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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耶和華的靈（原文是手）降在我身上。耶和華藉他的靈帶我出去，將我放在

平原中；這平原遍滿骸骨。 

37:2 他使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誰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極其枯乾。 

37:3 他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能復活嗎？」我說：「主耶和華啊，你是知

道的。」 

37:4 他又對我說：「你向這些骸骨發預言說：枯乾的骸骨啊，要聽耶和華的話。 

37:5 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了。 

37:6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息進入你們裡面，

你們就要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 

37:7 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正說預言的時候，不料，有響聲，有地震；骨與骨互

相聯絡。 

37:8 我觀看，見骸骨上有筋，也長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還沒有氣息。 

37:9 主對我說：「人子啊，你要發預言，向風發預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氣息

啊，要從四方（原文是風）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 

37:10 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

的軍隊。 

37:11 主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

乾了，我們的指望失去了，我們滅絕淨盡了。』 

37:12 所以你要發預言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的民哪，我必開你們的墳

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 

37:13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

華。 

37:14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

知道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37:15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37:16「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寫『為猶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

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寫『為約瑟，就是為以法蓮，又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 

37:17 你要使這兩根木杖接連為一，在你手中成為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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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8 你本國的子民問你說：『這是甚麼意思？你不指示我們麼？』 

37:19 你就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約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

就是那在以法蓮手中的，與猶大的杖一同接連為一，在我手中成為一根。』 

37:20 你所寫的那兩根杖要在他們眼前拿在手中， 

37:21 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以色列人從他們所到的各國收取，又

從四圍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本地。 

37:22 我要使他們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為一國，有一王作他們眾民的王。他們

不再為二國，決不再分為二國； 

37:23 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並一切的罪過玷污自己。我卻要救他們出離一切

的住處，就是他們犯罪的地方；我要潔淨他們，如此，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

他們的 神。 

37:24「我的僕人大衛必作他們的王；眾民必歸一個牧人。他們必順從我的典章，

謹守遵行我的律例。 

37:25 他們必住在我賜給我僕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們列祖所住之地。他們和他們

的子孫，並子孫的子孫，都永遠住在那裡。我的僕人大衛必作他們的王，直到永

遠。 

37:26 並且我要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作為永約。我也要將他們安置在本地，使他們

的人數增多，又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所，直到永遠。 

37:27 我的居所必在他們中間；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37:28 我的聖所在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為聖的

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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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37 章 

 

這一章相當容易明白， 其中包括三個預言和應許， 其中有部份都已經實現，但部

份應許仍未實現。 

 

v.1-v.14 枯骨復活 成為強大軍隊的異象和應許 

 

上帝先讓以西結看到遍地枯骨，然後要他發出三個預言來參予以色列復興的

行動（你要這些骸骨發預言說 v.4， 你要發預言 v.9， 你要發預言對他們說

v.12）。這裡上帝三度要以西結說預言都給先知要講的說話，先知只是照上

帝的吩咐複述上帝的話而已。這是上帝作事的方式：祂讓人參予事工，雖然

完全靠上帝的能力成事。 

 

顯然枯骨是代表以色列（v.11），他們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殺的人的骸骨

（v.9），以色列因長期亡國和四散世界各地而失去指望（v.11），就像已經

死亡和進入墳墓（v.13），但上帝必會將氣息進入他們裡面叫他們復活/復興

（v.5），並且成為強大的軍隊（v.10）這一切都是上帝主動的作為（我必 

v.5，6，12，14）和慈愛／信實，與以色列本身的行為無關。 

 

v.3 上帝問以西結這些骸骨能否復活，先知不敢回答，因為他從人的眼光無

法想像這些又多又乾的骸骨如何能夠復活/復興，但在人不能在神卻能，因

此他聰明地回答說「主耶和華啊，你是知道的。」意思就是說：上帝你若願

意的話，在人不可能的事都可以成就。 

 

這個預言是否已經實現？我認為 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獨立是這個預言的

實現的開始，可是，v.14 提到上帝會將祂的靈放在以色列裡面，這個應許是

連接上一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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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許（v.27），這個部份的應許似乎仍未實現，有待在大災

