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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 神藉以西結宣告耶路撒冷被審判 （第一次異象和預言）

- 判定拜偶像的罪，刑罰工具是殘暴的巴比倫

- 刑罰有刀劍，瘟疫，飢荒，野獸，餘民被分散

- 刑罰聖所被褻瀆，聖城被圍焚毀，以色列地荒涼

- 刑罰時間是結局臨到，日子近了

耶和華 神告訴以西結以色列仍在罪中不悔改，審判刑罰難免
（第二次異象和預言）

- 看到聖殿聖城到處都是可憎之物和可憎之事

- 看到耶和華 神的榮耀離開聖殿聖城

- 看到刑罰臨到聖城和以色列百姓，以西結呼求神

- 攻擊惡謀‘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
- 宣告拯救和復興被擄的以色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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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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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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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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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強調不是一兩年那麼快，但他們在世的時候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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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假先知的信息（13章）
13:4-5 以色列阿、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 没有上去堵挡破口、
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阵上站立得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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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阿、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
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 对那
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愚顽的
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 以色
列阿、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 没有上去堵挡破
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
子、在阵上站立得住。 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
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
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 你们岂不是见
了虚假的异象么．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么．你们说、
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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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己心发预言： 当时,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俘虏中有假
先知,假借耶和华的名而发假预言，为得百姓拥戴,预言
说百姓想聽的話（耶23:9-40，28:2-4）
愚顽 –不但指智力缺乏，而且指道德上的缺陷
- 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 沒有從神而來的啟
示和異象，不過是跟從自己的心思意念

- 荒场中的狐狸： 狐狸是挖洞和破壞
- 堵挡破口，重修墙垣： 防禦的工事有破口，成為敵人
攻擊的入口，需要堵擋和重修 （先知的職責）

- 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阵上站立得住： 審判來臨，可以
免於罪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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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
、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手必攻击
那见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
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
．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
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
用未泡透的灰抹上。 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
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阿、你们要降
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
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

審判假先知： 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
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 – 不再與神有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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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
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 我要
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
基露出、墙必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
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
有了。 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
冷说预言、为这城见了平安的异象、其实没有平安．这
是主耶和华说的。

審判假預言假異象：耶路撒冷有平安
粉飾太平，偽造虛假完全感，不能依靠，必在神的忿怒
中被毀滅和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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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愚頑假先知指控
- 随从自己的心意，說看見異象，卻是一無所見
- 用虛假異象和謊詐的占卜，假借耶和華差遣說預言，其實
神沒有差遣，沒有說那假預言，假異象
- 沒有堵挡破口，重修墙垣，而是粉飾未泡透的灰抹的牆

愚頑假先知影響和後果

- 對猶大國靈性和道德的敗壞，沒有阻止，反而為己利迎合
講假預言

- 藉假預言假異象，粉飾太平，偽造虛假完全感說耶路撒冷
有平安，讓民背離神的旨意

- 當神發怒，虛假的平安必倒塌，一無用處，民受神刑罰

- 連同假先知必受審判，與耶和華 神無交，不再是神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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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阿、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攻击他
们、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众人的膀臂缝靠
枕、给高矮之人作下垂的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 你们为
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
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
、我与你反对、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我
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臂上扯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 我
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猎取
、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不使义人伤心、你
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
以救活。 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
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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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靠枕：原文作「帶」，是符咒的一種

- 作下垂頭巾：遮蔽全身的披巾，讓人配戴祈福或避災
- 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用網羅象捕獲飛
鳥一樣，使人陷在罪中
- 救活不该活的：可能指女巫師自稱能保存他人性命

控告女假先知，出於牟利，用巫術綑綁詢問的人，使人
被迷惑離開神失去生命。

神要使被巫術的綑綁人解脫： 扯去、释放，撕裂，脱离



���	���
����
1. 當時什麼導致假預言，虛假巫術的出現和盛行？
- 以色列民和耶路撒冷城面臨神的審判，巴比倫威脅

- 危難中，人不由自主為安全感而詢問

- 然而悖逆人，隨從己意，聽自己想聽，信自己想看到的，倚
仗自己抓得住的

- 假先知，迎合民意的，講粉飾太平的假預言

- 假女先知，為取利，而用虛假巫術綑綁詢問的人

2. 耶穌和新約時代有何類似虛假教導？

- 假冒為善法利賽人和文士好像粉飾的墳墓（太23：26）

- 假先知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太7:15-23）

- 假教師傳異教不服從耶穌基督純正的話（提6:3）

- 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彼後2：1-3）

現今有什麼虛假教導或資訊引誘人悖離神？



對長老的信息（14章）
14:4 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就了
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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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 耶和华
的话就临到我说、 人子阿、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
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
们求问么。 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
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
石放在面前、又就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
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或作必按他拜许多假
神的罪报应他〕 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
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

