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虛假的靈”是不是可能在“真正有主的靈的信
徒”身上?
你們作外邦人的時候、隨事被牽引受迷惑、去服事那啞吧偶像．
這是你們知道的。 所以我告訴你們、被 神的靈感動的、沒有說
耶穌是可咒詛的．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
的。（哥前12：2-3）

要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不
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
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兩爭戰原文都作摔跤〕
（弗：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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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 神審判悖逆的聖城和以色列被擄何余民的錯誤
信念

1. 拜假神和各樣偶像 – 背棄真神 （8-11章）

2. 假先知講假預言 – 報假平安使民背離神（12-13章）

3. 不忠長老接假神心中 – 受假神迷惑跌倒 （14章）

4. 耶和華 神宣告即使有義人其中，耶路撒冷城必受審
判，義人只能救自己



三個審判的比喻（15-17章）
人子阿、葡萄树比别样树有甚么强处、葡萄枝比众树枝有甚么好处。
（15:2）





16章 17章

我也要審判你，好像官長

審判淫婦和流人血的婦

女一樣。我因忿怒忌恨，

使流血的罪歸到你身上。

（結16:38)

有一大鷹。。。又有一大

鷹。。。你要说、主耶和华
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
旺呢．鹰岂不拔出他的根
来、芟除他的果子、使他

枯干、使他发的嫩叶都枯
干了么．也不用大力和多

民、就拔出他的根来。

（結17:9)

以色列國淫亂背棄神 以色列王棄約被刑罰

15章

以色列失去功用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
眾樹以內的葡萄樹，我
怎樣使他在火中當柴，

也必照樣待耶路撒冷的

居民。 (結15:6)

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14:23
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謎語，設比喻 17:2



葡萄樹的比喻： 人子阿、葡萄树比别样树有甚
么强处？葡萄枝比众树枝有甚么好处？ 15:2

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麼工用，可以取來
做釘子掛什麼器皿嗎？看哪，已經拋在
火中當作柴燒，火既燒了兩頭，中間也
被燒了，還有益於工用嗎？完全的時候，
尚且不合乎什麼工用，何況被火燒壞，
還能合乎什麼工用嗎？（15:3-5）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以内的葡
萄树、我怎样使他在火中当柴、也必照
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 。我必向他们变
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
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
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15:6-8）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
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
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
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12：1-3）

我與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
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我必使你的後
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我要將你現在寄
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
必作他們的 神。（創17:3-8）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你
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
的約、是你們所當遵守的。（創17:9-10）

亞伯拉罕之約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
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
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 （出19：5-6）

立約內容（出19-20章，申5，28章，書24章）
- 耶和華 神和以色列民的歷史
- 約定條款（律法，法則，規章）
- 祝福與咒詛
- 約書

百姓都同聲回答說、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都要遵行。摩西就
將百姓的話回覆耶和華。（出19：8）
約書亞對百姓說、你們選定耶和華要事奉他、你們自己作見證
罷。他們說、我們願意作見證。（書24:22）

摩西之約（西奈山之約）- 頒布律法



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你的家
和你的國、必在我〔原文作你〕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
定、直到永遠。 （撒下7：12-16）

你曾堅立你的民以色列、作你的子民直到永遠．你耶和華也作
了他們的 神。。。願人永遠尊你的名為大、說萬軍之耶和華是
治理以色列的 神．這樣、你僕人大衛的家必在你面前堅立。
（撒下7:24-26）

大衛之約



葡萄樹的比喻：完全的時候，尚且不合乎什麼
工用，何況被火燒壞，還能合乎什麼工用嗎？

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他
所喜愛的樹、就是猶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
誰知倒有暴虐．〔或作倒流人血〕指望的是公
義、誰知倒有冤聲。(賽5:7）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樹、結果繁多、果子越
多、就越增添祭壇．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
麗的柱像（何10:1）
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樹、全然是真種
子．你怎麼向我變為外邦葡萄樹的壞枝子呢
（耶2:21）