難中猶太人認識主耶穌是彌賽亞後才實現。 

 

v.11「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乾了，我們的指望失去了，我們滅絕淨盡

了。」，這裡描述了猶太人在漫長的亡國日子中的灰心絕望。所以上帝要透

過先知給他們激勵/安慰和盼望，上帝用了多個「我必」（v.5，6，12，14）

來表示祂的決心。 

 

v.15-23 兩杖合一的異象和潔淨的應許 

 

所羅門王之後，耶羅波安帶領以色列的 10 個支派背叛分離出去，自行建立

了北以色列王國(代下 10:16,17)，只留下兩個支派成為南猶大國，自此以色

列一直處於分裂狀態。這期間兩個王國之間一直存在著彼此的仇視，忌恨與

戰爭，希西家王與約西亞王曾企圖修好（代下 30:1; 34:6-7, 9），可惜為期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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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先知以賽亞、耶利米都曾預言兩國的復合。北國在主前 722 年被亞述國

所滅，南國在主前 586 年被巴比倫所滅，在 1948 年復國前這個兩杖合一的

預言無法實現，但 1948 年後以色列是統一的王國，預言已實現在我們眼

前，而「將以色列人從他們所到的各國收取，又從四圍聚集他們，引導他們

歸回本地。」（v.21）的應許正在進行中。 

 

v.18 看到民眾見到這些不可能發生的事困惑的反應：他們「問你說：‘這是

什麼意思？你不指示我們嗎？」。 

 

v.23 預言兩國復合後，他們將會丟棄偶像和其他罪過，上帝要潔淨他們，這

部份的預言尚未應驗，因今天以色列大部份人都離棄上帝，雖然不是敬拜巴

力之類的外邦假神，但一切取代上帝的都是偶像，今天的以色列可以說是個

離棄神和拜偶像的國家。 

 

v.24-v.28 平安永約的應許 

 

v.24 和 v.25 預言「我的僕人大衛必作他們的王」，聖經中多處預言將來彌

賽亞是大衛的後裔，將坐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世界。這裡提到的「僕人」，

就如以賽亞書中稱耶穌為僕人，他取代和完成原來的僕人（猶太人）未能達

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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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眾子若守我的約和我所教訓他們的法度，他們的子

孫必永遠坐在你的寶座上。（詩篇 13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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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就有坐大衛寶座的君王和首領，他們與猶大人，並耶路撒冷的居

民，或坐車，或騎馬，進入這城的各門，而且這城必存到永遠。（耶

利米書 17：25） 

 

耶和華如此說：要寫明這人算為無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為他後

裔中再無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猶大。（耶利米書

22：20）注意：耶穌透過馬利亞作為大衛從兒子拿單而出（路加 3：

31 ...拿單是大衛的兒子...），避過了這個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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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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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以色列人必歸回，尋求他們的 神─耶和華和他們的王大衛。在

末後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歸向耶和華，領受他的恩惠。（何西阿書

3：5）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壞的建

立起來，重新修造，像古時一樣...（阿摩司書 9：11） 

 

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 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路

加福音 1：32） 

 

「弟兄們！先祖大衛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對你們說：他死了，也葬埋

了，並且他的墳墓直到今日還在我們這裡。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 

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你們釘在十

字架上的這位耶穌， 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29-

30，36） 

 

v. 24 當彌賽亞掌權時，猶太人會「順從我的典章，謹守遵行我的律例」，

這是呼應前面有關他們將來會被潔淨，有能力遵守上帝賜給他們的誡命典

章。這個預言顯然尚未成就。 

 

v.25「必住在我賜給我僕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們列祖所住之地。他們和他

們的子孫，並子孫的子孫，都永遠住在那裡。」聖經多處預言他們將來被招

聚必定是回到應許之地。v.26 也再強調「安置在本地」。 

 

v.26 「又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所，直到永遠」。在千禧年第四聖殿將會被

建立（第三聖殿是大災難前敵基督為了欺騙猶太人建成，很可能在大災難末

期被毀）以西結書 40-48 中以西結看見聖殿的異像很可能就是第四聖殿，在

千禧年中成為猶太人紀念從前祭祀的聖殿。 

 

v.25，26 和 v.28 上帝都提到「直到永遠。」因此，這一段中描述的「大衛的

子孫」永遠作王、「以色列子孫」都永遠居住在地上，v.27 特別提到「我的

居所必在他們中間。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和 v.28 提

到「我的聖所在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乃指向將來在天家（新天新地）

神與人同居，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

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啟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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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38:2「人子啊，你要面向瑪各地的歌革，就是羅施、米設、土巴的王發預言攻擊

