵人使你荒涼，四圍吞吃，好叫你歸與其餘

的外邦人為業，並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來，百姓也說你有臭名。 

36:4 故此，以色列山要聽主耶和華的話。大山小岡、水溝山谷、荒廢之地、被棄之城，為

四圍其餘的外邦人所佔據、所譏刺的， 

36:5 主耶和華對你們如此說：我真發憤恨如火，責備那其餘的外邦人和以東的眾人。他們

快樂滿懷，心存恨惡，將我的地歸自己為業，又看為被棄的掠物。 

36:6 所以，你要指著以色列地說預言，對大山小岡、水溝山谷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發

憤恨和忿怒說，因你們曾受外邦人的羞辱， 

36:7 所以我起誓說：你們四圍的外邦人總要擔當自己的羞辱。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36:8「以色列山哪，你必發枝條，為我的民以色列結果子，因為他們快要來到。 

36:9 看哪，我是幫助你的，也必向你轉意，使你得以耕種。 

36:10 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數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場再被建造。 

36:11 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們必生養眾多。我要使你照舊有人居住，並要賜

福與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36:12 我必使人，就是我的民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他們必得你為業；你也不再使他們喪

子。 

36:13 主耶和華如此說：因為人對你說：『你是吞吃人的，又使國民喪子』， 

36:14 所以主耶和華說：你必不再吞吃人，也不再使國民喪子。 

36:15 我使你不再聽見各國的羞辱，不再受萬民的辱罵，也不再使國民絆跌。這是主耶和

華說的。」 

36:16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36:17「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時候，在行動作為上玷污那地。他們的行為在我面

前，好像正在經期的婦人那樣污穢。 

36:18 所以我因他們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們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忿怒傾在他

們身上。 

36:19 我將他們分散在列國，四散在列邦，按他們的行動作為懲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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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0 他們到了所去的列國，就使我的聖名被褻瀆；因為人談論他們說，這是耶和華的

民，是從耶和華的地出來的。 

36:21 我卻顧惜我的聖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國中所褻瀆的。 

36:22「所以，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家啊，我行這事不是為你

們，乃是為我的聖名，就是在你們到的列國中所褻瀆的。 

36:23 我要使我的大名顯為聖；這名在列國中已被褻瀆，就是你們在他們中間所褻瀆的。

我在他們眼前，在你們身上顯為聖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36:24 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 

36:25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

穢，棄掉一切的偶像。 

36: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

給你們肉心。 

36:27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36:28 你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列祖之地。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們的 神。 

36:29 我必救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也必命五穀豐登，不使你們遭遇饑荒。 

36:30 我必使樹木多結果子，田地多出土產，好叫你們不再因饑荒受外邦人的譏誚。 

36:31 那時，你們必追想你們的惡行和你們不善的作為，就因你們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厭惡

自己。 

36:32 主耶和華說：你們要知道，我這樣行不是為你們。以色列家啊，當為自己的行為抱

愧蒙羞。 

36:33「主耶和華如此說：我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城邑有人居

住，荒場再被建造。 

36:34 過路的人雖看為荒廢之地，現今這荒廢之地仍得耕種。 

36:35 他們必說：『這先前為荒廢之地，現在成如伊甸園；這荒廢淒涼、毀壞的城邑現在

堅固有人居住。』 

36:36 那時，在你們四圍其餘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華修造那毀壞之處，培植那荒廢之

地。我─耶和華說過，也必成就。 

36:37「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數，多如羊群。他們必為這事向我求

問，我要給他們成就。 

36:38 耶路撒冷在守節作祭物所獻的羊群怎樣多，照樣，荒涼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滿。他們

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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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36 章 

 

36 和 37 章講述上帝要復興以色列，兩章都是有關以色列將來的預言，有部份已經應驗，

但大部份仍未應驗。我們讀預言都要留意「眾山重疊」的情況。 

 

