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1-3 月 主 日 學

以 西 結 書
以西結身處於聖殿被毀前，被擄至巴比倫的祭司與堵破口的先知，
也是唯一被稱為人子的先知。神藉以西結向被擄猶太人傳達神對罪
的刑罰及安慰，預言耶路撒冷敗亡之後，分散的以色列餘民將再回
來，重建聖城、聖殿，神的榮耀要回到殿中。 將由此課程學習被
擄的歷史中看先知與代求者、異象與預言、神的約與神的殿、神的
靈與復興、醫治與牧養等。使我們在這末世能站在破口防堵，期待
神的榮耀、神的殿、神的城要恢復，成為耶和華沙瑪（耶和華所在）。

劉梅蕾師母主講

2015 年 1-3 月以西結書課程進度
日期

內容

進度

1/11 第一講

以西結書全貌

1/18 第二講

一. 耶路撒冷被毀之前

1:1-3:21

第一個異象 (神榮耀的彰顯)
1. 以西結承受異象與使命
1/25 第三講

2. 預言耶路撒冷的受審與被毀

4:1-7:27

先知與代求者
2/1

第四講

第二個異象 (神榮耀離開耶路撒冷)

8:1-11:25

1. 預言耶路撒冷受罰與被擄
2/8

第五講

2. 對耶路撒冷的異象與預言 12:1-24:27

12:1-17:24

(1) 被擄受審的預兆,真假先知
2/15 第六講
2/22 第七講
3/1

第八講

(2) 背逆的歷史與刑罰

18:1-24:27

3. 聖約/聖名/聖所
二. 耶路撒冷被攻

25:1-32:32

預言外邦受審（結 25-32 章）
3/8

第九講

三. 耶路撒冷城破（結 33-39 章）

33:1-36:38

1. 預言以色列復興的盼望
(1) 醫治與牧養(真假牧人)
3/15 第十講
3/22 第十一講

(2) 神的靈與復興 (枯骨復生)

37:1-39:29

第三個異象 (神榮耀的再臨) （結 40-48 章） 40:1- 42:20
2. 預言聖殿的重建
(1) 屬靈爭戰

3/29 第十二講

(2) 祭司國度的恢復
3. 預言地業的恢復
(1) 水往東流
(2) 耶和華沙瑪(耶和華的所在)

43:1-48:36

第一講 以西結書全貌

劉梅蕾＠rolcc

一. 背景(王下 24:10-16; 25:1-21; 代下 36:1-16; 但 1:1)
當時北國已被亞述帝國所滅有 120 年之久, 猶大國正值約雅敬為王時,
是巴比倫的屬國. 主前 605 年第一次被擄, 但以理在其中(王下 24:1- 7)
主前 597 年第二次被擄, 以西結在其中 (王下 24:8-16), 雖然神藉先知
不斷呼喚悔改勿拜偶像, 但卻更加不肯棄絕偶像, 終於在主前 586 年,
西底家年間第三次被擄, (王下 24:18-20; 25:1-21) 也被巴比倫完全攻陷
耶路撒冷, 猶大人被擄去離開本地.
二. 以西結其人—原希伯來文之義是 “神堅固”
1. 具有祭司(1:3)及先知(2:3-5)的雙重身份
2. 是有家室的人( 24:15-18)
3. 是被擄時期的先知(1:1)
a. 以西結與但以理(結 14:14,20; 但 1:1)
以西結被擄時, 但以理已被擄在巴比倫宮中
b. 以西結與耶利米
他們是同期的先知, 耶利米是在耶路撒冷作先知, 而以西結是在
被擄之地作先知, 但他們都是傳達猶大必因罪受罰
三. 以西結書與啟示錄
以西結所見異象與約翰所書寫啟示錄中之異象類同處
四活物 (結一; 啟四) 哥革與瑪各(結三八; 啟二十)
喫書卷(結三; 啟十) , 新耶路撒冷(結四十-四八; 啟二十一)
生命河(結四七; 啟二十二)
四. 以西結書中的基督: 祂是那四個臉面的人子(結一: 4-10，10:14，20)
馬太福音：獅子－以獅子的特點表明耶穌是君王
馬可福音：牛－以牛的特質表明耶穌是受苦的僕人
路加福音：人－以人的一面表明耶穌是憐憫的救主
約翰福音：鷹－以鷹的特質表明耶穌有屬天的神性