-上帝體察人心，知道來訪長老心有假神，有罪的絆腳石
- 找以西結先知求問耶和華 神，不過是再找一個應徵
- 神不會回答三心二意，不專心依靠神的人的詢問
- 神按他們眾多的假神報應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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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
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 因为
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
、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又就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
自回答他． 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作了警戒、笑谈、令
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
耶和華。 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
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
灭。 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
的罪孽、都是一样． 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
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作我的子民、我作他们
的 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求問人的真實心思： 心存假神，有隱密的私慾，非專心仰望求問神
1. 假神接到心里： 原意将假神举起来，放在心中；即心存從假神
得啟示的意念

2. 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導致跌倒在拜偶像的罪上
3. 心事上捉住他们：心懷隱密的罪
4. 因拜偶像而與神隔絕：耶和華 神是忌邪的 神
5. 借着假神与我生疏： 假神攔阻人與真神的交通，使人遠離神

是什麼導致求問耶和華 神被拒絕反而受迷惑
得報應？

神的回應： 不回答求問，讓他們受假神迷惑，得報應，被剪除
1. 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么： 完全拒絕回答他們的求問
2. 按假神回答他：使他們受假神的迷惑而跌倒
3. 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 ：回答他們的是神的審判
4. 拜假神和受假神迷惑的一樣擔當自己的罪被除滅
5. 目的是成為警戒，不再走迷離開神，重建人與神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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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阿、若有一国犯罪
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
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
剪除。 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
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
华说的。。。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
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
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
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么。



飢荒 惡獸 刀劍 瘟疫

其中雖有挪亞、但以理、約伯這三人，他們只能因他們的義

救自己的性命， 。。。�������� (結14:14，20) 

挪亞
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

(創6:8-9)

但以理

牫牫֕犥ቘ㶴缏ப牏犋犥ሴጱ腥牏ሴಅ觶ጱ
蟸牏ቂᛔ૩牏ಅ犥ꔴॡ緳裾犢犋ቂᛔ૩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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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
地上再沒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

事。(伯1:5，8，42:13-15)

驚醒犯罪世代

他家因他得救

在外邦不玷污自己

為亡國代求

為兒女獻祭

為朋友代禱



義人不能救耶路撒冷，只能因他們的義救自己
的性命，義人的代求有用嗎？

- 亞伯拉罕為所多瑪代求…，假若那城裡有五十個義人、你還
剿滅那地方麼。耶和華說、我若在所多瑪城裡見有五十個義人、
我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方的眾人（創18:22-26）
- 摩西便懇求耶和華他的 神說。。。求你轉意，不發你的烈怒，
後悔，不降禍與你的百姓(出32:9-14）
-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仍可以得醫治。義人祈
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五16）

-神看顧義人“耶和華的眼目、看顧義人、他的耳朵、聽他們的
呼求” （詩34:15）
- 義人代求，是因了解神的心意，公義的神不願看罪人毀滅而
是要他們回轉歸向神，
- 代禱沒有罪的攔阻：沒有罪的動機，手潔心清 “你們的罪惡
使祂掩面不聽你們”（詩66:18）

- 主權在與公義公平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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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惑 – 希伯來字意頭腦簡單，譯為被欺騙

假先知預言以色列王亞哈必打敗亞蘭王 （王上22章）
“隨後有一個神靈出來、站在耶和華面前、說、我去引誘他．耶
和華問他說、你用何法呢．他說、我去要在他眾先知口中作謊言
的靈．耶和華說、這樣、你必能引誘他．你去如此行罷。現在耶
和華使謊言的靈入了你這些先知的口．並且耶和華已經命定降
禍與你。” （王上22:21-23）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
靈、和鬼魔的道理。（提前4:1）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
假的奇事、 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
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 故此、 神就給他們一
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愛
不義的人、都被定罪。（帖前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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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個人有何隨從己意對神的認識和屬靈生命的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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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個人有何隨從己意對神的認識和屬靈生命的誤區？

- 。。。將這命令交託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常存信
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
般。（提前1:18-19） 存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秘（提前3:9）
-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 神的
話來 （彼後1:20-21）
- 他們滿心樂意地接受這福音，天天查考經文，要看這些事是
否如此。（徒11:17）
-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
磐石上。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
根基立在磐石上。（太7:24-25）
-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彼
後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