這兩章經文的預言都是在猶大國滅亡之後說的，因此，v.1-7 中提到以色列人遇到敵人的

攻擊和羞辱，人民是身受的，因此 v.8 開始上帝對他們祝福的預言，應該給予他們莫大的

盼望。 

 

我們首先要問：這裡講述的以色列是否今天的以色列國和猶太人？最近美國在以色列 70

年國慶將大使館搬到耶路撒冷，我為此感到慶幸，但一位前神學院院長如此「撥冷水」：

『現在的以色列真的值得神祝福嗎？不信的佔大多數，而那些聲稱堅守律法的猶太人不單

堅拒基督，更對他們的鄰舍既不公義也缺乏憐憫。我想告戒今天的以色列，若不行公義、

好憐憫與神同行，神會將他們從所得之地吐出去。我覺得美大使館遷移耶路撒冷一點也不

值得慶祝。』 

 

這是我給院長的回答：『的確今天的以色列是在一個非常可憐的屬靈情況，大部份猶太人

是不信的，但我覺得不單現在的以色列不值得上帝祝福，連過去任何時代的以色列都不值

得神祝福，包括亞伯蘭，在吾珥時很可能是拜偶像的，但神的恩典都臨到他。以西結書

23 章告訴我們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已經拜偶像，所以以色列沒有一個時期（包括大衛和所

羅門統治的那幾十年）是值得神祝福的，但神也是一樣祝福他們（當然也因他們的罪嚴厲

地懲罰他們）。現今的以色列當然不值得神祝福，但神沒有放棄他們，這就是神莫大的恩

典和憐憫。我相信猶太人更大的苦難是在前面，將來七年大災難應該主要是為猶太人的，

一方面是懲罰，但更重要的是拯救。以西結書 38-39 章那場瑪各地大戰應該是未來的預

言，是以色列將來的苦難一部份，苦難為以色列帶來撒迦利亞書 12：10 預言的祝福：我

（上帝）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我深信以西結書中提到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國，以色列人就是今天的猶太人，聖經從來沒有

以教會替代以色列。 

 

v.1-v.7 以色列受敵人的攻擊和羞辱 

 

v.1 上帝要以西結向以色列的山發出預言，「以色列山」在這段多次出現：v.1，

2，4，6，8。上帝喜歡用山來代表人和地方： 

 

「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眾山說預言，說：以色列的眾山哪，要聽主耶

和華的話。主耶和華對大山、小岡、水溝、山谷如此說：我必使刀劍臨到你

們，也必毀滅你們的邱壇。（以西結書 6：2-3） 

 

人子啊，你要面向西珥山（指以東）發預言，攻擊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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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 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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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靠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詩篇 125：1） 

 

因此，很明顯這些預言是向著以色列人說的。 

 

v.2 於「阿哈」是表達歡樂的感嘆詞，就像 36：5 提到的「快樂滿懷」；但在此其

實是表達了外邦人狂妄的口氣。之前曾在以西結書出現兩次： 

 

亞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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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 25：3） 

 

推羅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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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v.3-5 敵人加諸以色列的迫害包括兩方面： 

 

• 佔領土地-敵人使你荒涼，四圍吞吃，好叫你歸與其餘的外邦人為業

（v.3），為四圍其餘的外邦人所佔據（v.4），將我的地歸自己為業，又看

為被棄的掠物（v.5） 

 

• 取笑羞辱-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來，百姓也說你有臭名。（成為人們的話

柄、誹謗、中傷）（v.3），所譏刺的（v.4），你們曾受外邦人的羞辱

（v.6） 

 

v.5 注意：這裡再特別提到以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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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 35：15） 