五. 本書的鑰詞
1. “就(必)知道我是耶和華”
2.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 耶和華如此說; 這是耶和華說的
3. 靈; 耶和華的靈; 活物的靈
4. 耶和華的榮耀
5. 以色列剩下的人(餘民)
6. 人子
六. 本書特色:
1. 年代清楚
2. 異象—三個異象
a. 結 1:1-28

神榮耀的彰顯(被擄 5 年 4 月 5 日)

b. 結 8:1-11:25 神榮耀的離開(被擄 6 年 6 月 5 日)
c. 結 40:1-48:35 神榮耀的再臨(被擄 25 年 1 月 10 日)
3. 預言 (直接 寓意 表記 比喻 謎語 行動表徵)
七. 大綱
1. 耶路撒冷被毀之前
a. 以西結見異象承接使命
b. 預言耶路撒冷的受審及被毀

1:1-3:27
4:1-24:27

2. 被擄時期
a. 預言外邦受審

25:1-33:20

b. 預言神榮耀的再臨及耶路撒冷的復興 33:21-48:35

八. 以西結所見異象的時間表：
第五年四月五日 約雅斤王被擄
結 1:2

第五年四月五日（今曆七月）

主前 593
年

結 8:1

第六年六月五日（今曆九月）

主前 591
年

結 20:1

第七年五月十日（今曆八月）

主前 590
年

結 24:1

第九年十月十日（今曆正月）

主前 587
年

第九年十月十日耶路撒冷開始被攻
結 26:1

第十一年五月一日（今曆八月）

主前 586
年

結 29:1

第十年十月十二日（今曆正月）

主前 586
年

結 29:17

第二十七年正月一日（今曆四月）

主前 570
年

結 30:20

第十一年正月七日（今曆四月）

主前 586
年

結 32:1

第十二年十二月一日（今曆三月）

主前 584
年

第十一年四月九日耶路撒冷傾亡
結 32:1

第十二年十二月一日（今曆三月）

主前 584
年

結 32:17

第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今曆三月）

主前 584
年

結 33:21

第十二年十月五日（今曆正月）

主前 584
年

結 40:1

第二十五年一月十日（今曆四月）

主前 572
年

第二講 以西結承受異象與使命

劉梅蕾師母＠rolcc

耶路撒冷被毀之前/第一個異象－神榮耀的彰顯
1. 見神榮耀的異象(1:1-3:15)
時間:約雅斤王被擄第五年(王下 24:10-16)
地點:迦巴魯河邊(巴比倫東南部的一條運河)
情境: 狂風 火的大雲 光耀的精金 顯出四個活物
(1)四活物: 四個臉面(人 獅 牛 鷹) 四個翅膀 四手
基 路 伯 (10:15)
--守護神寶座的天使(創 3:24;出 25:18-22; 26:1,8; 詩 80:1; 99:1
啟 4:6-9)
(2)四輪: 輪中套輪, 活物的靈在輪中, 周圍滿有眼睛
(3)穹蒼之上的寶座—神榮耀的形象
2. 以西結的回應
(1)俯伏在地
(2)聽神的聲音
(3)站起來
(4)順服神

3. 以西結的使命—蒙召作先知
(1)向悖逆以色列民警戒離開惡行
(2)作以色列的守望者
*承受使命不只是一次, 且漸進於等候中越來越明顯
4. 神的靈與以西結承受使命的關係
神的靈進入 使我站起來
舉起 聽見神的聲音
稱頌神
帶往 而去
降在 身上大有能力