他， 

38:3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羅施、米設、土巴的王歌革啊，我與你為敵。 

38:4 我必用鉤子鉤住你的腮頰，調轉你，將你和你的軍兵、馬匹、馬兵帶出來，

都披掛整齊，成了大隊，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劍。 

38:5 波斯人、古實人，和弗人（又作利比亞人），各拿盾牌，頭上戴盔； 

38:6 歌篾人和他的軍隊，北方極處的陀迦瑪族和他的軍隊，這許多國的民都同著

你。 

38:7「那聚集到你這裡的各隊都當準備；你自己也要準備，作他們的大帥。 

38:8 過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後之年，你必來到脫離刀劍從列國收回之地，

到以色列常久荒涼的山上；但那從列國中招聚出來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 

38:9 你和你的軍隊，並同著你許多國的民，必如暴風上來，如密雲遮蓋地面。」 

38:10 主耶和華如此說：「到那時，你心必起意念，圖謀惡計， 

38:11 說：『我要上那無城牆的鄉村，我要到那安靜的民那裡，他們都沒有城牆，

無門、無閂，安然居住。 

38:12 我去要搶財為擄物，奪貨為掠物，反手攻擊那從前荒涼、現在有人居住之

地，又攻擊那住世界中間、從列國招聚、得了牲畜財貨的民。』 

38:13 示巴人、底但人、他施的客商，和其間的少壯獅子都必問你說：『你來要搶

財為擄物嗎？你聚集軍隊要奪貨為掠物嗎？要奪取金銀，擄去牲畜、財貨嗎？要搶

奪許多財寶為擄物嗎？』 

38:14「人子啊，你要因此發預言，對歌革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到我民以色列安

然居住之日，你豈不知道嗎？ 

38:15 你必從本地，從北方的極處率領許多國的民來，都騎著馬，乃一大隊極多的

軍兵。 

38:16 歌革啊，你必上來攻擊我的民以色列，如密雲遮蓋地面。末後的日子，我必

帶你來攻擊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顯為聖的時候，好叫他們認識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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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7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在古時藉我的僕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說的，就是你嗎？當

日他們多年預言我必帶你來攻擊以色列人。」 

38:18 主耶和華說：「歌革上來攻擊以色列地的時候，我的怒氣要從鼻孔裡發出。 

38:19 我發憤恨和烈怒如火說：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動， 

38:20 甚至海中的魚、天空的鳥、田野的獸，並地上的一切昆蟲，和其上的眾人，

因見我的面就都震動；山嶺必崩裂，陡巖必塌陷，牆垣都必坍倒。」 

38:21 主耶和華說：「我必命我的諸山發刀劍來攻擊歌革；人都要用刀劍殺害弟

兄。 

38:22 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罰他。我也必將暴雨、大雹與火，並硫磺降與他和

他的軍隊，並他所率領的眾民。 

38:23 我必顯為大，顯為聖，在多國人的眼前顯現；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160 
 

以西結書第 38 章（一） 

 

第 38 和 39 章預言了一場多國聯軍攻擊重新建國後的以色列，是一場慘烈的戰爭，上帝幫

助以色列擊潰聯軍，要七個月時間才完成埋葬死亡的敵人。這段預言不容易解釋，首先要

明白這場戰爭並不是啟 20：7 中記載的歌革和瑪各戰爭，那個戰爭應該是另外的一場戰

爭。以西結書內記載的內容其實不容易明白，特別是：聯軍包括甚麼國家？這場戰爭在何

時發生？如何納入末世的時間表內？ 

 

甚麼國家包括在聯軍陣營？ 

 

v.2 提到「瑪各地的歌革」。 瑪各（Magog）是地，乃是一個國家或民族，而歌革

（Gog）則不是地名或國家／民族的名字，而是一個人的名字，v.2 和 v.3 都解釋

說：歌革就是羅施、米設、土巴的王，這場攻擊以色列的戰爭是由他發起和領導

的，他也是上帝的敵人（「我與你為敵」）。 

 