燒了兩頭： 亞述滅北國，巴比倫攻陷南國
不合乎工用，當作柴燒 – 耶城被焚毀

神審判以色列不合乎什麼工用？神要求基督徒有何
工用，若不合乎主用會怎樣？



行淫妻子的比喻： 人子阿、你要使耶路撒冷知
道他那些可憎的事16:2
比喻經文 –蒙恩結約 以色列歷史

可憐棄嬰 16:1-5
被厭惡遺棄
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
利人、你母亲是赫人
在你初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
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
也没有用布裹你
但你初生的日子扔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

先祖寄居在迦南全地，本是弱小的遊
牧民族，沒有人顧念，像被遺棄的。

迦南地本是亞伯拉罕寄居，後耶和華
神賜給他和他後裔永遠為業。

認領養大 16:6-7
被憐恤和扶養
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

蒙神憐憫
由75人部族到出埃及時男丁60萬

娶為妻子 16:8-14
被愛，潔淨，裝扮，威榮
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
向你起誓，與你結盟，你就歸於我
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
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

蒙神立約
潔淨賜福：土地，人口，建立國位，建
聖殿聖城，各樣華貴，王后尊榮，有名
望威榮，列國都來朝拜
到大衛時代數點有150多萬士兵



行淫妻子的比喻： 人子阿、你要使耶路撒冷知
道他那些可憎的事16:2
比喻經文 –悖逆行淫 以色列歷史

藉拜偶像行淫 16:15-22
行可憎淫亂之事，忘恩
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
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
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
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

以色列背叛耶和華神，拜眾多外邦偶
像，並為利益而焚燒兒女獻祭
被神看為可憎惡之事
例如：羅波安（南），亞哈（北），亞哈斯
（南），約阿施（北），瑪拿西（南）

藉聯盟行淫 16:23-29
相信異邦盟約，離棄耶和華神，被攻擊
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你也和你邻邦
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
又与亚述人行淫
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迦勒底

分裂王國一直受周邊強國威脅：埃及，
亞蘭，亞述，巴比倫，和其他小國侵擾。
一直靠結盟，聯軍，左右搖擺與強國

藉納供行淫 16:30-34
淫亂不如妓女
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
等懦弱
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
、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

指以色列國異邦強國結盟，被迫納貢
於是亞述王罰猶大王希西家銀子三百
他連得、金子三十他連得。。。希西家
將耶和華殿門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
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來、給了亞述王
（王下18:14-16）





亞哈（北）結盟腓尼基娶耶洗別（王上16:28-34），倡導拜巴力，對抗亞蘭大馬色人，
又與亞蘭對抗亞述，又與南方聯盟對抗亞蘭



米拿現（北）靠收人頭稅進貢亞述
南國結盟南方聯軍對抗亞述，約坦亞哈斯建營寨高樓堅固國防
何細亞與埃及結盟對抗亞述失敗，被囚，北國亡



亞哈斯，希西家，瑪拿西時代受亞述威脅，北國和亞蘭已經敗與亞述。
希西家結盟埃及，受亞述威脅而進貢，瑪拿西曾被亞述擄過，進貢



約西亞時代巴比倫強盛，剩下三王受巴比倫威脅，成為附庸國，靠進貢

就以色列的歷史和地理所受威脅來講，以色列國結盟和進貢是否
是合理的？現今基督徒面臨什麼挑戰，是看起來合理，卻背離神？



行淫妻子的比喻： 人子阿、你要使耶路撒冷知
道他那些可憎的事16:2

比喻經文 –審判 以色列歷史

被神懲罰 16:35-41
被攻擊，被羞辱，被處死
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
的、都聚集来、从四围攻击你．又将你的下体
露出、使他们看尽了。
我因忿怒忌恨、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
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你用火焚烧你的
房屋

巴比倫王將耶和華殿、和王宮裡的寶
物、都拿去了、將以色列王所羅門所造
耶和華殿裡的金器、都毀壞了（王下
24:13）
用火焚燒耶和華的殿、和王宮．又焚燒
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戶家的房
屋（王下25:9）
（還未發生）