 

v.6-7 上帝要為以色列被佔據和受羞辱報復，祂的激情和決心可以從祂用的字句

中看到：我真發憤恨如火（v.5），我發憤恨和忿怒說（v.6），我起誓說

（v.7） 

 

v.8-15 上帝要祝福以色列 

 

v.8 你必發枝條，為我的民以色列結果子，因為他們快要來到- 應該是指以色列

人將要回歸國土，他們固然被擄到巴比倫後 70 年被波斯王釋放回國，但主後

70 年被羅馬人攻陷耶路撒冷，從此被打散到世界各地，至今仍未完全回歸（在

海外的猶太人比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多），因此這個預言尚未完全應驗，要到千

禧年才應驗。 

 

v.9 上帝不再攻擊和責罵以色列人，因將來他們全家都要得救。「也必向你轉

意」原文作「我的臉向著你」，指神眷顧及恩待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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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11 上帝應許將來以色列人口增加，並成為繁榮強盛的國家。到時他們都會

認識耶和華（如今大部份猶太人都不信上帝）。 

 

v.12-14 「喪子」和「吞吃人」，很可能是指戰爭，中東幾千年來戰爭不斷，將

來戰爭將止息。 

 

v.15 猶太人幾千年來嘗盡羞辱，將來基督在地上掌權，以色列成為世界的中

心，有無比的榮耀，再沒有羞辱和辱罵。 

 

v.16-21 上帝向先知解釋為何如此待以色列 

 

v.17-18 以色列的兩種行為（行動作為 v.17，19）惹上帝的怒氣： 

 

1. 在那地上流人的血--沒有公義，人民面對流血的暴力，是道德上的罪惡 

2. 以偶像沾污那地--敬拜外邦人的偶像，是信仰上的罪惡 

 

上帝用好像正在經期的婦人那樣污穢來形容以色列，在古代人經期是被看為污

穢，不能接近： 

 

女人行經，必污穢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潔淨到晚上。女人在污穢之中，凡

她所躺的物件都為不潔淨，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潔淨。凡摸她床的，必不潔淨

到晚上，並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摸她所坐甚麼物件的，必不潔淨到晚

上，並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利 15：19-22） 

 

女人行經不潔淨的時候，不可露她的下體，與她親近。（利 18:19） 

 

v.19-20 因他們的惡行上帝懲罰他們，將他們分散到列國，可是，這個懲罰令上

帝的名在外邦被褻瀆（這兩個字在 v.20-23 出現四次），原因可能如下： 

 

1. 猶太人在外國繼續犯沒有公義（行為既不潔淨又腐敗）和拜偶像的罪，令

當地的人不悅。 

 

2. 外邦人看到猶太人的苦況，「人談論他們說：這是耶和華的民，是從耶和

華的地出來的。’」（v.20），會恥笑他們的神無力保護他們，因此藐視上

帝。 

 

無論是甚麼原因，他們分散到世界各地，並不為上帝帶來榮耀，而是為上帝帶

來羞辱。 

 

v.22-38 上帝賜下復興以色列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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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卻十分顧惜祂的「聖名」（v.21-23），因此要「行這事」（v.22），這是

甚麼事？必然是 v.24 提到的：「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

你們歸回本地。」可是，假如上帝沒有改善以色列人那種頑劣叛逆的本性，單

單招聚他們回來是不夠的，因此 v.25-27 提到上帝要徹底地改變他們： 

 

v.25 以清水潔淨他們脫離污穢與偶像--「清水」原指潔淨禮儀上的水，是以色

列人用來潔淨身體的： 

 

要為這不潔淨的人拿些燒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裡，倒上活水。必當有一個潔

淨的人拿牛膝草蘸在這水中，把水灑在帳棚上，和一切器皿並帳棚內的眾人

身上，又灑在摸了骨頭，或摸了被殺的，或摸了自死的，或摸了墳墓的那人

身上。第三天和第七天，潔淨的人要灑水在不潔淨的人身上，第七天就使他

成為潔淨。（民數記 19：17-19）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要用銅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將盆放在會

幕和壇的中間，在盆裡盛水。亞倫和他的兒子要在這盆裡洗手洗腳。他們進

會幕，或是就近壇前供職給耶和華獻火祭的時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 

（出 30：17-20） 

 

