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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導論 
 

1. 主題特色  

A. 「他們必知道我是神」是本書的句，出現接近七十次，先知的使命是要說明：

引致選民被擄受苦的原因之一乃是神的管教，為要使選民認識耶和華是獨一真

神。  

B. 以西結強調「神的榮耀」：以色列所以被耶和華棄絕，是因他們犯罪褻瀆了神的

聖名，以致神的榮耀離開了聖殿 (參 10:18; 11:23)；將來以色列蒙復興時，神要

親自尋找失喪的羊，醫治以色列背道的病，那時神的榮耀將重回聖殿，本書即

以神在以色列中間重立聖所結束 (參 40-48)。  

C. 以西結是個常見「異象」的先知，他雖然住在巴比倫被擄的猶太人當中，但他

透過超人的能力得與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聯繫 (8-11, 37 章)，藉著一些希奇古怪的

象徵動作 (3:15, 3:24-27, 4:4-8, 24:16-18 )，向耶路撒冷的百姓說預言，使先知成

為謎樣的人物。除了口傳外，以西結特別多藉著象徵性動作來傳遞神的信息：

例如妻子死了不舉哀、吞下書卷、剃髮和封口等怪異舉動，都是以西結的佈道

的方法。  

D. 38-39 章有關「歌革」的預言，更是歷來學者爭論的焦點。書中有關將來的異象

(包括聖殿的結構和歌革的預言)，大概不能完全以字面解釋和應驗，它們往往象

徵具有豐富屬靈意義的事物 。 

 

2. 「以西結」先知  

A. 以西結原為「上帝是剛強」，或譯為「願上帝使之剛強」。大約與耶利米先知 

同時代。  

B. 他出身於祭司家庭 (參 13)，本是耶城的祭司，但在主前 597 年與猶大王約雅 

斤、貴胃和一些百姓被擄到巴比倫 (參王下 24:10-16)，定居在迦巴魯河沿 

岸，靠近尼普爾的村落。   

C. 被擄後第五年 (593BC)，以西結蒙召先知。此後在被擄的人當中事奉至第廿七 

年 (571BC)，即共事奉了 22 年。(參 1:1-3; 29:17)。  

D. 按猶太傳統，以西結先知亦是為傳講上主的信息而殉難的。  

E. 他蒙召後的工作可分為三段時期： 

 受召至耶路撒冷陷落 (593-587BC)  

先知主要使被擄者不再依仗耶城和聖殿的存在，乃要回轉悔改。 (4-12, 

16-17, 19, 21-24 章)  

 耶路撒冷陷落約後一年 (586-585BC)  

惡人必亡、忠者必救。這責罪惡 (列邦)，預言大衛家作好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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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21; 13:3,6,9; 18:1-20, 25-32 章 33:1-20; 34:1-31)  

 585BC 至生命的终 

無條件性的救恩，以色列國重合和昌盛 (36-37 章)。敵視者必遭難  

(38-39 章)，上主回來重建聖殿 (40-48 章)，並賜新心、新靈 (36:26-28)  

 

結 36:26 -28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

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

守遵行我的典章。你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祖先之地；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

作你們的神。」 

 

3. 歷史背景  

A. 歷史與先知是有著一定的關連，先知說話肯定不可能脫離歷史場合，因先知

乃在具體特定的社會環境宣告上帝的說話。  

B. 先知正處於被擄群體中 (597BC 被擄)，面對失落和沮喪的一群。被擄之人將他

們整個希望都寄望在耶城和聖殿上，但先知卻告訴他們耶路撒冷聖殿都將被

毀。這信息一方面是要被擄的同胞勿再依賴屬地的物質和權勢，另一方面也

在心理上給他們準備好來接受耶路撒冷聖殿將被毀的現實。  

C. 先知的使命是牧養和安慰在被擄中的人，所以他祈願上帝便他們得以剛強。  

D. 因此，為了回應當代的危機，以西結所傳講的信息可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譴責以色列人的罪惡，及宣告上帝對罪的懲罰；  

 第二部分主要是在猶大淪亡以後宣講的 (參 33:21) ：先知為了安慰在絕

望中的以色列被擄之民，開始宣佈上帝的安慰與應許，表明神並非永遠

棄絕祂的子民，以色列人至終必蒙復興，並且回到故土重建家園。  

 

4. ruah 的解釋 

A. 以西結書中常用的一個名詞是 ruah，大約可有四個解釋：  

 首先最原始的意思是指「風」或「風向」  

如 1:4 中的「狂風」；17:10「東風」；5:10 「四方」(原作「四風」)  

