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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第三章 22 - 27

22 耶和華的靈在那裡降在我身上。他對我說：

「你起來往平原去，我要在那裡和你說話。」你起來往平原去，我要在那裡和你說話 」

23於是我起來往平原去，不料，耶和華的榮耀正如我在

迦巴魯河邊所見的一樣，停在那裡，我就俯伏於地。迦巴魯河邊所見的 樣，停在那裡，我就俯伏於地

24 靈就進入我裡面，使我站起來。

耶和華對我說：「你進房屋去，將門關上。耶和華對我說： 你進房屋去 將門關上

25 人子啊，人必用繩索捆綁你，

你就不能出去在他們中間來往。你就不能出去在他們中間來往

26我必使你的舌頭貼住上膛，以致你啞口，

不能作責備他們的人；他們原是悖逆之家。不能作責備他們的人；他們原是悖逆之家

27但我對你說話的時候，必使你開口，
你就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就要對他們說 主耶和華如此說 』

聽的可以聽，不聽的任他不聽，因為他們是悖逆之家。」

以西結書第八章 1 - 4

1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

猶大的眾長老坐在我面前猶大的眾長老坐在我面前。

在那裡主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

2我觀看 見有形像彷彿火的形狀2我觀看，見有形像彷彿火的形狀，

從他腰以下的形狀有火，從他腰以上有光輝的形狀，

彷彿光耀的精金彷彿光耀的精金。

3他伸出彷彿一隻手的樣式，抓住我的一綹頭髮，

靈就將我舉到天地中間 在神的異象中靈就將我舉到天地中間，在神的異象中，

帶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內院門口，

在那裡有觸動主怒偶像的坐位 就是惹動忌邪的在那裡有觸動主怒偶像的坐位，就是惹動忌邪的。

4誰知，在那裡有以色列神的榮耀，

平原形狀與我在平原所見的一樣。

‧流浪的神‧人的罪惡上帝離開 ‧上帝離開人去流浪 ‧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從靈恩運動的角度來看，以西結書的經驗非常希奇 ─
上帝的靈在迦巴魯感動他，

把他提到八百里之外的耶路撒冷

上帝寶座不會因為聖殿不在而消失，

反而在外邦呼召以西結、成為外邦的牧師外邦的牧師

從以色列歷史角度來看 ─
上帝透過摩西，把他們帶出埃及、過了紅海

藉約書亞帶進迦南地，進入士師到聯合王國，

上帝一直被他們逼迫、被他們趕逐

北國被擄走、南國被擄走，

上帝是流浪的上帝，流浪在外邦；

上帝從聖殿被趕走

上帝是流浪的上帝，流浪在外邦；

不是消失了、是流浪了 ─ 在墮落的人、以色列人面前。



‧流浪的神‧人的罪惡上帝離開 ‧上帝離開人去流浪 ‧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聖經的神是流浪的神嗎？對！

以西結的時候，聖殿容不下上帝，以西結的時候 聖殿容不下上帝

上帝被趕離開聖殿

 約翰福音第一章 ─ 祂到自己的地方來，約翰福音第 章 祂到自己的地方來

自己的人卻不接待祂

耶穌降生的時候，客棧沒有地方耶穌降生的時候 客棧沒有地方

耶穌自己也說 ─ 狐貍有洞、飛鳥有窩，

人子只能流浪，沒有枕頭的地方人子只能流浪 沒有枕頭的地方

流浪的神，流浪的神
並不是上帝消失、也不是上帝流浪，

而是上帝是在墮落的人面前，祂離開了；而是上帝是在墮落的人面前 祂離開了；

你墮落、祂就離開。

‧流浪的神‧人的罪惡上帝離開‧上帝離開人去流浪 ‧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蒙召597 被擄到巴比倫的以西結，在外邦五年之後蒙召，

一到三章 ─ 上帝呼召他，讓他去傳道，

讓他真正看到 ─ 我讓以色列被擄，是因為我被趕走

第三章 ─ 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

第八章 ─他被那個靈提升，從兩河流域提到巴勒斯坦聖殿巴勒斯坦聖殿

八到十一章 ─描繪以西結所看到聖城耶路撒冷，

以色列的靈性光景

八1-6 ─看到北門，北門本來是聖潔的地方…

八5 神對我說：「人子啊，你舉目向北觀看。」

我就舉目向北觀看，見祭壇門的北邊，我就舉目向北觀看，見祭壇門的北邊，

在門口有這惹忌邪的偶像；

八6「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八6 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

就是在此行這大可憎的事，使我遠離我的聖所。」

‧流浪的神‧人的罪惡上帝離開‧上帝離開人去流浪 ‧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以西結一定會說 ─ 那只有北門，

