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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卅九章 25 - 29以西結書卅九章

25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使雅各被擄的人歸回，

要憐憫以色列全家，又為我的聖名發熱心。

26他們在本地安然居住，無人驚嚇，

是我將他們從萬民中領回，從仇敵之地召來。

我在許多國的民眼前，在他們身上顯為聖的時候，

他們要擔當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

28因我使他們被擄到外邦人中，後又聚集他們歸回本地，

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 他們的神；
我必不再留他們一人在外邦。

29我也不再掩面不顧他們，

因我已將我的靈澆灌以色列家。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浪子回家的路浪子回家的路

上帝要讓被擄的再接受到上帝的憐恤，

一批一批慢慢要歸回，回到本地，批 批慢慢要歸回 回到本地

好讓他們知道 ─ 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神。

從整本書來看，浪子是回家有路的，
這本書四十八章，分成三部分…
 一到廿四章 ─ 上帝審判以色列

 廿五到卅二章 ─ 上帝審判神百姓的仇敵廿 到卅 章 上帝審判神百姓的仇敵

 卅三到四八章 ─ 上帝指明將來有盼望

分割點 廿四、三三章 ─

他的太太死、自己成為啞吧，他的太太死 自己成為啞吧

好體會上帝的聖城被毀、聖民被擄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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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三章 ─開始上帝預備救恩

卅三到卅九章 ─ 大牧者出現、聖靈降臨，上帝把祂的百姓帶歸回大牧者出現 降臨 帝 祂的百姓帶歸回

四十到四八章 ─ 上帝要預備新的耶路撒冷城…
本來上帝不在了，The absence of God

從此以後 這城的名字必稱為耶和華的所在

本來上帝不在了

 四十到四八章上帝的同在，The presence of GodGod

四八35 從此以後，這城的名字必稱為耶和華的所在。

祂回去，神的百姓也要歸回，透過 卅六、卅七章 ─

釘十架的牧羊人、後來降臨的聖靈，預備新耶路撒冷城；

等於 啟示錄廿一、廿二章耶路撒冷城

等於釘十字架的耶穌…預備新耶路撒冷城

以西結書救恩歷史中，舖好了十字架的路，被擄的人可以歸回人可以歸回，，以西結書救恩歷史中 舖好了十字架的路 被擄的 可 歸可 歸

浪子回家的路是十字架！



1. 藉著管教使浪子悔改

廿四25-27 人子啊，我除掉他們所倚靠、所歡喜的榮耀，

並眼中所喜愛、心裡所重看的兒女。

那日逃脫的人豈不來到你這裡，使你耳聞這事嗎？

你必向逃脫的人開口說話，不再啞口。

你必這樣為他們作預兆，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上帝透過以西結 ─ 上帝被趕走，流浪的神，開始傳道上帝透過以西結 ─ 上帝被趕走，流浪的神，開始傳道…
以色列人要成為無用的葡萄樹

