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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廿四章 1 - 5

1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2「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倫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2 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倫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

你要將這日記下，

3要向這悖逆之家設比喻說，主耶和華如此說：3要向這悖逆之家設比喻說，主耶和華如此說：

『將鍋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

4將肉塊 就是 切肥美的肉塊 腿 和肩都聚在其中4將肉塊，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塊、腿，和肩都聚在其中，

拿美好的骨頭把鍋裝滿；

5取羊群中最好的 將柴堆在鍋下 使鍋開滾5取羊群中最好的，將柴堆在鍋下，使鍋開滾，

好把骨頭煮在其中。』」

以西結書廿四章 15 - 18

15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16「人子啊，我要將你眼目所喜愛的忽然取去，16 人子啊，我要將你眼目所喜愛的忽然取去，

你卻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淚，

17只可歎息，不可出聲，不可辦理喪事；17只可歎息，不可出聲，不可辦理喪事；

頭上仍勒裹頭巾，腳上仍穿鞋，不可蒙著嘴唇，

也不可吃弔喪的食物也不可吃弔喪的食物。」

18於是我將這事早晨告訴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

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

乘著聖靈翅膀的啞巴先知乘著聖靈翅膀的啞巴先知

學者把以西結書，因為他太太死，把它分成三段 ─
一到廿四章、廿五到卅三章、卅四到四十八章。到廿四章 廿五到卅三章 卅四到四十八章

太太死，中心夾的他自己變成啞巴，
帝讓你體會上帝的痛苦

第一、二、三章 ─ 上帝寶座向他顯現，他開始有一些怪異的行動…

上帝讓你體會上帝的痛苦。

第 章 上帝寶座向他顯現 他開始有 些怪異的行動

四到八章 ─ 三百九十天側躺，

用牛糞跟人糞來煮吃的食物、做餅、牛糞 糞來煮 食 餅

剃頭髮、鎖鍊把自己鎖起來，引起同胞好奇。

八1 ─ 猶大的眾長老問他：怪異行動，原因是什麼？八 猶大的眾長老問他 怪異行動 原因是什麼？

正問他，聖靈把他提到耶路撒冷，

讓他看到以色列人拜偶像，讓他看到以色列人拜偶像

上帝去流浪流浪。。



乘著聖靈翅膀的啞巴先知乘著聖靈翅膀的啞巴先知

以西結在外邦被上帝呼召、被聖靈感動回聖城，

看到上帝如何流浪，回去之後，對他外邦的同胞傳道。看到 帝 何 對 外邦 傳道

他的太太，在耶路撒冷亡城那天被取走，不可哭泣、悲哀…
這些怪異的行動，在外邦變成有影響力！這些怪異的行動 在外邦變成有影響力！

一位在外邦有影響力 ─ 非洲之父大衛李文斯頓，
英國探險家，有一個職責 ─英國探險家，有一個職責 ─ 

讓上帝救贖的真理傳給非洲人，

三十七年之久，他行走非洲三萬里路三十七年之久，他行走非洲三萬里路…
他將自己的生命放在上帝手中，

生就是非洲人的祝福 是非洲之父一生就是非洲人的祝福，是非洲之父，

非洲有三十幾個地方引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死後八個月 屍體運回英國 國葬死後八個月，屍體運回英國、國葬，