＊分享與回應
以西結見異象與神的靈有何關係? 你經歷過神的靈在你身上嗎？如何回應？

第三講 預言耶路撒冷的受審與被毀

劉梅蕾師母＠rolcc

先知與代求者
一. 預言耶路撒冷受罰及審判
1. 被圍困的豫兆—結 4:1-17
A. 畫圍城—耶路撒冷
B. 鐵鏊—攻擊被困
C. 左右側臥—擔當罪孽
D. 作餅
* 飲食受限制
* 吃不潔之物
2. 受罰審判的表徵—結 5:1-7:27
A. 剃髮及剃鬚(耶路撒冷城)
* 三分之一焚燒
* 三分之一砍碎
* 三分之一吹散
B. 災禍臨到(耶路撒冷民)
* 三分之一瘟疫饑荒
* 三分之一刀劍
* 三分之一分散
3. 受審的原因
A. 違背/棄掉 典章/律例 (5:5-7)
B. 沾污聖所(5:11)
C. 拜偶像—淫心 淫行(6:9)
4. 審判的目的—“那時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5:11-13; 6:1-7,9-10,13-14; 7:1-4, 6-9,23-27)

二. 先知與代求者－人子以西結
1. 傳遞神的啟示
2. 發出豫言
3. 是(代求者)守望者
4. 神設立
5. 以自身為豫兆

結 3:17, 33:7
結 4:3， 12:6， 24:24

6. 擔當罪孽

結 4:4-8

7. 歎息哀哭

結 9:4, 11:13

8. 重修牆垣/防堵破口 結 13:4-5, 22:30, 4:1-3
9. 吹角警戒
10.有記號在額上

結 33: 1-6
結 9:4

先知接受啟示的方式
1. 聽神的聲音(結 2:1，3:16…)
2. 內在的靈交
3. 看見異象(結 1:1，8:1-2…，40:2)
4. 被提、被帶(結 8:3,37:1，40:1-2;)
5. 接受啟示而有的影響
a.

身體上(仆倒、靈與體分開、沉睡、無力、甚至生病….)

b.

心境上(悲傷、顛狂、驚懼…)

＊ 作業：
1. 請將審判的目的經文找出，分析一下神要我們知道什麼？
2. 先知與代求者間的關係為何? 請將經文找出?
3. 神要以西結自身的情況來豫兆耶路撒冷的刑罰, 請列舉三個?

第四講

神榮耀離開耶路撒冷

劉梅蕾師母＠rolcc

1. 預言耶路撒冷受罰與被擄
第二個異象(結 8:1-10:22)
*以西結的靈被提至耶路撒冷
一. 預言耶路撒冷受罰與被擄
1. 耶路撒冷拜偶像的情況
a. 院內, 門口有惹忌邪的偶像
b. 挖牆見四壁有一切偶像的圖畫
c. 以色列的長老暗中在各人畫像屋裡所行
d. 婦女為搭模斯哀哭
e. 拜日頭
f. 手拿枝條舉向鼻前
二. 審判臨到 (結 9:1-11)
1. 六位使者擊殺全城
2. 有記號者免災
3. 以西結的代求:“…..豈要將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滅絕麼“
三. 神的榮耀離開
1. 離開聖殿
a. 基 路 伯
b. 火炭撒在城上
c. 神的榮耀離開停在東門口
2. 再說豫言攻擊—肉與鍋
3. 以西結的代求: “你要將以色列剩下的人滅絕淨盡麼”
4. 神的應許: (結 11:16-18)
a. 我雖將以色列全家分散在列邦內, 我還要在他們所到的列邦
暫作他們的聖所
b. 我必從萬民中招聚你們, 從分散的列國內聚集你們, 又要將以色列地賜給你

們….. 除掉一切可憎可厭的物”
c. 合一的心, 新靈, 肉心取代石心
d. 神的榮耀由城中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

＊ 作業:
1. 以色列的長老向神求問, 不蒙回答的原因何在?
2. 求聖靈光照是否我心中也有偶像？
3. 神的榮耀為何離開耶路撒冷? 請分享你經歷過神的榮耀嗎?