神止息怒氣 16:41-42
不再行淫
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与人
这样、我就止息向你发的忿怒

神公義的審判使以色列止住淫行
主前586，耶路撒冷被毀



行淫妻子的比喻： 人子阿、你要使耶路撒冷知
道他那些可憎的事16:2

比喻經文 –極大惡行 以色列歷史

與其母赫人相比 16:44-45
隨從赫人，亞摩利人迦南人的惡行

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厌弃丈夫和儿女
．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妹、厌弃丈夫和儿
女．你母亲是赫人、你父亲是亚摩利人

士師記不斷敗壞，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

中看為惡的事

列王記，歷代志，先知書

其妹所多瑪相比 16:46-50
你妹妹所多玛的罪孽是心骄气傲、大享
安逸

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
可憎的事去作、你以那为小事、你一切
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

當時耶和華將硫磺與火、從天上耶和華那

裡、降與所多瑪和蛾摩拉 （創19:24）
亞哈斯卻效法以色列諸王所行的、又照著

耶和華從以色列人面前趕出的外邦人所行

可憎的事、使他的兒子經火．（王下16：3）

其姊撒馬利亞相比 16:51-52
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
的事比他更多、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

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

何細亞年間 ，亞述王上來攻擊以色列遍地，

上到撒瑪利亞，圍困三年才攻取了撒瑪利

亞 (722 BC)，將以色列人擄到亞述，把他
們安置在哈臘、歌散的哈博河邊，並瑪代

人的城邑。（王下17:3，18:9）



你的姊姊是撒瑪利亞，他和

他的眾女住在你左邊；你的

妹妹是所多瑪，他和他的眾

女住在你右邊。。。你以那为
小事、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

们更坏

撒馬利亞：北國暗利建新都

與山地撒馬利亞，到主前

724-722被亞述攻陷，擄去
以色列民並遷入外邦人宗教

混合，通婚成撒馬利亞人。

所多瑪：心驕氣傲，糧食飽

足，大享安逸，並沒有扶助

困苦和窮乏人的手，被降火

燒毀

耶路撒冷

撒瑪利亞

所多瑪

以色列

猶大



行淫妻子的比喻： 人子阿、你要使耶路撒冷知
道他那些可憎的事16:2
比喻經文 –救贖和永約 以色列歷史

被蒙救贖 16:53-59
被罰，罪已擔當，歸回
我必叫他们被掳的归回、就是叫所多玛
和他的众女、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并
你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
你貪淫和可憎的事，你已經擔當了

包括被擄之民的三次歸回
外邦人和以色列都将因着神的慈爱，在耶
稣基督里得救。因为神施行审判终极目的
并不是咒诅，而是使人悔改，与祂和好

重新立約 16:60-63
立永約
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
也要与你立定永约
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却不是按
着前约
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

耶和華神是守約的，背約的是以色列百姓
神的赦罪的恩典，就会心里追念，在神面
前羞惭莫名

為何聖城耶路撒冷會比所多瑪，撒馬利亞，和外邦更敗壞
被神憎惡？對基督徒有什麼驚醒



巴比倫

猶大國

猶大君王

(約雅斤)

和首領

巴比倫

貿易之地、買賣城

二鷹和葡萄樹的比喻第一隻鷹 17:1-6

有一大鹰、翅膀大、翎毛长
、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
到利巴嫩、将香柏树梢拧去
．就是折去香柏树尽尖的嫩
枝、叼到贸易之地、放在买
卖城中 17:3-4

解釋 17:12
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将
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
比伦自己那里去

主前597第二次被擄
（王下24:8-10）



巴比倫

西底家之

猶大國

低微之國(矮小的
葡萄樹)因守盟約
得以存立 （代下
36:10-13）

二鷹和葡萄樹的比喻第一隻鷹 17:1-6

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
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
柳树。就渐渐生长、成为蔓
延矮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
那鹰、其根在鹰以下、于是
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
出小枝 17：5-6

