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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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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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3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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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在千禧年後發生的戰爭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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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實的戰爭還是比喻？ 

 

上帝吩咐以西結先知詳細地記下戰爭的細節，包括參加的國家和民族、以色列當時

的情況、和上帝保守以色列和擊退強敵的情況，可見戰爭是真實發生的。可是，近

年興起的「無千派」認為以色列在末世已經被教會替代，因此這場戰爭與以色列國

和以色列人無關，所指的乃是在末世教會將會遭受重大的逼迫，因此這場戰爭並非

真正列國攻打以色列，而是預言教會將受到大災難。但本人對整個替代神學不應

同，認為歌革、瑪各地戰爭是真實會在末世以色列出現的。 

 

甚麼國家將聯合攻擊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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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a）、古實（Cush），和弗（又作

利比亞人）（Put）（v.5）歌篾（Gomer），北方極處的陀迦瑪（Togarmah）。 

 

這九個名稱大部份在創世記第 10 章出現，這章聖經敘述挪亞的後代和邦國的由

來。九個國／民族中，瑪各，羅施、米設、土巴，歌篾和陀迦瑪都是挪亞兒子雅弗

的後裔。他們分佈的位置約在「東至伊朗、西至西班牙，土耳其、及地中海的小

島」。古實和弗乃挪亞另一個兒子含的後裔，他們分佈在「非洲、阿拉伯半島、美

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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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歷史學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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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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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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蘇聯內的「斯坦」國：哈薩克斯坦 Kazakhstan、吉爾吉斯斯坦

Kyrgyzstan、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等，亦包括阿富汗和烏克蘭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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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 39：2 提到「使你從北方的

極處上來」，似乎只有蘇俄是在以色列的極北。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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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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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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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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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今天是極端

的回教國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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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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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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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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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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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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俄羅斯要在這

場末世戰爭中扮演重要（甚至領導）的角色，它必須從北方下駐到中東，一向俄羅

斯都在中東沒有據點，其中的原因是美國在中東的政策重點是要排斥俄羅斯插手中

東，但近年由於奧巴馬政府撤離中東，令敘利亞（Syria）局勢緊張，加上 ISIS 佔

領部份敘利亞領土，敘利亞強人亞撒（Assad）為了自保，除了向以朗尋求保護之

外，更邀請俄羅斯普京進駐，令俄羅斯在中東有了永久性的立足點，並與伊朗更強

化盟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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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與土耳其的關係更值得注意。土耳其本來相當親西方，是 NATO 聯盟國之

一，但自從現任總統強人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2003 上

台以來，逐步成為獨裁的傳統回教主義強人。2015 年十一月土耳其在敘利亞邊境

擊落俄羅斯戰機，兩國關係一度惡化，加上去年十二月俄羅斯大使在土耳其首都安

哥拉被公開行刺，兩國關係理應更為惡劣，怎知近日兩國宣佈加強盟友關係，即俄

羅斯、土耳其和伊朗成為鐵三角，對以色列開始虎視眈眈。 

 

伊朗在 1979 年之前 1979 年以前，伊朗在巴列維（Mohammed Reza Pahlavi）王朝統

治下完全親向美國，之後成為極端回教國家， 亦成為以色列和美國的敵人。 

  
 

誰是歌革（Gog）？ 

 

我們上面提到歌革應(Gog)該是一個人，這個人從北方來的領導聯軍（特別是俄羅

斯、土耳其和中亞細亞地區的軍隊）、他被上帝稱為敵人（v.2）、他要作聯軍的

大帥（v.7）、他被稱為「王」（39：1）、他要「心必起意念，圖謀惡計」

（v.10）、他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自己不義的野心和貪婪，故要擄掠財物（v.10, 

12）、他曾被眾先知預言會出現（v.17）、在第 39 章中他被耶和華擊倒，他的墓

地在哈們歌革谷（39：11）。 

 

這個名為歌革的王、攻擊以色列聯軍之首，到底會是誰？聖經沒有清楚指出，但他

相信會是從六個國家中出來的一個領袖，似乎是從三個最主要的國家：蘇俄、土耳

其和伊朗三個國家出來比較有可能，以現今世界的國家實力來看，這個人是從蘇俄

而出是很有可能的。 

 

這個人應該不是末世要出現的敵基督，但假如這場戰爭的時間是在七年災難的初期

開始，歌革是應該認識敵基督，或者得到敵基督默許支持，但歌革不是敵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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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人子啊，你要向歌革發預言攻擊他，說主耶和華如此說：羅施、米設、土巴

