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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行可憎之物和可憎之事是什麼？

2.可憎之物和可憎之事後果是什麼？

- 被神分別為聖的民背離神，在神分別為聖的地方拜偶像

- 拜偶像是以色列民內心根深蒂固的罪
- 從上層強制的除罪是表面，暫時，不根治人心

- 神的榮耀離開聖殿和聖城

- 神的使者實施擊殺悖逆的民

- 神也留下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
额上，免遭擊殺



再見異象-被提到耶路
撒冷城（8:1-4）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
家中，猶大的眾長老坐在我
面前，在那裏主耶和華的
靈（原文為手）降在我身上。
8:2 我觀看，见有形像彷彿

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
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
的形状、彷彿光耀的精金 。
8:3祂伸出彷彿一只手的样
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
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
神的异象中、带我到耶路撒
冷。。。8:4谁知、在那里有

以色列 神的荣耀、形状与
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



看到使者實施刑罰過程（9：3-8）
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
墨盒子的人召來。耶和华对他
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
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
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
（9:3-4）。。。 只是凡有记号的
人不要挨近他．

祂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祂走遍
全城、以行击杀。。要将年老的，
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聖
所起全都杀尽。。于是他们从殿前
的长老杀起 。。要污秽这殿、使院
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
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9:4-8）



東門

門檻

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
上。基路伯出去的時候，就展開翅膀，在我眼前離地

上升。輪也在他們的旁邊，都停在耶和華殿的東門口。

在他們以上有以色列神的榮耀。(10:18-19)

神的榮耀離開聖殿
（10:1-22）



神拯救和復興信息（11章）
11:19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裏面，又從他
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使他們 順從我的律例，謹守
遵行我的典章。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 神。



異象-看到惡人講虛假預言11:1-4

東門

25惡人

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二十
五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押朔的儿子雅撒尼亚、和比拿
雅的儿子毗拉提。耶和华对我说、人子阿、这就是图谋罪孽的
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
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人子阿、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
他们。



異象-看到惡人講虛假預言11:1-4
• 二十五個人： 猶大的民事領袖

• 惡人给人设恶谋, 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
这城是锅、我们是肉

耶29:1-7 先知耶利米從耶路撒冷寄信與被擄的祭司、先知、和
眾民、並生存的長老、就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擄到巴比倫去
的。。。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喫其中所產的。。。
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
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耶28:1-4 當年、就是猶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先知哈
拿尼雅、在耶和華的殿中當著祭司和眾民、對我說、 萬軍之耶和
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我已經折斷巴比倫王的軛。 二年之內、
我要將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從這地掠到巴比倫的器皿。。。都帶
回此地。 我又要將。。。和被擄到巴比倫去的一切猶大人、帶回
此地、因為我要折斷巴比倫王的軛。這是耶和華說的。



思考問題：為何會有虛假的預言，帶來的後果是什麼？



異象-攻擊虛假預言11:5-13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
家阿、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所以主耶和
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
其中被带出去。 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
华说的。。。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
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作你们的锅、你们也不作其中的
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
雅的儿子毗拉提死了．于是我俯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哎、主耶和
华阿、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净尽么。

「毗拉提」之死： 無法確定是先知見異象時還是傳信息時死的，但
這景象證實神審判的預言必定成就。類似哈拿尼雅的死亡（耶
28:15-17） 。。。耶利米對先知哈拿尼雅說。。你應當聽．耶和華並
沒有差遣你、你竟使這百姓倚靠謊言。。所以耶和華如此說、看哪、
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 這樣、先知哈拿尼雅當年七月間

就死了。



神體察人心， 攻擊虛假預言和責備社會不公義

• 这城是锅、我们是肉：肉是有價值，鍋是保護，不像
被擄的是被棄

• 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 ：因社會不公義和道德
敗壞而遭滅亡的人。 不公義是以色列民的普遍問題
（賽1：21-23，何4:1-3，彌3:13）