上帝說「你還要看見更可憎的事…」

八八77--1111祂領我到院門口，我觀看，見牆上有個窟窿，

祂對我說 ─ 人子啊，你要挖牆，進去看裡面可憎的惡事…
四面牆上畫著各樣的爬物、可憎的走獸、

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

祂

以色列家 切的偶像

七十個長老站立當中，

各人拿著香爐在拜這樣的走獸，

以西結 定說 只有那兩個地方 其他地方還好吧？

各人拿著香爐在拜這樣的走獸

在神的家裡！耶和華已經離棄這地…

以西結一定說 ─ 只有那兩個地方，其他地方還好吧？

八13-14 你還要看到更可憎的事，

祂領我到耶和華殿外院朝北的門口祂領我到耶和華殿外院朝北的門口，

誰知 ─ 有婦女坐著，為搭模斯外邦的神來哭泣…

‧流浪的神‧人的罪惡上帝離開‧上帝離開人去流浪 ‧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其他地方可能還好吧？上帝說 ─ 你來看更可憎的事。

八16 ─ 耶和華的內院，在耶和華的殿門口、廊子和祭壇中間，

二十五個人，背向耶和華的殿，面向東方、拜日頭。

八17 ─ 猶大在這地遍行強暴，手拿著枝條舉向鼻前，

我要忿怒，我不看，我準備管教、審判。

九3 以色列神的榮耀本在基路伯上，九3 以色列神的榮耀本在基路伯上，

現今從那裡升到殿的門檻。

神將那身穿細麻衣 腰間帶著墨盒子的人召來神將那身穿細麻衣、腰間帶著墨盒子的人召來。

叫以西結走遍各城，我準備離開聖城…叫以西結走遍各城 我準備離開聖城…
因為裡裡外外、男女老少通通拜偶像，

第一批被擄、第二批被擄，有靈性原因的，第 批被擄 第二批被擄 有靈性原因的

並不是上帝心甘情願離開祂的家。



‧流浪的神‧人的罪惡上帝離開‧上帝離開人去流浪 ‧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聖殿是所羅門王所蓋，是以色列的信仰中心，

現在已經被糟蹋、污染，上帝住不下去了。

耶和華的榮耀從基路伯 裡上升 停在門檻 上

在 被糟 污染 帝住不下 了

九3 ─ 上帝從至聖所、門檻出了聖所，離開聖殿聖殿。。

十4-5 耶和華的榮耀從基路伯那裡上升，停在門檻以上；

殿內滿了雲彩，院宇也被耶和華榮耀的光輝充滿。

基路伯翅膀的響聲聽到外院 好像全能神說話的聲音基路伯翅膀的響聲聽到外院，好像全能神說話的聲音。

跟以西結在外邦所看到的四活物、寶座、全能者，完全一樣…

十18-19 耶和華的榮耀從殿的門檻那裡出去，

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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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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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的神‧人的罪惡上帝離開‧上帝離開人去流浪 ‧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十一23-25 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

靈將我舉起，在異象中藉著神的靈將我帶進迦勒底地，

到被擄的人那裡；我所見的異象就離我上升去了。

我便將耶和華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說給被擄的人聽。

上帝是被我們趕走的，

我們還在作夢，以為可以回聖殿，我們還在作夢 為可 回聖殿

上帝已經放棄祂的聖殿。

神的兒女只要有聖潔、尊主的名為聖，上帝不會願意離開。神的兒女只要有聖潔、尊主的名為聖，上帝不會願意離開。

但是如果不接納上帝、墮落、犯罪、拜偶像，

以色列的偶像是所有人，而且是上帝的居所 ─以色列的偶像是所有人，而且是上帝的居所

怎好讓上帝的居所拜偶像？怎讓上帝住得下去？

人的罪惡導致上帝的離開人的罪惡導致上帝的離開

上帝不願意離開我們的，上帝離開是因為我們犯了罪

‧流浪的神‧人的罪惡上帝離開‧上帝離開人去流浪 ‧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以弗所書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
大衛在 詩篇卅二篇禱告 ─ 主啊，大衛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歐洲的歷史，文藝復興、改教運動的時候曾經復興過，

後來理性主義、無神論、反神，

一棒一棒的把上帝趕除。

歐洲的教會蠻大的，後來上帝不在了，

變成只是藝術品、給人家拍照…
上帝不在那裡，上帝去流浪了。

要悔改！

最怕的不是巴比倫把你擄走最怕的不是巴比倫把你擄走，

最怕的是犯了罪，得罪了上帝，讓上帝去流浪！

‧流浪的神 ‧人的罪惡上帝離開‧上帝離開人去流浪‧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八到十一章 ─ 上帝的流浪史