第五講

對耶路撒冷的異象與預言

劉梅蕾師母＠rolcc

(1) 被擄受審的預兆, 真假先知

一. 表記式的預言（以自身的狀況作為豫兆）
1. 被擄亡國遷移的表記 (結 12:1-21, 王下 25:1-22,耶 39:1-10, 52:1-10)
a. 悖逆之家
b. 在白日,帶著物件出去, 挖牆, 蒙臉看不見地
豫表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圍以色列家被擄到巴比倫
c. 卻要留下幾個人（結 12:16)
四散在列國, 卻要見證耶和華是神
d. 膽顫憂慮的吃飯喝水
百姓要因被擄, 地土城邑的荒廢而驚惶
2. 喪妻歎息的預兆 （結 24:15-27 ）
二. 直接式的預言
1. 審判必臨到（結 12:22-28）
a. 責備不信的惡心
b. 責備假先知/貧己心的婦女（結 12:1-23）
假先知：堵憑己心發預言, 沒有被神差遣, 以虛謊, 假異象陷人於罪中
沒有盡到站在破口的責任（結 13:4-5, 22:30）
結局：從神百姓的會中被除, 從以色列家的冊上除名,不得重返以色列地
真先知的職份： 堵擋破口, 重修牆垣, 在陣上站立得穩
2. 神沉默不被以色列長老求問的原因
a. 心中有假神（結 14: 1-11）
b. 行可憎之事
c. 有個人或列祖未認的罪 (結 20)
d. 只聽而不遵行（結 33:31-33）
3. 公義的神乃按個人所犯的罪行來審判(結 14:14, 16,18,20-23)

a. 回頭, 除去罪的絆腳石/轉離偶像
b. 若不回轉, 審判的災必臨到—饑荒, 惡獸, 刀劍, 瘟疫
c. 審判時： 義人只能救自己
剩下的人要因神的作為得安慰（12:16, 14:22)
三. 比喻和寓意式的預言
1. 無用的葡萄樹 (結 15:1-8)
a. 以火焚燒
b. 主向耶路撒冷變臉
c. 地土荒涼
原因：行事干犯我
2. 淫婦：喻耶路撒冷的歷史（結 16 章 ）
a. 耶路撒冷出生時的光景—被棄之嬰（創 15:8,1213-21,17:1-8)
--迦南地, 亞摩利人, 赫人
b. 主與耶路撒冷結盟約
--歸於耶和華
--神加威榮使其美貌
c. 耶路撒冷背約行淫
--為自己製造人像
--將兒女經火
--焚獻偶像
--建造高臺, 花樓行淫亂
d. 刑罰將臨到
--耶路撒冷如同妓女受審
--受攻擊, 被毀壞, 奪去, 焚燒
e. 耶路撒冷比撒瑪利亞, 所多瑪更壞
f. 主應許要堅定所立之約（結 16:60-63)

第六講 對耶路撒冷的異象與預言

劉梅蕾師母＠rolcc

（2)被逆的歷史與刑罰

一. 謎語：二鷹二葡萄樹（結 17:1-10, 王下二十四 6～17, 耶 46:26;49:22）
大鷹：1. 指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結 12, 王下 24:10-16）
2. 埃及
宗室中取一人指西底家
香柏樹嫩枝：指大衛王朝的約雅斤王
葡萄樹： 以色列國,猶大人
二. 比喻和寓意式的預言
1. 酸葡萄俗語：父親喫了,兒子的牙酸倒了?? （結 18）
＊ 父/子 行惡？行義？
＊ 神照各人所行的審判（結 18:21-24)
2. 以色列的哀歌： 兩君王的下場 (結 19:1-9)
母獅：喻猶大國
小獅：1. 喻約阿斯（代下 36:1-4; 王下 23:30-34)
2. 喻約雅巾（王下 24:6-16;代下 36:8-10)
3. 葡萄樹見拔（結 19:10-14）喻耶路撒冷傾毀
4. 林木焚燒（結 20:45-49
5. 積薪沸鍋（結 24:1-14）
三. 追述以色列和在位者的敗壞（結 201. 在埃及被逆的歷史
2. 在曠野
3. 在迦南地（以色列）
四. 審判臨及
1. 君王
2. 城市: 耶路撒冷
3. 首領
4. 庶民
* 以西結成為豫兆, 不再啞口