英國人紀念他，卻是在外邦被上帝用 ─ 很像以西結。

‧被上帝管理‧苦難中體恤上帝心腸 ‧靠聖靈傳上帝的信息 ‧成為守望者

大衛李文斯頓被上帝管理，

不以惡制惡、希望把救恩傳給非洲人，不以惡制惡 希望把救恩傳給非洲人

多少獅子、多少危險，他都走過

以西結所傳的道 ─ 耶路撒冷要被困、被擄、被滅，

同胞不愛聽的，他們聽從假先知的話…同胞 聽的 他們聽從假先知的話

以西結用很多怪異的行動，來引起別人的好奇，

然後告訴同胞說 ─ 我們國家要亡城！

被上帝管理

然後告訴同胞說 我們國家要 城

變成外邦上帝所用的牧師、先知

影響力的祕訣是被上帝管理。

三個角度來看 ─ 
如何被上帝管理，才可能有影響力…

‧被上帝管理‧苦難中體恤上帝心腸‧靠聖靈傳上帝的信息 ‧成為守望者

被擄到外邦去、流浪，會體會流浪的神
太太突然上帝把她奪走，太太突然上帝把她奪走

廿四16 ─ 我要將你眼目所喜愛的忽然取去

上帝所愛的是以色列人，從埃及救出來帶進迦南地，

種了葡萄園、希望他結好果子 ─ 以賽亞書第五章。
沒有想到 結十六到廿三章以色列人就像淫婦，

不只是北國，南國、兩個姊妹都是淫婦！

上帝透過以西結說 ─ 
你們要被擄！不要奢望上帝保護。

第三批被擄之前的時候，愈拜愈失敗、愈拜愈厲害，

因此以西結心中非常苦，三14 ─ 心中甚苦、靈性忿激。因此以西結心中非常苦 三14 心中甚苦 靈性忿激

比較瞭解上帝的心情。

‧被上帝管理‧苦難中體恤上帝心腸‧靠聖靈傳上帝的信息 ‧成為守望者

十一13 我正說預言的時候，比拿雅的兒子毗拉提死了。

於是我俯伏在地，大聲呼叫說：「哎！主耶和華啊，

你要將以色列剩下的人滅絕淨盡嗎？」

那個時候上帝還沒有離開東門、橄欖山，那個時候上帝還沒有離開東門 橄欖山，

他說：上帝不要離開、仍然住在這裡。

但是上帝說不行，我的聖潔容不下這些墮落敗壞！但是上帝說不行 我的聖潔容不下這些墮落敗壞！

他即使禱告、仍然很痛苦，更瞭解上帝的痛苦。

 十 23 24 上帝離開了 從橄欖山 十一23-24 ─ 上帝離開了，從橄欖山

 徒一 ─ 門徒抬頭看天，天使說：你們所仰望那位那位耶穌耶穌，，

如何駕著雲彩去，也如何在橄欖山降臨如何駕著雲彩去，也如何在橄欖山降臨

正好應驗 撒迦利亞書十四章彌賽亞要降臨橄欖山山

上帝離開橄欖山上帝離開橄欖山，

最後祂的兒子耶穌降臨在橄欖山。



‧被上帝管理‧苦難中體恤上帝心腸‧靠聖靈傳上帝的信息 ‧成為守望者

以西結要被上帝用，一定要體恤上帝的痛苦 ─
上帝透過你的妻子被奪走、耶利米不能結婚，

瞭解上帝好像變成鰥夫寡婦那種痛苦

很像保羅在 腓立比書 所說的 ─
要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耶穌釘十字架的那個苦處，

幫助傳道的人體恤上帝的痛苦，

才能成為好的傳道人

苦難中體恤主人的心腸，苦難中體恤主人的心腸

是乘著聖靈翅膀的啞巴先知，

告訴我們這些傳道人的。告訴我們這些傳道人的

‧被上帝管理 ‧苦難中體恤上帝心腸‧靠聖靈傳上帝的信息‧成為守望者

十一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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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 被擄我便將耶和華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說給被擄的人聽。

他開始傳聖靈在他身上感動的信息，他開始傳聖靈在他身上感動的信息

用百般的恩賜、智慧，把人帶到上帝那裡去…
從 十二章 用各樣的比喻，上帝讓百姓被擄走、假先知被攻擊假先知被攻擊從 用各樣的比喻 帝讓 被擄走 假先 被 擊假先 被 擊

