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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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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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國淫亂背棄神 以色列王棄約被刑罰

15章

以色列失去工用

葡萄树比别样树有甚么
强处？葡萄枝比众树枝
有甚么好处？

何況被火燒壞，還能合

乎什麼工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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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習和討論15-17章



葡萄樹的比喻：神審判以色列不合乎什麼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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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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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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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下7:26）
-沒有遵行神的律例，隨從四圍列國的惡規， 縱情淫亂 （以11：
12，16:15）
耶穌呼召門徒，教導門徒有何工用？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
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
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
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
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5:13-16）



應用： 基督徒如何實現揀選和恩召的工用？

-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是 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的美德。（彼前 2:9）

- 約翰福音15：1-7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
我也常在祂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
作甚麼。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
來、扔在火裡燒了。

-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加5:23-24）

- 你可曾為自己的恩召和在神國的工用而禱告？

- 你是否會擔憂將來會天家時，空手見主？

- 禱告神，幫助知道我們在神國度的工用並幫助發揮出來



主若今日接我靈魂，我能坦然見主否？
缺少珍寶向主獻陳，贖罪大恩白白受。
工尚未成我即去乎？何能如此見恩主！
未領一人來歸耶穌，豈可空手回天府？

今日見主復有何憂，因主耶穌已救我；
惟有一事使我懷憂，空佔地土未結果。
工尚未成我即去乎？何能如此見恩主！
未領一人來歸耶穌，豈可空手回天府？

追想昔日虛度光陰，現時豈可再虛度？
我今奉獻全身全心，聽主命令行主路。
工尚未成我即去乎？何能如此見恩主！
未領一人來歸耶穌，豈可空手回天府？

我實甘願竭盡心才，殷勤作工趁現在；
黑夜巳深白晝將近，儆醒救人等主來。
工尚未成我即去乎？何能如此見恩主！
未領一人來歸耶穌，豈可空手回天府？

豈可空手回天府 3:33 詩歌本87首 作詞：Charles C. Luther 1847-1924
作曲：George C. Stebbins1846-1945



行淫妻子的比喻給出什麼警告？
就以色列的歷史和地理所受威脅來講，以色列與多國結盟和
進貢是否是合理的？

- 王下18-19章，希西家聽亞述威脅的話，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
進了耶和華的殿。。。因我為自己的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
故、必保護拯救這城。 當夜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
十八萬五千人．清早有人起來、一看、都是死屍了。

-耶和華說、禍哉、這悖逆的兒女．他們同謀、卻不由於我、結盟、
卻不由於我的靈、以至罪上加罪．（賽30:1）

為何耶路撒冷會比所多瑪，撒瑪利亞更敗壞被神憎惡？

- 有所多瑪，撒馬利亞這些前車之鑑，耶路撒冷仍然不悔改反
而更加敗壞

- 在耶路撒冷被擄餘下百姓在拜偶像行可憎之事更為邪惡

- 悖逆違約，多行不義，不聽警告，不可能逃脫神的審判



應用：以色列淫婦的比喻給基督徒什麼驚醒？

有哪些做法，看起來合理，不一定合神心意？

-在恩典中迷失，只要神的賜福卻不要賜福的神

-沒有敬虔和單單事奉神的心，而是三心二意

-順從世俗的價值觀，向世俗和肉體妥協， 不能抵擋魔鬼詭計
也不與屬肉體老我爭戰，

禱告神，幫助我們知道並拿掉阻擋專心親近主的事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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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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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用聖經簡報站

http://www.ipixels.net/biblepoint/eze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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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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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
結果實。。。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
大旗．外邦人必尋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
耀。（以賽亞書 11:1-10 ）
【彌（4:1-5），亞（8章），何（14：5-7）】



猶大國

極高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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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4）

猶大國

神的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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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擔當自己的罪（18章）
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
了呢。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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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
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 主耶和华
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
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
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前面列舉以色列猶大國行淫的罪被罰，猶大人將受苦歸咎於祖
宗犯罪，認為自己是無辜受牽連。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
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為我
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
子，直到三、四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
千代。(出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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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是公義、且行正直與合理的事． 未曾在山上喫過
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鄰舍
的妻、未曾在婦人的經期內親近他、 未曾虧負人、乃將
欠債之人的當頭還給他、未曾搶奪人的物件、卻將食物
給飢餓的人喫、將衣服給赤身的人穿、 未曾向借錢的
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糧的弟兄多要、縮手不作罪孽、
在兩人之間、按至理判斷、 遵行我的律例、謹守我的典
章、按誠實行事、這人是公義的、必定存活．這是主耶
和華說的。