第七講 聖約/聖名/聖所

劉梅蕾師母＠rolcc

一. 神的約與神的名
A. 追念幼年所立之約 (結 16:60)
“我要作你們的神, 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結 11:20; 14:11; 36:28, 耶 7:23; 11:4; 24:7; 30:22;
--利 26:12, 出 6:7; 19:6
B. 神要堅定所立之約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1. 審判: 民: 饑荒 刀劍 瘟疫 惡獸 分散 (結 5:11-13; 6:1-7; 11-13; …)
國: 被擄 被褻瀆 被滅(結 7:6-9; 4:3; 5:15………)
地土: 荒涼 (結 12:20;6:14; ……….)
2. 應許: 永約/平安之約 (結 16:60; 34:23-31; 37:24-26)
a) 新心 新靈, (結 18:31; 36:26, 39:29)
b) 餘民歸回(結 11:16-18; 37:15-21; 28:25; 34:13-14;
36:24; 猶大的杖與以法蓮的杖(結 37:15-21)
c) 地土多出土產, 城邑有人居住(結 36:8-11)
d) 國必復興,列國將要受審
C. 神的名顯為聖 (結 36:21-23; 39:;7)
二. 神的約與聖所 (結 37:24-28)
＊作業：
1. 請就你所知神與以色列幼年時所立的約為何? 這約與神的名有何關係?
2. 請找出以西結書中對餘民應許的經文?

第八講 二. 耶路撒冷被攻

劉梅蕾師母＠rolcc

預言外邦受審 (25-32 章)

I. 預言攻擊外邦
A. 攻擊亞捫 (25:1-7)
受審原因: 對神的聖所被褻瀆, 以色列地變荒涼, 猶大被擄,
高興的拍手頓足
結果: 地將交給東方人為業, 將從萬國中被除滅
B. 攻擊摩押 (25:8-11)
受審原因: 看猶大家與列國無異
結果: 邊界之地被破開, 神必施行審判
C. 攻擊以東 (25:12-14)
受審原因: 攻擊猶大, 向他們報仇
結果: 地將荒涼, 人與牲處畜將倒在刀下, 神藉以色列向他們施報
D. 攻擊非利士 (25:15-17)
受審原因: 向猶大永懷仇恨, 要毀滅他們
結果: 剪除基利提人, 滅決沿海剩下的居民, 神要報復他們
E. 攻擊推羅 (26:1-28:19)
1. 受審原因: 當耶路撒冷被巴比倫圍攻時, 幸哉樂禍
結果: 神與推羅為敵, 被許多國民攻擊,
將成為淨光的磐石, 作曬網之地, 不得再被重建
2. 以西結為推羅作哀歌

原貌: 是全然美麗的海口, 智慧人/勇士/戰士雲集此處,
商貌中心, 豐富榮華
悲哀: 在海中寂寞, 貲財/貨物/人民被打破下沉, 永不再存留
3. 推羅君王的受審(28:1-19)
a. 心裡高傲, 自比神, 以自己的智慧得貨財且自傲

b. 以西結為推羅君王作哀歌—推羅君王受到撒但的轄制
vs 12 無所不備 智慧充足 全然美麗
vs 13 曾在伊甸園中
vs13,15 在你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 後又察出不義
vs14 是受膏遮掩約櫃的 基 路 伯
vs14 安置在神的聖山, 在發光如火的寶石中往來
vs17 因美麗心中高傲, 又因榮光敗壞智慧
*撒但的結局: 28:16-19; 賽 14:12-15 啟 12:7-9; 20:10
F. 攻擊西頓(:28:20-24)
受審原因: 恨惡以色列家
結果: 瘟疫 流血 神與西頓為敵
*預言以色列家必然復興(28:25-26)
G. 攻擊埃及(29:1-32:32)
受審原因: 心驕氣傲, 使以色列家成了蘆葦的杖, 拜偶像
結果: 1. 神與埃及及江河為敵
2. 將荒涼 40 年
3. 被分散在列國中
4. 40 年後將歸回卻成為低微的國