 指「生命氣息」 如：在 37:1-14，先知發預言命令風吹入骨骸給予氣息 

36:26 耶和華給予新「靈」指新生命氣息這裡也指「意向」 

(如：20:32 的「心意」)  

 指耶和華的靈、即聖靈 (如：36:27；37:14)  

 先知蒙召時有一獨特的現象，即有無比的神聖力量推使先知 

如：2:2 譯作「靈就進入我裡面」，這樣的說法只有以西結書才有。 



 3 

5. 作者問題  

A. 傳統認為以西結即本書的作者。但有學者認為一小部分可能是先知的門徒在編 

輯時加上的解釋。  

 

6. 本書大綱  

A. 先知蒙召 (1:1-3:21)  

B. 先知象徵性的動作 (3:22-5:17)  

C. 審判的宣告 (6-1-7:27)  

D. 審判耶京聖殿的異象 (8:1-11:25)  

E. 以色列及耶京的審判 (12:1-24:27)  

 象徵性動作表明神審判的真實 (12:1-20)  

 真假先知的言語 (12:21-14:11) 

 無可避免的災難 (14:12-23)  

 以比喻描寫耶京的審判 (15:1-17:24) 

 各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18:1-32)  

 為王室作哀歌 (19:1-14) 

 以色列人悖逆的歷史 (20:1-44) 

 火和刀劍的比喻 (20:45-21:32) 

 對耶京的控訴和刑罰 (22:1-24:27) 

F. 預言列國受審判 (25:1-32:32)  

 審判亞捫、摩押、以東、非利士 (25:1-17)  

 審判推羅、西頓 (26:1-28:26)  

 審判埃及 (29:1-32:32) 

 

G. 復興的盼望 (33:1-37:28)  

 先知作守望者 (33:1-33) 

 以色列的牧者 (34:1-31)  

 西珥山與以色列山 (35:1-36:15)  

 神復興以色列家 (36:16-37:28)  

 

H. 有關歌革預言 (38:1-39:29)  

I. 聖殿的異象 (40:1-48:35) ,  

 聖殿的架構和設備 (41:1-43:27)  

 有關祭司的律例 (44:1-31) 

 有關聖地和獻祭的律例 (45:1-46:24) 

 生命的江河 (4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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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的四境與分配 (47:13-48:35)  

 

7. 內容  

A. 審判的宣告 (1-24 章)  

 先知蒙召 (1-3 章)  

 蒙召異象在眾先知書中是描述得最長的。  

 1:4 火及雲是象徵神的顯現。  

 四活物及 1:28 節的描述皆表示神榮耀的同在。  

 而耶和華出現在巴比倫是打破了傳統的框框，因為外邦地是視為不潔

的。  

 異象中是講述了對以西結的差遣，也同時警告他這是不易完成的，因

為國民心硬，難以悔改 (2:3 叛逆)，必然有很多阻力。  

 從以西結中可看到以賽亞及耶利米兩位先知的影響，從 2:6 神勸勉以

西結中，多少反映著耶利米的經驗，而 2:8-3:3 也直接與耶利米有關，

耶在 15 章也有提及類似的說話。另外賽在 6 章也看見神的榮耀，但沒

有像以西結般詳盡。  

 

 預言聖城被毁 (4-7 章)  

 有很多象徵性的舉動。例如：4:1-3 城被圍及攻打。4:4-8 規定以西結

睡時的特別方式，象徵以色列人的罪，表示耶城被攻破為止。食物也

有規定，好像要配給一樣，表示耶城被圍時缺糧缺水，也缺燃料。5

章也有象徵性的行動剃頭，分三份，一是要燒、一是要砍碎、一是要

風吹，而幾根包在衣中，表示城被圍時人被殺、被擄、被趕散等情

況。  

 7:1-2 是要顯示結局到了。要他們知道不能存僥倖的思想。  

 聖殿被毀的異象 (8-11 章)  

 8 章所看見的與第一章相似，但說到神的同在要離開聖殿。 

 神的離開表示神離棄這地方，是帶有審判之意。  

 民眾及領袖受詛 (12-14 章)  

 12 章的象徵性行動：扮演難民預告耶城被毀及被擄。  

 12:21-14:11 討論假先知的問題，以西結叫他們不要有錯誤的指望，

14:12 就算是三人祈禱也不能救百姓。  

 審判比喻 (15-24 章)  