義人遵守十誡不拜偶像（申12:13-14），不玷污鄰舍的妻（出
20:14），守潔淨（利18:19），不放債取利（出22:25-27，申23:19-20），
不作惡（出20:15），憐憫人（利19:10-18）等神的律例和典章
被神判定為公義的必定存活 （第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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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若生一個兒子作強盜、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說之
善、反行其中之惡、乃在山上喫過祭偶像之物、並玷污
鄰舍的妻、 虧負困苦和窮乏的人、搶奪人的物、未曾將
當頭還給人、仰望偶像、並行可憎的事、 向借錢的弟兄
取利、向借糧的弟兄多要．這人豈能存活呢、他必不能
存活、他行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歸到
他身上。〔罪原文作血〕

惡子所行完全與義人父親背道而馳， 流人血，吃祭偶像之物，玷
污人妻，欺侮，搶奪，不還當頭，拜偶像，借錢取利
被神判定有罪的必要死亡 （第二代）

父的義不會遺傳給子，父因義而活，子因己罪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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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若生一個兒子、見父親所犯的一切罪、便懼怕、〔有古
卷作思量〕不照樣去作． 未曾在山上喫過祭偶像之物、
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鄰舍的妻、 未曾虧
負人、未曾取人的當頭、未曾搶奪人的物件、卻將食物
給飢餓的人喫、將衣服給赤身的人穿、 縮手不害貧窮人
、未曾向借錢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糧的弟兄多要、
他順從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親的罪孽死
亡、定要存活。 至於他父親、因為欺人太甚、搶奪弟兄、
在本國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惡子的兒子受警戒，不犯罪，遵行摩西律法（瑪拿西/約西亞）
被神判定為義，定要存活 （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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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
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 惟
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
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
报也必归自己。

神否定俗語的因由，個人按己行受審判
恆心為義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惡的、必致死亡（箴11:19）

問題：上帝會判斷個人，義不能遺傳，如何可以使兒女子孫免於
被定罪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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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人若回頭離開所作的一切罪惡、謹守我一切的律例、
行正直與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 他所犯的
一切罪過都不被記念、因所行的義、他必存活。 主耶和
華說、惡人死亡、豈是我喜悅的麼．不是喜悅他回頭離
開所行的道存活麼。 義人若轉離義行而作罪孽、照著
惡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豈能存活麼．他所行的
一切義、都不被記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惡死亡。

上帝強調不喜悅惡人死亡而喜悅轉離惡行而存活。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
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3:9）

義人選擇犯罪，也必因惡而死亡，如何解釋，與一次得救有衝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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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還說、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阿、你們當聽、我
的道豈不公平麼、你們的道豈不是不公平麼。 義人若
轉離義行而作罪孽死亡、他是因所作的罪孽死亡。 再
者、惡人若回頭離開所行的惡、行正直與合理的事、他
必將性命救活了． 因為他思量、回頭離開所犯的一切
罪過、必定存活不致死亡。 以色列家還說、主的道不公
平．以色列家阿、我的道豈不公平麼、你們的道豈不是
不公平麼。

人對神審判公平的判斷？神的道是公平，人的道是不公平
人判斷公平，是出於自己利益和想法，而公平的基礎是神的公義，
慈愛： 要罪人可以回轉，又不會讓義人以己義而驕傲

根據經文中，你認為主道公平嗎？對你公平的認識有什麼挑戰？



��	��	
������������

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阿、我必按你们各人所行的
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
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尽行抛
弃、自作一个新心、和新灵．以色列家阿、你们何必死
亡呢。 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
回头而存活。

神的強調對以色列家審判的原則：個人對自己負責任
- 上帝按個人的罪受審判，而不是別人的罪
- 上帝邀請個人悔改轉離罪
- 上帝教導要自作新心和新靈 自作：原意是取拿
- 上帝不喜悅人死亡



思考問題：義人若轉離義行而作罪孽、照著惡人所行一切可憎
的事而行、他豈能存活麼．他所行的一切義、都不被記念、他
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惡死亡（18:24）