的王歌革啊，我與你為敵。 

39:2 我必調轉你，領你前往，使你從北方的極處上來，帶你到以色列的山上。 

39:3 我必從你左手打落你的弓，從你右手打掉你的箭。 

39:4 你和你的軍隊，並同著你的列國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將你給各類

的鷙鳥和田野的走獸作食物。 

39:5 你必倒在田野，因為我曾說過。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39:6 我要降火在瑪各和海島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39:7「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顯出我的聖名，也不容我的聖名再被褻瀆，列國人就知

道我是耶和華─以色列中的聖者。 

39:8 主耶和華說：這日事情臨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說的日子。 

39:9「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撿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梃杖、槍矛，都當

柴燒火，直燒七年， 

39:10 甚至他們不必從田野撿柴，也不必從樹林伐木；因為他們要用器械燒火，並

且搶奪那搶奪他們的人，擄掠那擄掠他們的人。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39:11「當那日，我必將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東人所經過的谷，賜給歌革為墳

地，使經過的人到此停步。在那裡人必葬埋歌革和他的群眾，就稱那地為哈們‧歌

革谷。 

39:12 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個月葬埋他們，為要潔淨全地。 

39:13 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們。當我得榮耀的日子，這事必叫他們得名聲。這是

主耶和華說的。 

39:14 他們必分派人時常巡查遍地，與過路的人一同葬埋那剩在地面上的屍首，好

潔淨全地。過了七個月，他們還要巡查。 

39:15 巡查遍地的人要經過全地，見有人的骸骨，就在旁邊立一標記，等葬埋的人

來將骸骨葬在哈們‧歌革谷。 

39:16 他們必這樣潔淨那地，並有一城名叫哈摩那。 

39:17「人子啊，主耶和華如此說：你要對各類的飛鳥和田野的走獸說：你們聚集

來吧，要從四方聚到我為你們獻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獻大祭之地，好叫你們

吃肉、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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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8 你們必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領的血，就如吃公綿羊、羊羔、公山羊、公

牛，都是巴珊的肥畜。 

39:19 你們吃我為你們所獻的祭，必吃飽了脂油，喝醉了血。 

39:20 你們必在我席上飽吃馬匹和坐車的人，並勇士和一切的戰士。這是主耶和華

說的。」 

39:21「我必顯我的榮耀在列國中；萬民就必看見我所行的審判與我在他們身上所

加的手。 

39:22 這樣，從那日以後，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 神。 

39:23 列國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擄掠是因他們的罪孽。他們得罪我，我就掩面不

顧，將他們交在敵人手中，他們便都倒在刀下。 

39:24 我是照他們的污穢和罪過待他們，並且我掩面不顧他們。」 

39:25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使雅各被擄的人歸回，要憐憫以色列全家，又為我

的聖名發熱心。 

39:26 他們在本地安然居住，無人驚嚇，是我將他們從萬民中領回，從仇敵之地召

來。我在許多國的民眼前，在他們身上顯為聖的時候，他們要擔當自己的羞辱和干

犯我的一切罪。 

39:27【併入上節】 

39:28 因我使他們被擄到外邦人中，後又聚集他們歸回本地，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

華─他們的 神；我必不再留他們一人在外邦。 

39:29 我也不再掩面不顧他們，因我已將我的靈澆灌以色列家。這是主耶和華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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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 39 章 

 

這章是上一章有關瑪各地歌革的一場大戰，重點是戰爭的下場和戰爭的意義。 

 

v.1-v.7 重覆第 38 章的主題 

 

v.1 上帝要與歌革為敵--與 38：1-2 主旨相同 

 

v.2 他們出來發動戰爭，是耶和華帶領他們，與 38：4 和 38：8 並 38：17 的

主旨相同。 

 

v.3-v.6 預言他們被擊敗，與 38：18-22 敘述的相同。 

 

v.7 當耶和華將他們擊敗時，列國便知道耶和華是以色列的聖者，與 38：23

中的主旨相同。 

 

v.8 這場戰爭是甚麼時候出現？ 

 

這一節提到上帝說：「這日事情臨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說的日子。」，

到底這戰爭是何時出現，有許多爭論： 

 

38：8，11，14， 39：6 都提到一個很奇怪和特別的時候／日子： 

 

那從列國中招聚出來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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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1） 

 

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38：14） 

 

在瑪各和海島安然居住的人身上（39：6） 

 

38 章前面預言以色列骸骨復活，以色列人從世界各地被召聚回以色列地， 

並且蘇俄、土耳其和伊朗鐵三角亦逐步形成，回教也成為六個國家（蘇俄除

外）共同的凝聚力，可能其他回教國家（大多十分敵視以色列）亦會加入，

目前只差一項預言未實現：以色列進入和平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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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1） 

 