5. 將被巴比倫擄掠為酬勞
*當那日以西結的口開了
6. 與埃及同盟的也同敗亡
7. 埃及必被扔到陰間與未受割禮之人同一處
*神使外邦受審要使外邦 “知道我就是耶和華”
＊作業:
1. 神向列邦也預言審判其目的何在? 那些列邦受審? 受審的原因何在?
2. 推羅王受審背後的權勢為何?

第九講

三. 耶路撒冷城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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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言以色列復興的盼望
(1) 醫治與牧養(真假牧人)
三. 耶路撒冷城破（結 33 章）
1. 守望者的職責
a. 在國中選立
b. 被神所立
c. 聽與看
d. 吹角與警戒 (無論百姓聽或不聽)
2. 耶路撒冷城破
a. 神的靈降在以西結身上, 使他口開不再沉默
b. 再次預言神使地荒涼, 乃因以色列民所行一切可憎之事
c. 神的話必要應驗: 百姓聽卻不去行
3. 醫治與牧養（結 34 章）
a. 牧人的責任: 牧養群羊
1) 要知道群羊的景況: 瘦弱 有病 受傷 被逐 失喪
2) 要找尋流離 分散的羊
3) 要聽神的話
b. 耶和華必親自作羊的牧人, 必從萬民中領他們歸回故土
c. 耶和華要在羊與羊中間, 公綿羊與公山羊中間, 肥羊與瘦羊中間施行判斷
d. 神必立一牧人”僕人大衛””與以色列人立平安的約
1)使惡獸從境內斷絕
2)使他們與我山的四圍成為福源
3)時雨甘霖降下, 必有出產
4)在故土安然居住
5)折斷軛, 脫離為奴之人的手
6)不受外邦人的羞辱
7)神同在”作主的羊 是祂草場上的羊”

4. 神預言以色列地的恢復
a. 神與西珥為敵 因西珥向以色列永懷仇恨
b. 神賜下新心 新靈潔淨子民 並脫離污穢 棄掉偶像
c. 修造 培植荒廢之地 加增人數多如羊群

＊作業:
1. 牧人的職責為何? 請分享你在牧養上的甘苦?
2. 神所立的牧人是誰? 牧人與我們立約的關係及應許為何?

第十一講 預言聖殿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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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爭戰

1. 耶和華的靈降在以西結身上, 將他帶到以色列地
a. 這城和這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
b. 見有一人手拿麻繩和量度的竿量殿的尺吋(見附圖)
外院, 內院, 殿的結構, 祭司聖屋
*殿的四圍有牆 要分別聖地與俗地
c. 凡所指示的 要用眼看 用耳聽 並要放在心上 凡所見的 都要告訴
以色列家(40:4, 44:5)
2. 神的榮光重回聖殿
a. 神的榮光從東而來
b. 神說:”這是我寶座之地, 是我腳掌所踏之地, 我要在這裡住, 在以色列人
中直到永遠”
c.以色列當遠除邪淫, 不再沾污神的聖名
d. 殿的法則乃是殿在山頂上 四圍的全界要稱為至聖
3. 屬靈爭戰(40:4, 43:10-11;45:5)
a. 神的靈 神的榮耀與充滿
b. 神所指示的要用眼看, 用耳聽, 放在心上
c. 量殿的尺吋(因自己的罪孽和一切所行的慚愧)
d. 留心殿宇和一切出入之處
e. 遵照殿的一切規模典章法則
f. 分別聖與俗
＊ 作業:
1. 以西結異象中所見聖殿聖城, 為何要用麻繩和竿來量?
2. 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則, 你要放在心上, 用眼看, 用耳聽, 並要留心一切
出入之處” 對你有何啟示? 請分享?
3. 神的榮耀與聖殿的關係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