 15-19 章有幾個的寓意，是講述以色列人的處境。  

 15 章：耶城像無用的葡萄樹，不結果子。  

 16 章：以色列人形容作不忠的婦人或妻子，與神的憐憫形成很大的對

比。(23 章是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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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章：經文內容不明顯，以鷹、香柏樹、葡萄樹為喻，有學者認為是

指西底加曾想背叛巴比倫的事情。  

 18 章：是討論律法的問題，主要是回應百姓當時流行的一句俗語 

(18:2)下一代的人要承受上一代人所犯的後果。其實神要說明他們不用

推卸責任，死亡是表示他們本身有罪。 

 19 章：挽歌，哀悼猶大國的滅亡。以色列人像葡萄樹，初盛而後被

擄。  

 20 章：歷史的回顧。 

 21 章：有一共同的主題 “刀”表示審判之意 (1-2 節)。  

 22 章：他們要負殺人流血的罪 (4 節)。而神有一大鎔爐，要煉以色列

人，但不成功。  

 23 章：歷史回顧，以色列人背叛神。  

 24 章：24:3-4 耶城像在火中，火是指巴比倫的軍隊，在鍋中的是以色

列人，受著磨練。24 章尾，以西結之妻死，象徵耶城被毀 (24:16)。  

 

B. 預言列國受審 (25-32 章)  

亞捫、摩押、以東、非利士、推羅、西頓、埃及  

 

C. 復興的盼望 (33-48 章)  

 先知作守望者 (33 章)  

 以色列的牧者 (34 章)  

 牧人失責，羊便分散。耶和華要復興民族，就要立一些好牧人。神要親

自牧養羊群 (13 節)。 34 章有救贖的意思。 

  

D. 神復興以色列家 (35-37 章)  

 神的復興要從人的心靈開始。與耶利米所說的類似 (31:31-34 節)：新約是

定立在人的內心，而不是靠外在的律法 (36:26 節)。不同的是這裡提及神

要復興他們是為了自己的聖名 (22 節)。  

 37 章的異象：平原滿骸骨，骸骨是指以色列全家 (11 節) 最後得復興，是

指民族的新生。 37:15 重新合一，指猶大與以色列必成一完整的國家。

37:16 指國家分裂是違背神的旨意。  

 

E. 有關歌革預言 (38-39 章)  

 是 37 章的延續。說以色列人得救及復興，要面對大挑戰及考驗。  

 

F. 新聖殿的異象 (40-48 章)  

 是最長的異象。  

 異象：開頭是耶城重建，而在 43 章便有神的榮耀重返聖殿 (1 節-- 從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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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聖殿再一次恢復。  

 45 章：不只是耶城，以色列地也要復與。講述了土地的分配，復興後的以

色列民不再是政治群體，乃是一個信仰群體。  

 47 章：以西結被帶回聖殿門口，那裡變得像伊甸園。  

 48 章：土地重新分配，像約書亞時一樣。復興的民以神同在為中心 (耶城

表達神的同在) ，各支派圍繞耶城而立。  

 

8. 神學主題  

A . 耶和華神是最重要的主題  

 藉先知的話語、預言及異象，耶和華神向百姓作自我的彰顯/啟示。  

 以西結很少提及神的屬性-- 慈愛、憐憫、公義等，而集中表達的是人要透

過神的行動去認識神。換句話說，人對神的認識是要從實際的經驗去認

識，而不是從抽象的意念。  

 

B. 先知的工作  

 先知不只是一個宣講人，而是宣講的一部份。他整個人，甚至家庭，也

成為訊息的一部份。 例如：4:4-8、24:15-24 (是被動的表達)；4:9-12、

12:3 (是主動的去作)。  

 先知工作的限制是不能硬性要求聽到的人作出改變。神的話語說出來也

要看人的反應才得效果。  

 

C. 審判的宣告  

 「結局到了... (7:2-3)，將審判的宣告表達。  

 「日子快到 (7:7)，指神審判的日子。 

 對以色列人被審判的情況描述得非常慘痛，神的榮耀離開他們，而列國也

要見證這事 (5:8)。  

 

E. 救恩的宣告  

 神的救贖完全與人無關，按人的行為沒理由可以得救。而是由於神為自

己的名而去拯救。  

 以色列人對神及對自己也失望，但神卻重申祂是信實的。  

 在救恩中，神賜人一個新心。復興從改變人的內心開始，使他們有能力

去遵守律法。  

 神重新住在百姓當中，神的榮耀重歸聖殿。等候救贖的同時，百姓要在

目前的處境中去認識自己的罪。(6:9、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