• 这城就是锅：不是保護而是審判中用來煮不義之民
耶24：9-13: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我也
必大堆火柴。 添上木柴、使火着旺、将肉煮烂、把汤熬浓、使骨
头烤焦。 把锅倒空坐在炭火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熔化其
中的污秽、除净其上的锈。
• 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 對不公義的審
判和再次確認審判的預兆



異象-聽到被擄歸回宣告11:14-2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阿、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
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
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 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
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
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 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
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
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
厌的物。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新灵放在他们里面、又
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 神。 至
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
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異象-聽到被擄歸回宣告11:14-21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阿、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
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
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 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
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
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 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
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
以色列地赐给你们。

耶和華神回應以西結為餘民的呼求，特別是被擄之民
- 糾正錯誤觀點： 被擄之民被神棄絕 （外邦沒有聖殿）
- 強調神仍與被擄之民同在 （神是他們的聖所）
聖所（sanctuary）希伯來文指會幕，聖殿

- 應許招聚歸回以色列地 (三次歸回）
BC538 所羅巴伯，BC458以斯拉， BC444 尼希米



異象-聽到被擄歸回預言11:14-21
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 我要使他们
有合一的心、也要将新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
心、赐给他们肉心．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 神。 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
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
说的。

耶和華神宣告對被擄之民的救贖 （外在和內在）
- 在外邦之地，民被潔淨除掉可憎之物 – 不再拜假神
- 合一的心（新心），石心換肉心：心口合一，不心懷二
意，單單事奉神，順從祂的律法，遵行祂的典章

- 重建與子民與神的關係
- 將新靈放在他們裡面：新的心新的靈，由內來更新改
變罪人，是來自神的工作 -- 對比新約救恩



異象-神離開聖城，異象結束11:22-25
。。。 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迦勒
底地、到被掳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
。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听。
什麼是異象 ？
是神使人能看到，上帝所看見的景象（vision），而非人直
觀肉眼所看見的。是藉著神的靈，但不等同於神的靈工
作的全部。神的靈可以行各樣的大能，有些是實體發生
的，例如
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他臂上的繩就像火燒的麻一樣、他的
綁繩都從他手上脫落下來。 他見一塊未乾的驢腮骨、就伸手拾起
來用以擊殺一千人。 （士15:14-15）
現在你說、要去告訴你主人、說、以利亞在這裡．恐怕我一離開你、
耶和華的靈、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王上1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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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經文看到神對被擄之民的計畫是什麼？

- 人是不能靠自己除掉惡，唯有靠神的救贖
- 拯救和復興是帶離個人的舒適區，經歷認識神，生命更新
- 雖然可能經歷苦難，神仍同在是保護和避難所
- 為親人的救恩禱告，是否有信心，讓神藉入他們的慣常生活

2. 神的拯救和復興計劃，給我們什麼認識？

- 救贖悖逆犯罪以色列民和復興祂子民的計畫
- 經歷神審判，被帶離本地，分散到外邦，成被擄之民，在外邦
而重新記得神並因所經歷的而厭惡自己不潔不義惡行

- 經歷神潔淨，塗抹（徹底除掉）拜偶像可憎之事
- 經歷神真實的同在，神親自為他們的聖所，而非建築物
- 經歷神的分散和招聚，都出於全能的神，是神的工作和時間
- 經歷神賜給的新心和新靈， 更新的生命，重建與神的關係



3 你所知道神拯救復興的效果如何？

- 不再盛行拜偶像
- 「會堂」原文來自希臘文「synagoge」，意為「聚會之地」，有人
認為，會堂起源於主前586年聖殿被毀，流亡巴比倫時期

- 文士始创会堂的崇拜， 以斯拉便兼任祭司和文士（尼8:9）
- 會堂的主要活動誦讀《陀拉》，也是聖經學校、講解律法、祈禱
室、福利機構、平民學校、宗教法庭、政治議會、旅社、食物處
理中心（合法屠宰）等等