和新約因信稱義衝突嗎？

- 這裡強調當時對以色列審判原則：個人對自己負責任，不是受牽連，而且
神喜悅惡人悔改；上帝不看遺傳，家世，而是個人回轉歸向神的心

- 非但與新約因信稱義的基督救恩不違背，而是指向救恩的真理

- 解經原理： 舊約的應用：注意救恩的成全

新約因信稱義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只是罪在那裡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羅5:20）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或作耶穌是為我
們的過犯交付了是為我們稱義復活了〕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得與 神相和。（羅4:25，5:1）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 神的忿怒。（羅5:9）

http://www.cctraining.org/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jsp?Cid=53&Pid=2&Version=0&Charset=big5_hkscs&page=0


應用：既然義和惡都不能遺傳，如何可以使兒女子孫
免於被定罪而死？

当今基督徒的孩子信仰趋向“遗传式”与“二手化”，他们有信仰
上帝之名，却没有敬畏上帝之实。他们从小从基督教家庭与主日
学班级长大，卻沒有與神相交的經歷
• 言傳身教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箴9:10），
“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22:6）
保罗称提摩太心里的无伪之信，是源于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
尼基的传承（提后1:5）
• 正確的價值觀和屬靈生活
看重永生勝過今生

• 全家事奉，不僅僅是口頭上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24:15）



最後猶大王們的哀歌（19章）
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 （19:1）



最後猶大王們的哀歌���������
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 （19:1）

採用哀悼詩的風格，每行音律為3-2重音，稱為“qina meter”

約哈斯被擄至埃及 （結19:1-4， 王下23:31-34）

約雅斤被擄至巴比倫（結19:5-9， 王下24:8-16）

西底家被擄至巴比倫（結19:10-14， 王下25:1-12）

火也从他枝干中发出烧灭果
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
作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
也必用以作哀歌。（19:14）



約哈斯
(3月)

約雅敬
(11年)

西底家
(11年)

約雅斤
(3月)

被擄到埃及

死於埃及

被擄到巴比倫

晚年獲優待

眾子被殺，雙眼被剜

被擄到巴比倫

被銅鍊綑鎖

如驢般埋葬

12 4

3

母：哈慕他母：西布大 母：哈慕他

約西亞
(31年)

猶大

母獅子若指

借用聖經簡報站

（19:5-9）

（19:1-4） （19:10-14）

http://www.ipixels.net/biblepoint/ezek.htm


最後警告-追述歷史（20章）
人子阿、你要审问审问他们么．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
事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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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
面前。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阿、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嗎．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
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们求问。 人子阿、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嗎
．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

耶路撒冷受審判前的最後警告和預言（20-24章）

時間是西底家作王第七年，主前591的7/8月間，距離西底家背叛

巴比倫（主前589-588）大約兩年，耶路撒冷被圍被毀（主前588-

586）大約四年，向以西結求問（8:1，14:1，20:1）再被拒絕並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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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當日我揀選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後
裔起誓、在埃及地將自己向他們顯現、說、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 那日我向他們起誓、必領他們出埃及地、到我為他們察看的
流奶與蜜之地．那地在萬國中是有榮耀的。 我對他們說、你們各
人要拋棄眼所喜愛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
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 他們卻悖逆我、不肯聽從我、不拋棄他們
眼所喜愛那可憎之物、不離棄埃及的偶像．我就說、我要將我的
忿怒傾在他們身上、在埃及地向他們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卻為
我名的緣故沒有這樣行、免得我名在他們所住的列國人眼前被
褻瀆、我領他們出埃及地、在這列國人的眼前將自己向他們顯現。

揀選，領出為奴之地埃及，到流奶與蜜之地（出3:8，4：29-31，37，
6：2-8，7:7），萬國中有榮耀，
要求是要拋棄可憎之物，不可玷污自己（出20:3-7）
然而不願被拯救反而埋怨（出5:21-23）沒丟棄埃及偶像（出32章）
神因自己的名（代表神的一切自我啟示，使人認識），沒有責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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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就使他們出埃及地、領他們到曠野、將我的律例賜給他
們、將我的典章指示他們．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著。又將我的安
息日賜給他們、好在我與他們中間為證據、使他們知道我耶和華
是叫他們成為聖的。以色列家卻在曠野悖逆我、不順從我的律例、
厭棄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著）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
我就說、要在曠野將我的忿怒傾在他們身上、滅絕他們．我卻為
我名的緣故沒有這樣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領他們出埃及的列國
人眼前被褻瀆。並且我在曠野向他們起誓、必不領他們進入我所
賜給他們流奶與蜜之地、那地在萬國中是有榮耀的．因為他們厭
棄我的典章、不順從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們的心隨從
自己的偶像。雖然如此、我眼仍顧惜他們、不毀滅他們、不在曠
野將他們滅絕淨盡。