上帝第三次才擄走你，是要給你慈愛、機會，你不接受，上帝第三次才擄走你，是要給你慈愛、機會，你不接受，

因此要像樹林被火焚燒、上帝拿刀出鞘要擊殺你一般

 廿四章 以西結更痛苦 妻子被取走 離世 廿四章 ─ 以西結更痛苦，妻子被取走、離世，

好讓以色列不只經歷以西結的痛苦，

也經歷所愛的耶路撒冷城被擄走 眼目所喜愛的的被滅被滅也經歷所愛的耶路撒冷城被擄走、眼目所喜愛的的被滅，被滅，

心中的痛苦，好讓你們被管教

1. 藉著管教使浪子悔改

上帝不像同性戀、泛神論、無神論的人說 ─ 上帝不會審判。

上帝絕對有公義，浪子一定有管教，管教背後是愛；

魯益師 ─ 苦難是擴音器，好讓你醒過來

 希伯來書十二章 ─ 祂所愛的必管教，

如果不愛你、就把你放棄了

後現代化的特徵是很圖畫性的 ─後現代化的特徵是很圖畫性的
真理用圖畫、影像、用各樣的方式來呈現

後現代化的人不是照文字，記東西是照著圖像後現代化的人不是照文字，記東西是照著圖像

所以講道要有圖畫性的方式：

 以西結從十二到廿三章 ─ 圖畫性來描繪要亡國 以西結從十二到廿三章 ─ 圖畫性來描繪要亡國…
 路加福音十五章 ─ 浪子，上帝藉著饑荒臨到他，

錢用光、搶豬吃的來管教他；錢用光、搶豬吃的來管教他；

沒有管教，他仍然墮落、剛硬、不懂得體恤上帝的愛…

2. 挪去浪子一切依靠

路十五 ─ 父親的錢都用光了、朋友通通離開了、

唯一能吃的就是豬所吃的，沒有任何依靠了…

這個情節以西結書完全一樣，廿五到卅二章 ─ 

列邦列國受審判，亞捫、摩押、以東、非利士人、推羅，列邦列國受審判 亞捫 摩押 以東 非利士人 推羅

廿九章 ─ 埃及，以色列亡國之前，一廂情願靠埃及的情懷，

最後焦點埃及受審判，好讓南國第三批準備被擄的人 ─最後焦點埃及受審判，好讓南國第三批準備被擄的人

埃及不可靠，除非順服上帝的管教、順服巴比倫。

只有一個人還活下去 ─跟以西結一起被擄的約雅斤，只有 個人還活下去  跟以西結 起被擄的約雅斤，

只做一件事 ─ 投降巴比倫、聽耶利米所說的話。

以色列一直有 ─ 不懂得垂直依靠上帝，

水平找依靠的盲點，水平找依靠的盲點

上帝把你所依靠的通通挪走！

2. 挪去浪子一切依靠

亞哈斯聽到北國跟亞蘭結盟，就求告亞述

希西家想向巴比倫求告

約雅敬、約雅斤、西底家，向埃及求告

他們就是不懂得求告上帝，卻求告人間君王。

哀四17 我們仰望人來幫助，以致眼目失明，還是枉然；

我們所盼望的，竟盼望一個不能救人的國！我們所盼望的，竟盼望一個不能救人的國！

你可能癌症到了絕境，

只好求主憐憫、潔淨、赦免我，

或有對不起上帝的地方，認罪悔改，

至少坦蕩蕩見上帝。

上帝把所有的依靠挪走了，好讓你體會到…

詩一一八9 投靠耶和華，強似倚賴王子。

上帝把所有的依靠挪走了 好讓你體會到



2. 挪去浪子一切依靠

末世我們有一個問題也一樣 ─ 世人依靠撒但，

愛恨他們的撒但，卻恨愛他們的上帝；

可是上帝要以色列人、要你跟我，單單來依靠祂。

你如果事奉走不下去，求主幫助你 ─ 上帝仍然是出路，

上帝會把原來以為的依靠、不實的幻想切斷…
一到三章 ─ 上帝的寶座，呈現出上帝 ─

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最怕的是，上帝以外到處找依靠。

二十世紀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的歷史研究 ─
每一個文化文明的滅亡，都是因為自殺、不是他殺。

神兒女最根本的問題是靈性上的，

上帝把你這些依靠都挪去，你要感恩；上帝把你這些依靠都挪去，你要感恩；

浪子回家是有路的 ─ 十字架！

3. 差大牧人主動找尋

卅四11-16 主耶和華如此說：

假的、不愛羊的、只知牧養自己的牧羊人，上帝換掉換掉……

「看哪，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將牠們尋見。牧人在

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樣尋找他的羊，我必照樣尋找我的羊。

這些羊在密雲黑暗的日子散到各處 我必從那裡救回牠們來這些羊在密雲黑暗的日子散到各處，我必從那裡救回牠們來。

我必從萬民中領出牠們，從各國內聚集牠們，引導牠們歸回故土，

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邊、境內一切可居之處，也必在以色列山上 切溪水旁邊 境內 切可居之處

牧養牠們。我必在美好的草場牧養牠們。

牠們的圈必在以色列高處的山上，牠們必在佳美之圈中躺臥，

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場吃草。」

主耶和華主耶和華說：「我必親自作我羊的牧人，使牠們得以躺臥。

失喪的 我必尋找；被逐的 我必領回；失喪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回；

受傷的，我必纏裹；有病的，我必醫治；

只是肥的壯的，我必除滅，也要秉公牧養牠們。」

上帝主動找羊、取代惡的牧者，讓那些…通通召回來。

只是肥的壯的 我必除滅 也要秉公牧養牠們 」

3. 差大牧人主動找尋 透過誰呢？

卅四20-24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

「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間施行判斷。

因為你們用脅用肩擁擠 切瘦弱的 又用角牴觸因為你們用脅用肩擁擠一切瘦弱的，又用角牴觸，

以致使牠們四散。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作掠物；掠物；

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間施行判斷。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間施行判斷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們，牧養他們，就是我的僕人大衛。