- 新約中看會堂成為以色列民平常宗教生活的中心
- 新約中看到法利賽人嚴守安息日，和律法書（字義上）

4. 從被擄之民經歷，什麼可以應用到現在光景？

- 疫情改變我們慣常的家庭，工作和教會生活（舒適區）
- 有什麼你願意讓神藉入改變和重建的：
- 真實的屬靈生活，教會生活
- 修補家庭關係，重塑父母角色，夫妻關係，時間安排。。。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A5%E6%96%AF%E6%8B%89/6118895






預兆被擄和國破家亡（12章）
12:10 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
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原文作担子〕



信息時期大概BC592年9月（8:1）和BC591年8月（20:1），假先知哈拿
尼雅假預言（BC594，耶28:1-4），神兩年內折斷巴比倫王的軛，使
被擄的歸回。西底家背棄與巴比倫的盟約，轉投靠埃及，違背神的
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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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所以人子阿、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
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
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
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
去。 到天黑时、你要。。。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
地、因为我立你作以色列家的预兆。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



預兆-解釋預兆12:8-16
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阿、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
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作甚么呢。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
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原
文作担子〕 你要说、我作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
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
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
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
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迦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
、却看不见那地。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
四方、〔方原文作风〕也要拔刀追赶他们。 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
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却要留下他们几
个人得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
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四月初九日，城裡有大饑荒，

甚至百姓都沒有糧食。

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間

從靠近王園兩城中間的門逃跑。

迦勒底人正在四圍攻城，王就

向亞拉巴逃走。

迦勒底的軍隊追趕王，在耶利

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軍都

離開他四散了。

迦勒底人就拿住王，帶他到在

利比拉的巴比倫王那裡審判他。

在西底家眼前殺了他的眾子，

並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銅

鍊鎖著他，帶到巴比倫去。(王

下25:3-7)

… 這是關乎耶路撒冷的君

王和他周圍以色列全家的

預表。

… 他們中間的君王也必在

天黑的時候，將物件搭在肩

頭上帶出去。

他們要挖通了牆，從其中帶

出去。他必蒙住臉，眼看不

見地。

我必將我的網撒在他身上，

他必在我的網羅中纏住。

我必帶他到迦勒底人之地

的巴比倫；他雖死在那裡，

卻看不見那地。

(結12:10,12-13)

先知哈拿尼雅、在

耶和華的殿中當

著祭司和眾民。。。

神如此說、我已經

折斷巴比倫王的

軛。 二年之內、我

要將巴比倫王掠

到巴比倫的器

皿。。。都帶回此

地。 我又要將。。。

和被擄到巴比倫

去的一切猶大人、

帶回此地、因為我

要折斷巴比倫王

的軛。這是耶和華

說的。(耶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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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阿、你吃饭必胆战、喝水
必惶惶忧虑。 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主耶和华论耶路
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
喝水必惊惶．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
然荒废、一无所存。 有居民的城邑必变为荒场、地也必
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相關經文4:9-17
他又對我說：「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斷他們的杖，就是斷絕
他們的糧。他們吃餅要按分量憂慮而吃，喝水也要按制子驚惶而
喝， 17使他們缺糧缺水，彼此驚惶，因自己的罪孽消滅。

百姓受罰原因 - 是眾人行強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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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阿、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
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 你要告
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
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
的异象必都应验。 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
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 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
就、不再耽延．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
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誤解 （一） 當時在耶城和被擄之地的民，看預言聖城毀
滅之災沒馬上發生，就有俗語和假先知告訴民一切會
平安，耶城不會遭攻擊
神強調他們在世的時候會發生，但神時間和人的時間
是有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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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阿、以色列家的人说、他
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
指着极远的时候。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
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再耽延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
是主耶和华说的。
誤解（二） 認為以西結的預言是遙遠未來之事
神強調他們在世的時候會發生，沒有耽延
- 從兩個誤解，反應當時民對神警告的預言什麼態度？
經文中有什麼類似警告？

「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創2:17）
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 （彼後3: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