領出的以色列民，賜給律法和安息日（出19-20章）
第一代民悖逆神（出32:1-6拜金牛犢，民14:31），神因自己的名沒
有滅絕淨盡，但不能進應許地（民14: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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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曠野對他們的兒女說、不要遵行你們父親的律例。。。我是
耶和華你們的 神、你們要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且以我的安息日為聖．這日在我與你們中間為證據、使你們知道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只是他們的兒女悖逆我、 不順從我的律

例。。。我就說、要將我的忿怒傾在他們身上、在曠野向他們成就
我怒中所定的。雖然如此、我卻為我名的緣故縮手沒有這樣行、

免得我的名在我領他們出埃及的列國人眼前被褻瀆．並且我在

曠野向他們起誓、必將他們分散在列國、四散在列邦．因為他們

不遵行。。。我也任他們遵行不美的律例、謹守不能使人活著的

惡規。因他們將一切頭生的經火、我就任憑他們在這供獻的事上

玷污自己、好叫他們淒涼、使他們知道我是耶和華。

第二代民悖逆神（民15:32-36，16章），神因自己的名沒有滅絕，
但必分散列邦（申4：27）
不美的律例： 不是神的律例，而是異邦的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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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阿、你要告訴以色列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的列祖在
得罪我的事上褻瀆我。因為我領他們到了我起誓應許賜給他們
的地、他們看見各高山、各茂密樹、就在那裡獻祭、奉上惹我發
怒的供物、也在那裡焚燒馨香的祭牲、並澆上奠祭。 我就對他們
說、你們所上的那高處叫甚麼呢．那高處的名字叫巴麻直到今日。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仍照你們列祖所
行的玷污自己麼．仍照他們可憎的事行邪淫麼。 你們奉上供物
使你們兒子經火的時候、仍將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麼．
以色列家阿、我豈被你們求問麼．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
起誓、我必不被你們求問。 你們說、我們要像外邦人、和列國的
宗族一樣、去事奉木頭與石頭．你們所起的這心意、萬不能成就

從進入迦南到先知以西結的日子，一直拜外邦偶像（王上14:23;
王下16:4;17:10；賽57:5;結6:13）
巴麻即高處，中譯為邱壇。「巴」是走上去，「麻」是甚麼
神拒絕悖逆民的求問（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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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總要作王、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來的膀臂、並傾出來的忿怒治理你們。 我必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來的膀臂、並傾出來的忿怒、將你們從萬民中領出來、從
分散的列國內聚集你們。 我必帶你們到外邦人的曠野、在那裡
當面刑罰你們。我怎樣在埃及地的曠野刑罰你們的列祖、也必照
樣刑罰你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我必使你們從杖下經過、使你
們被約拘束． 我必從你們中間除淨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將他們

從所寄居的地方領出來、他們卻不得入以色列地．你們就知道我
是耶和華。以色列家阿、至於你們、主耶和華如此說、從此以後
若不聽從我、就任憑你們去事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你們的供物
和偶像褻瀆我的聖名。

-列祖怎樣在埃及曠野受罰，被擄之民怎樣在外邦曠野受罰
-從杖下經過：杖是牧人敲打數點羊（詩23:4），使羊不會走失
-受罰中除淨叛逆和得罪神的人，不得進入以色列地。任憑他們
拜偶像，除去他們神的子民的身分，與神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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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和華說、在我的聖山、就是以色列高處的山、所有以色列的
全家、都要事奉我、我要在那裡悅納你們、向你們要供物、和初
熟的土產、並一切的聖物。我從萬民中領你們出來、從分散的列
國內聚集你們、那時我必悅納你們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
前在你們身上顯為聖。我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就是我起誓應許
賜給你們列祖之地、那時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在那裡要
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動作為、又要因所作的一切惡事厭惡自己。主
耶和華說、以色列家阿、我為我名的緣故、不照著你們的惡行、
和你們的壞事待你們．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以色列的復興： （賽2:2-3）
–上帝重新接納以色列全家，要他們事奉神，按神的心意奉獻供
物，並被悅納
-以色列民重新進入應許之地，並認識耶和華神
-以色列民真心悔改，離棄惡行，神不再刑罰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