他必牧養他們，作他們的牧人。

大衛王早已經亡了，這位大衛，

我耶和華必作他們的神，我的僕人大衛必在他們中間作王。」

大衛王早已經亡了 這位大衛

就是 馬太福音第一章大衛的家譜中，大衛的後裔耶穌。

耶穌說 ─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至於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內，在耶和華面前吃餅。

耶穌說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為羊捨命

那個大衛的後裔，是 四四3所要讀的那位彌賽亞…
至於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內，在耶和華面前吃餅。

他必由這門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

3. 差大牧人主動找尋

上帝的受膏者耶穌降生在馬槽，

最後在聖殿旁邊被釘十字架的大牧人 ── 耶穌彌賽亞耶穌彌賽亞…

四五7-8 歸王之地要在聖供地和屬城之地的兩旁，

就是聖供地和屬城之地的旁邊…分給以色列家。就是聖供地和屬城之地的旁邊…分給以色列家

彌賽亞才有辦法讓被擄到巴比倫去的人，真正歸回。

四七1-2 他帶我回到殿門，見殿的門檻下有水往東流出。

這水從檻下，由殿的右邊，在祭壇的南邊往下流。他帶我

出北門，又領我從外邊轉到朝東的外門，見水從右邊流出。

走上十字架，好讓以馬內利的神降臨在以色列，走上十字架，好讓以馬內利的神降臨在以色列，

死裡埋葬、復活之後，聖靈要降臨，

四七章河水會漲高，讓死海變成紅海，四七章河水會漲高，讓死海變成紅海，

那麼大的神蹟、預告、奇妙的事，是透過耶穌…



3. 差大牧人主動找尋

四十到四八章 ─ 新的耶路撒冷城，因為彌賽亞更新。

卅七章以西結用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方式來形容

─ 枯骨要復活！

卅七1 ─ 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卅七1 ─ 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
聖靈把他帶出去放在平原，

平原看到的都是枯骨。平原看到的都是枯骨。

預告以色列百姓被擄，變成枯骨了

透過以西結說預言 傳道 枯骨復活透過以西結說預言、傳道 ─ 枯骨復活

氣息住在他生命中 枯骨復活的時候歸回氣息住在他生命中，枯骨復活的時候歸回，

以色列南國、北國要歸回上帝，要合一

要接受上帝的永約 接受上帝新的牧人要接受上帝的永約、接受上帝新的牧人

3. 差大牧人主動找尋

枯骨復活以後，又提到大衛…

我的僕人大衛必作他們的王卅七24-26a 我的僕人大衛必作他們的王；

眾民必歸一個牧人。

他們必順從我的典章 謹守遵行我的律例他們必順從我的典章，謹守遵行我的律例。

他們必住在我賜給我僕人雅各的地上，

就是你們列 所住之地就是你們列祖所住之地。

他們和他們的子孫，並子孫的子孫，都永遠住在那裡。

我的僕人大衛 作他們的王 直到永遠我的僕人大衛必作他們的王，直到永遠。

並且我要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作為永約。

上帝要回祂的聖所，

透過釘痕的耶穌，好讓被擄的歸回。

4. 賜下聖靈清洗罪孽

卅六25-26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

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

耶穌說 ─ 我求父，聖靈就降臨，好讓以色列人可以歸回。耶穌說  我求父，聖靈就降臨，好讓以色列人可以歸回

媽媽告訴女兒：這男生不合適妳。女兒不聽，跟男孩私奔。

男孩子讓她懷孕之後就離開她 她懷孕 怎麼走下去？男孩子讓她懷孕之後就離開她，她懷孕…怎麼走下去？
有一天看報紙、報紙有媽媽的照片，媽媽找我！

帶了孩子在家門口 「 ！我要半夜 去帶了孩子在家門口，「不！我要半夜回去。」

半夜從後門一推，跟媽媽在後門撞到了，

「 為 麼後門 有關「媽，為什麼後門沒有關？」

媽媽說：「自從妳離家，前後門都沒有關，等妳回來！」

上帝等我們這些浪子回家，回到上帝面前吧！祂等你、祂愛你。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求親愛的主，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這些浪子，

早早回到你面前 ─早早回到你面前 ─
接受上帝的管教，認罪、悔改、歸回，

讓寶血耶穌赦免我的罪讓寶血耶穌赦免我的罪，

洗刷我們的過犯、成為新造的人，

來服事你！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