以上這種外面的潔淨當然與脫離心中的污穢和拜偶像的心無關。因此這裡說的

清水一定是指屬靈的水： 

 

那日，必給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開一個泉源，洗除罪惡與污穢。（撒迦

利亞書 13：1） 

 

耶穌與尼哥底母談道時也提到「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 神的

國。」（約 3：5） 

 

這裡提到屬靈的水是指甚麼呢？有兩種看法都可能是對的： 

 

1. 這裡的水是上帝的話語，神的話或道帶有潔淨心靈的力量： 

 

少年人用甚麼潔淨他的行為呢？是要遵行你的話！（詩 119：9））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

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弗 5：26-27） 

 

2. 這裡的水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流的寶血，可以洗淨人的罪： 

 

....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一 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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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摩西當日照著律法將各樣誡命傳給眾百姓，就拿朱紅色絨和牛膝草，把

牛犢山羊的血和水灑在書上，又灑在眾百姓身上，說：「這血就是 神與你

們立約的憑據。」他又照樣把血灑在帳幕和各樣器皿上。按著律法，凡物差

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 9：19-22） 

 

注意：John MacArthur 牧師沒有指明水是甚麼，他解釋說是指下面 26-27 節提到

的新心和新靈，這兩者都是上帝用來潔淨我們。 

 

v.26 上帝要賜給他們一個新的心，這個心不再是石心（對上帝和祂的話語毫無

反應），而是一個肉心（柔軟的心，愛慕上帝和祂的話語）。這裡便是耶利米

書第 31 章提到上帝與他們立新的約，內容包括：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耶利米書 31：33） 

 

v.26-27 上帝同時也將新的靈／上帝的靈／聖靈放在他們裡面。上帝將祂的靈澆

灌給人，其實在舊約已經開始，只不過只是給那些敬畏上帝的以色列人： 

 

因我已將我的靈澆灌以色列家。這是主耶和華說的。（以西結 39：29）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的後裔，將我的福澆灌你的子孫。（賽 44：3b） 

 

耶和華說：「至於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加給你的靈，傳給你的

話，必不離你的口，也不離你後裔與你後裔之後裔的口，從今直到永遠；這

是耶和華說的。」（賽 55：21）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

要做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

女。（約珥書 2：28-29） 

 

v.27-31 得到新的心和新的靈的結果，是人能夠「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

典章。」（v.27）；回歸到迦南地安然居住（v.28）；脫離罪的捆綁（v.29，

31）；得享屬世和屬靈的豐盛（v.29，30） 

 

v.31 那時，你們必追想你們的惡行和你們不善的作為，就因你們的罪孽和可憎

的事厭惡自己。「那時」是指將來以色列知罪認罪悔改的時候，會「厭惡自

己」和「為自己的行為抱愧蒙羞」（v.32）。撒迦利亞書預言將來以色列認識

耶穌就是彌賽亞救贖者的時候是感到悲哀的：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

（或譯：他；本節同），就是他們所扎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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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愁苦，如喪長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達

臨門的悲哀。境內一家一家地都必悲哀。（撒迦利亞書 12：10-12） 

 

v.32-36 這裡上帝解釋，祂拯救以色列並不是以色列有甚麼好處，（這樣行不是

為你們 （v.32);乃是要讓外邦人知道上帝言出必行 （v36），乃是要人知道祂就

是耶和華。 

 

v33-38 上帝將來要給予以色列的祝福：、 

 

罪得赦免（v.33） 

得以在本來荒廢的地仍得耕種（v.34） 

美麗如伊甸園，城邑堅固（v.35） 

人數增加（v.37）獻祭敬拜的人極多（極可能包括外邦人來耶路撒冷敬拜）

（v.38） 

萬民透過以色列認識耶和華（v.34,35,36）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

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 神

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

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

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

再學習戰事。雅各家啊，來吧！我們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賽 2：2-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