這一章共有九個國家／民族：瑪各（Magog），羅施（Rosh）、米設（Meshech 土

巴（Tubal，三王都以歌革為王）、波斯人（Persia）、古實人（Cush），和弗人

（又作利比亞人）（Put）（v.5）歌篾人（Gomer），北方極處的陀迦瑪族

（Togarmah）。 當然，這些國家名稱是要以西結時代的國名，根據猶太人歷史學

家 Josephus（約西弗）推算今天的名稱如下： 

 

1. 瑪各(Magog)，是挪亞之孫，雅弗的次子，約西弗稱他們是西古提人 

Scythians(一般稱塞西亞人 )，是一支野蠻凶猛的游牧民族，最初原居住在裡

海及高加索山北一帶，後來把歌蔑人自裡海之北逐出，移居其地，又在主前 

632 年，越過高加索山，入侵瑪代、亞述、米所波大米、敘利亞、迦南、遠

及埃及等地，此一族人支派甚多，時沒時現，其中最著名的是帕提亞人。但

亦有學者認為瑪各是愛琴海中的 Lydia 島。 

 

瑪各應該是第七和第八世紀從中亞洲移居到蘇俄南部的一些國家，包括今天

的：Kazakhstan，Afghanistan, Uzbekistan, Tajikistan 和烏克蘭等地。 

 

2.羅斯（Rosh）根據 19 世紀歷史學家 Gesenius 分析，羅斯人居住在今天的

俄羅斯，因此羅斯應該是今天的蘇俄。 

 

3. 米設和土巴是位於黑海沿岸的北部國家，以西結書 27：13 提到泰爾（推

羅，西頓）時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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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地方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4. 波斯（Persia）最容易辨認，就是今天的伊朗。在但以理／以西結的時

代，波斯是善待以色列人的，波斯王古列釋放以色列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和

城牆，最近以色列發行 70 年建國金幣，將古列和特朗普的肖像放在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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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今天伊朗的國名是 1935 年才被採用，之前一直是叫做波斯。伊朗在

1979 年之前十分親西方，如今是個極權的回教國家，極度反美和反以色

列。 

 

5.古實（Cush），猶太史家約瑟夫 Josephus 說古實就是埃塞俄比亞

（Ethopia），因此有些聖經的譯本將古實翻作埃塞俄比亞，Ryrie Study Bible

認為其實是今天的蘇丹（Sudan），乃在非洲埃及的南部。 

 

6. 弗（又作利比亞）（Put），猶太史家約瑟夫 Josephus 認為弗就是今天在北

非的利比亞（Libya）。 

 

7. 歌篾（Gomer），猶太史家約瑟夫 Josehpus 認為歌篾即加拉太（Galatia），

乃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內，因此歌篾亦是指土耳其。 

 

8. 陀迦瑪（Togarmah），位於現今土耳其的東北部，黑海的東南岸，因此陀

迦瑪亦是指土耳其。 

 

綜合以上，以西結書第 38 章這場大戰中攻擊以色列的列國如下： 

 

以西結書第 38 章國名 現今國名 

瑪各（Magog） 中亞洲 

羅施（Rosh） 蘇俄 

波斯（Persia） 伊朗 

古實（Cush） 蘇丹 

弗(Put) 利比亞 

米設（Meshech） 土耳其 

土巴（Tubal） 土耳其 

歌篾 (Gomer) 土耳其 

陀迦瑪（Togarmah） 土耳其 

 

注意：將來攻擊以色列的國家當中，沒有包括以色列鄰近的 回教國家，包括黎巴

嫩、敘利亞、約旦、埃及和阿拉伯國家，解經家有許多猜測為何將來這些國家不會

加入攻擊以色列，可能當時以色列已經與他們結盟，因為預言中描述當時以色列正

「安然居住」（v.5，v.14） 

 

2. 這些攻擊以色列的國家當中，最重要的是：蘇俄、土耳其和伊朗，而這三個國家

近年已經進駐敘利亞，成為所謂「鐵三角」，他們已經在以色列的北方虎視眈眈。

一向土耳其都親西方，是 NATO 聯盟國之一，近年由獨裁者 Recep Tayyip Erdoğan

上場，成為極端的回教國家，對以色列和美國十分仇視。伊朗在 1979 年之前亦是

親西方，之後成為極端回教國家， 亦成為以色列和美國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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