1. 戰爭已經過去(在歷史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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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自從此 3 千年前大衛和所羅門時代之後到今天，從來都沒有見到太

平的情況，連今天的以色列，雖然擁有先進武器和善戰的軍隊，也是擁有核

武，但他們從未能得到和平，絕對不能夠稱得上「安然居住」，因此這場戰

爭必定是仍未實現的預言。加上 38：8 提到「到末後之年」和 38：16 提到

「末後的日子」，必定是與主耶穌第二次回來有關。 

 

以色列在歷史上雖然耶路撒冷被攻陷多次，但從來沒有被世界多國聯軍攻

陷，從巴比倫到羅馬都是被一國供陷，因此戰爭應該未出現。 

 

2. 在大災難和教會被提之前？ 

 

Left Behind 叢書作者 Tim LaHaye 和 Jerry Jenkins 等都認為這場戰爭是在教會

被提之前，回教國家戰敗後敵基督乘機讓猶太人在聖殿山重建第三聖殿。39

章中多次提及戰爭過後撿拾武器火燒七年（39：9），這段時間剛好是大災

難的時間。 

 

可是，這個看法忽略了先知提到「到末後之年」和「末後的日子」，這些通

常都是指向「雅各遭難的時候」（耶利米書 30：7），也就是大災難的日

子。這個時候是在大災難中敵基督掌權的時間，敵基督還未開始與以色列簽

訂和約，以色列不可能有不設防的「安然居住」日子。並且許多猶太人要在

大災難中逃走，（馬大 24：15-16），他們將無法在下年內處理埋葬死人的

事宜。 

 

3. 在教會被提之後，但大災難未來臨這段期間？ 

 

教會被提與大災難當中可能有一段時間，當時世界一定很混亂，這六個國家

可以乘機突襲以色列，他們被擊敗後，回教世界可能亦十分混亂。敵基督開

始擴張勢力，帶來和平，讓以色列在聖殿山重建聖殿。但這個時間表無法解

釋為何以色列當時在敵基督帶來和約前能夠安然居住。 

 

4. 在七年大災難初期？ 

 

以色列似乎只有與敵基督訂立和約後才有短暫的和平（「安然居住」），因

此這場戰爭可能是在大災的初期（前三年半）。假如教會在災前已經被提，

這場戰爭令到回教國家大受打擊，歐洲新羅馬乘機再興起，在大災難中敵基

督與假先知操控了全球政治與宗教，形成大合一的狀況，與啟示錄中描述的

似乎吻合。可是，假如上帝在大災難初期已經拯救以色列，為何又將她交給

敵基督的手中迫害呢？ 

 

5. 在大災難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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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解經家相信這場戰爭與啟示錄 16 章和 19：19 中的「哈米吉多頓」大災難

中最後一戰是同一個戰爭。但聖經其他經文（約珥書 3：2，西番雅書 3：

8，撒迦利亞書 12：3， 14：2）都提到最後一戰是全世界都在內，不像以西

結書這裡只列出 6 個地區和國家。在大災難末期以色列也不可能「安然居

住」。 

 

6. 在千禧年的初期？ 

 

這個時間基督已經在地上掌權，以色列進入「安然居住」的情況，但聖經中

沒有提到在千禧年初期地上有戰爭，進入千禧年的都是信徒，何來像歌革這

樣的上帝敵人？ 這段時間撒旦被捆綁，地上是一片太平，直到撒旦在千禧

年結束前被釋放，地上才有最後一場戰爭。 

 

7. 在千禧年末期？ 

 

這個看法要將以西結書 38-39 章的戰爭與啟示錄 20 章的戰爭變成一樣的戰

爭，但這兩場戰爭有許多不同點：以西結書的戰爭是從北方下來，啟 20 的

戰爭是中四方列國來；以西結書的戰爭是由歌革為首領，啟 20 的戰爭是以

撒旦為首領；以西結書的戰爭是為了經濟原因（要搶奪財貨），啟 20 的戰

爭是為了攻擊信徒；以西結戰爭後有 7 年要檢械，啟 21 章戰爭後馬上有白

色寶座大審判，根本沒有 7 年時間去收拾屍骸。 

 

8. 最新的時間看法：大災難中的延續 

 

Andy Wood 博士近年提出，這場戰爭分別在 38 和 39 章敘述，我們不必看為

一件事，有人將兩章聖經分開，成為前段和後段。以色列復國（骸骨復

活）、回歸以色列地、然後進入大災難，在大災難的初期敵基督與以色列結

盟，幫助興建第三聖殿。戰爭在大災難開始時進行，39：9 敘述火燒的 7 年

便是整個大災難時期，39：21 之後是敘述大災難尾段以色列人終於認識耶

穌就是彌賽亞，全民歸主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