解釋 17:13-14
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
与他立约、使他发誓 使国
低微不能自强、惟因守盟约
得以存立



巴比倫埃及

西底家之

猶大國

又有一大鹰、翅膀大、羽毛多
、这葡萄树从栽种的畦中、向
这鹰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
得他的浇灌 17:7
主前588-569背叛巴比倫尋求埃及法

老何法拉(主前588-569)軍事協助,背

叛巴比倫（代下36-13，耶37:5-7）

二鷹和葡萄樹的比喻第二隻鷹 17:7-10



巴比倫埃及

西底家之

猶大國

巴比倫入侵

耶路撒冷滅亡

全然枯乾

鹰岂不拔出他的根来、芟
除他的果子、使他枯干、使
他发的嫩叶都枯干了么．
也不用大力和多民、就拔
出他的根来。葡萄树虽然
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
风、岂不全然枯干么、必在
生长的畦中枯干了。
17:9-10

二鷹和葡萄樹的比喻第二隻鷹 17:7-10



巴比倫埃及

西底家之

猶大國

迦勒底人就拿住王、帶他到利

比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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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7）

對應以西結預言（12:5-7）

解釋：他却背叛巴比伦
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
、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
民。。。 他轻看向王所
起的誓、背弃王与他所
立的约． 。。。他定要死
在立他作王巴比伦王的
京都 17:15-16



巴比倫埃及

西底家之

猶大國

我必將我的網撒在他身

上，他必在我的網羅中纏

住。我必帶他到巴比倫，

並要在那裡因他干犯我

的罪刑罰他。17:20

解釋：敌人筑垒造台、与他
打仗的时候、为要剪除多
人、法老虽领大军队、和大
群众、还是不能帮助。他
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
投降、却又作这一切的事、
他必不能逃脱。 17:17-18



巴比倫埃及

西底家之

猶大國

他的一切軍隊，凡逃跑的，

都必倒在刀下；所剩下的，

也必分散四方。你們就知

道說這話的是我─耶和
華。17:21

解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
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他既轻看指我所起的誓、
背弃指我所立的约、我必
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
17:19



猶大國

極高的山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香柏
樹梢擰去栽上，就是從儘尖

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於極

高的山上。17:22

嫩枝預示將來彌賽亞在錫
安山的統治 （賽11:1，耶
23:5-6）

香柏樹的比喻17:22-24



猶大國

極高的山

在以色列高處的山栽上，他就生枝

子，結果子，成為佳美的香柏樹，

各類飛鳥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

枝子的蔭下。

田野的樹木都必知道我─耶和華使

高樹矮小，矮樹高大；青樹枯乾，

枯樹發旺。我─耶和華如此說，也

如此行了。 17:23-24

猶大國

神的掌權



極高的山

在以色列高處的山栽上，他就生枝

子，結果子，成為佳美的香柏樹，

各類飛鳥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

枝子的蔭下。(結17:23)

耶穌說：神的國好像什麼？我拿什麼來

比較呢？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

在園子裡，長大成樹，天上的飛鳥宿在

他的枝上。(路13:18-19)

神的國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
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必
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

華的山，奔雅各 神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
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
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 於耶路撒冷。
（以賽亞書 2:2-3 ）



葡萄枝是提供養分，為結果子。
葡萄樹要結果子，枝子要與葡萄
樹連接才不會枯乾，才能結果子

香柏樹在希伯来文里，代表“坚
固”。只生长在黎巴嫩
1,200~2,500米向阳的山麓上，
尤其适合在2,000米的高度。香
柏树生命力强，壮丽高雅，寿命
极长，树干高大，气味芳香，木
质坚硬，被称为“植物之王”和
“上帝之树”。
是栽于高处、生长在高处的一种
植物，一种高处的生命、向上的
生命、尊贵的生命，是一种重生
的新生命的景象。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
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
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約15: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