十二章 ─ 上帝要以西結去傳道，藉著不同的比喻，

耶路撒冷城一定會被擄、迷惑人的假先知一定會被攻擊

十五章 ─ 耶路撒冷的居民好像被焚燒沒有用的葡萄樹葡萄樹

十六章 ─ 耶路撒冷像棄嬰，給媽媽丟了

十七章 ─ 耶路撒冷的人都想親埃及，不聽耶利米…
還在吃兩邊的草、腳踏兩條船，

像兩隻大鷹輪流把你們掐走、擰走，像獅子陷入坑裡

十九章 ─像葡萄樹被拔出

二十章 ─像樹林被焚燒二十章 像樹林被焚燒

廿一章 ─ 上帝已經拔出鞘的刀，要攻擊以色列人

廿二章 ─ 以色列像被丟入熔爐的渣滓廿二章 ─ 以色列像被丟入熔爐的渣滓

廿三章 ─ 以色列像淫婦，她的丈夫要把她丟了



‧流浪的神 ‧人的罪惡上帝離開‧上帝離開人去流浪‧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上帝被趕走聖殿之後，沒有任何擋住、上帝已經不幫你撐腰，

不像過去，大衛一悔改、上帝憐憫他，

希希西家、約西亞一悔改，上帝就仍然住在他們當中；

任何人只要肯悔改，

上帝都不願意離開祂榮耀的居所。

十一章 ─ 上帝一步一步的被趕出去，十 章 上帝 步 步的被趕出去
聖城一片一片的淪陷

十二章 ─用各樣的比喻十二章 用各樣的比喻…
葡萄樹、棄嬰、淫婦、香柏樹被大鷹所擰走、

獅子陷入坑裡、葡萄樹被拔走、森林被火燒、火燒、獅子陷入坑裡、葡萄樹被拔走、森林被火燒、火燒、

上帝已經拔刀出鞘，像爐中的渣滓最後一無所有一無所有

十六、廿三章 以色列人像淫婦，十六、廿三章 ─ 以色列人像淫婦，

聖城好像火上的鍋，要被燒、被烤、被熬

‧流浪的神 ‧人的罪惡上帝離開‧上帝離開人去流浪‧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巴比倫來一批、兩批、三批，把他們擄走過程中，

上帝已經不在，你只好自己靠自己…
大部分的人被擄走，通通去流浪；

到現在二十一世紀，以色列人仍然在流浪，不敢靠近上帝。

第二次世界大戰，被希特勒殺了六百萬猶太人，

以色列人發展出不可知論 ─以色列人發展出不可知論

上帝我知道祂存在，可是…上帝在哪裡？

不可知論並不是無神論，上帝存在，不可知論並不是無神論 上帝存在

只是不知道在哪裡，也不是消失、去流浪！

不可知論仍然籠罩現在以色列，不可知論仍然籠罩現在以色列，

遠遠的、不敢妄稱耶和華的名，

上帝可能在那裡，但我不知道你在哪裡 ，上帝可能在那裡，但我不知道你在哪裡…，
不能靠上帝了！

‧流浪的神 ‧人的罪惡上帝離開‧上帝離開人去流浪‧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上帝絕對不像尼采所說 ─ 死了，

上帝不會死，祂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上帝 泛神論上帝不是泛神論 ─ 在被造之物…，上帝不在裡面

中國人拜偶像、拜祖先，上帝在祖宗裡面

佛教 New Age-ment ─ 我裡面有神

老莊所說 ─ 人心包天心，我裡面有神

，上帝被我們趕走，我們只好自己想辦法…

像傳道書所說 ─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像傳道書所說 ─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西方的教會歷史，特別理性主義之後，

就看到是虛空 ─ 教堂很大，上帝不在！就看到是虛空 ─ 教堂很大，上帝不在！

你很難過，上帝更難過！

 二四章 以西結的太太死了，他不能哭 二四章 ─ 以西結的太太死了，他不能哭

上帝是流浪的神，因為我們把上帝趕走

‧流浪的神 ‧人的罪惡上帝離開 ‧上帝離開人去流浪‧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一到卅九章 ─ 上帝的不在、被趕出去，
The absence of God

上帝要找人卅四章 ─ 上帝要找人，透過牧羊人，

祂的兒子耶穌，立新約、聖靈的那位

四十到四八章 ─ 上帝的同在，The presence of God

流浪的神一開始就在找以西結，流浪的神 開始就在找以西結，

現在在找你 ─ 可能流浪過、墮落過、離開上帝過，

但是現在悔改、要尊主的名為聖但是現在悔改、要尊主的名為聖…
祂找以西結蒙召成為外邦的牧師，

你過去墮落、犯罪，回到上帝面前！你過去墮落、犯罪，回到上帝面前！

過去的事奉軟弱，再回到上帝面前！

流浪的神仍然在找我們，只要我們願意被找流浪的神仍然在找我們，只要我們願意被找 ─
祂願意用我們，心甘情願、要坐在我們生命寶座裡面。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

禱告禱告

幫助華人的傳道人、長執、同工、

特別罪惡墮落的人，特別罪惡墮落的人

都知道你樂意住在我們當中；

幫助我們不要把上帝您趕走幫助我們不要把上帝您趕走，

求主幫助我們 ─
接納你、敬畏你、敬拜你、服事你。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