 十五章 ─ 居民像北國被亞述擄走，像淫婦沒有丈夫沒有丈夫；；

指責 ─ 你如果對巴比倫背叛、去投靠埃及，指責 你如果對巴比倫背叛 去投靠埃及

就像香柏樹被大鷹所擰走一般

 十八章 ─如果不悔改，會像獅子陷入坑中、葡萄樹被拔走十八章 如果不悔改 會像獅子陷 坑中 葡萄樹被拔走

 二十章 ─ 樹林被火焚燒，上帝拔出刀來擊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

 廿二章 ─放入熔爐，像殘渣、渣滓廿二章 放入熔爐 像殘渣 渣滓

 廿三章 ─跟撒瑪利亞一樣，都像淫婦

‧被上帝管理 ‧苦難中體恤上帝心腸‧靠聖靈傳上帝的信息‧成為守望者

太太太太死的那天，開始對外邦傳道，

廿五到卅二章 ─ 預告上帝在列邦當中行審判…
廿五章─ 亞捫被上帝審判，摩押、西珥、以東、非利士，

這些幸災樂禍的鄰居，上帝要審判

廿六章 ─ 推羅、西頓，通通要審判

廿九到卅二章 ─ 審判的焦點在埃及，透過巴比倫倫

以色列、南國、外邦受審判，

上帝是公義、也是歷史的主宰。上帝是公義 也是歷史的主宰

審判外邦，讓被擄到外邦的以色列人得到安慰 ─
前半段聽到審判的信息，後來聽到安慰救恩的信息前半段聽到審判的信息，後來聽到安慰救恩的信息…
 十二到廿四章、傳到他太太死了，

他心裡痛苦，讓外邦的以色列人體會上帝的痛苦他心裡痛苦，讓外邦的以色列人體會上帝的痛苦

妻子死了以後，開始預言外邦、一個一個的受審判

‧被上帝管理 ‧苦難中體恤上帝心腸‧靠聖靈傳上帝的信息‧成為守望者

耶利米被擄到埃及去的同時，

以西結在外邦記載埃及受審判…
先知的靈是互相對稱的、不會互相矛盾

上帝感動先知一致被啟示，傳相同的信息，

先知的靈是彼此互相順服的

以西結跟耶利米，

審判 安慰靠著聖靈傳上帝的信息 ─ 審判跟安慰，

耶利米 ─ 安慰的信息就是哀歌，耶利米 安慰的信息就是哀歌

上帝仍然要回來，仍然要憐憫這個地方，

仍然讓太陽從東邊出來 ─仍然讓太陽從東邊出來  
每早晨都是新的，信實何等廣大

以西結 ─看到上帝在外邦出手審判，以西結 ─ 看到上帝在外邦出手審判，

讓啞巴的先知，體會到上帝仍然愛他的同胞



‧被上帝管理 ‧苦難中體恤上帝心腸 ‧靠聖靈傳上帝的信息‧成為守望者

卅三7-9 人子啊，我照樣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人。。
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

我對惡人說：「惡人哪，你必要死！」

你以西結若不開口警戒惡人，使他離開所行的道，

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

倘若你警戒惡人轉離所行的道，他仍不轉離，

孽 你 救自 離

上帝讓以西結成為守望者…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卻救自己脫離了罪。

三17 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

從靈性角度看 ─ 同胞是淫婦、背約，

上帝要讓你開始傳道 祈禱 要用你成為守望者上帝要讓你開始傳道、祈禱，要用你成為守望者，

為你的同胞靈性禱告，不要浪費上帝在你生命上的光陰。

‧被上帝管理 ‧苦難中體恤上帝心腸 ‧靠聖靈傳上帝的信息‧成為守望者

以西結在外邦，影響到外邦的同胞，影響到同胞的家鄉；

大衛李文斯頓影響到非洲、影響到英國人尊敬他。大衛李文斯頓影響到非洲 影響到英國人尊敬他

大衛李文斯頓的追思禮拜，全國國喪，

快結束的時候，有一個老先生大哭…
我跟大衛理文斯頓是同班同學，

一起長大、同一個主日學、同一個教會，

上帝呼召他，順服到非洲去事奉上帝；

我呢？晚年，上帝已經不用我！

我沒有影響力，他有影響力。

這個痛苦提醒你跟我 ─

被上帝管理 被上帝用早點被上帝管理、被上帝用。

親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在苦難當中 ─

禱告禱告
幫助我們在苦難當中 ─
體會你的心情，

幫助我們能夠被聖靈感動幫助我們能夠被聖靈感動 ─
傳主的道，

幫助我們成為華人教會的守望者，

為華人教會的靈性來禱告。為華人教會的靈性來禱告

恩待我們被你使用。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