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先知大先知書書 十七課十七課……

以西結書以西結書--國破寶座在國破寶座在

10 秒後自動播放

畫面右下角
切換全螢幕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切換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以西結書第一章 1 3以西結書第一章 1 - 3

1當三十年四月初五日，1當三十年四月初五日，

以西結在迦巴魯河邊被擄的人中，

天就開了，得見神的異象。天就開了，得見神的異象。

2正是約雅斤王被擄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

3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魯河邊3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魯河邊，

耶和華的話特特臨到布西的兒子祭司以西結；

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

以西結書第一章 26 28以西結書第一章 26 - 28

26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形像，26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形像，

彷彿藍寶石；在寶座形像以上有彷彿人的形狀。

27我見從他腰以上有彷彿光耀的精金，27我見從他腰以上有彷彿光耀的精金，

周圍都有火的形狀，

又見從他腰以下有彷彿火的形狀又見從他腰以下有彷彿火的形狀，

周圍也有光輝。

28 下雨的日子 雲中虹的形狀怎樣28 下雨的日子，雲中虹的形狀怎樣，

周圍光輝的形狀也是怎樣。

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形像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形像。

我一看見就俯伏在地，又聽見一位說話的聲音。

‧國破寶座在‧以西結書導論 ‧看所當看 ‧靠所當靠 ‧怕所當怕 ‧傳所當傳

國破了，上帝的寶座在以西結書仍然存在。

以西結是亞倫的後裔，他生在約西亞時代，

主前 598、597 跟約雅斤一同被擄到巴比倫，

寄居在迦巴魯的河邊。

被擄五年之後，上帝的寶座在被擄之地向他顯現，

呼召他成為外邦的牧師。

北國在主前 722 被亞述所滅，亞述一直攻到南國，

上帝透過以賽亞堅固希西家，頂住幾乎快淪陷的江山上帝透過以賽亞堅固希西家 頂住幾乎快淪陷的江山

希西家之後第二個王叫瑪拿西，執政五十五年，

把南國靈性的復興完全毀壞掉把南國靈性的復興完全毀壞掉

瑪拿西後面的王叫約西亞，執政十八年，

主前 621找到摩西的律法，就大發熱心，主前 621 找到摩西的律法，就大發熱心，

用摩西的律法帶給南國靈性的大復興



‧國破寶座在‧以西結書導論 ‧看所當看 ‧靠所當靠 ‧怕所當怕 ‧傳所當傳

外交外交 ─ 兩河流域南邊的巴比倫興起，

在主前 612 打敗了亞述帝國，亞述軍隊往西逃到哈蘭。

埃及法老王的軍隊就北上，跟亞述殘餘軍隊呼應，

好頂住巴比倫往埃及來入侵。

約西亞竟然出兵抵擋法老王的軍隊，

在主前 609 年死在米吉多。

法老王尼哥廢了親巴比倫的約哈斯，

立了約西亞的長子約雅敬，

巴比倫帝國

埃及

立了約西亞的長子約雅敬

可是約雅敬廢去摩西的律法，拒絕耶利米的勸告…
主前 605 巴比倫把約雅敬擄走、也把埃及打敗。主前 605 巴比倫把約雅敬擄走 也把埃及打敗

第一批被擄，除了約雅敬、還包括但以理先知

第二批被擄，以西結，598 年 12 月跟約雅斤第二批被擄，以西結，598 年 12 月跟約雅斤

亡國是主前 586，中間只有差十一、二年

‧國破寶座在‧以西結書導論 ‧看所當看 ‧靠所當靠 ‧怕所當怕 ‧傳所當傳

外邦被擄的人都奢望可以回耶路撒冷，

認為巴比倫來了只是短暫。

以西結被擄五年之後蒙召，

也就是他被擄之後，剩下六年不到的時間，

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王攻滅、南國滅亡，

沒有想到上帝就在外邦向他顯現！

他真正體會到 ─ 雖然是被擄到巴比倫去，

可是上帝的寶座仍然在外邦向他顯現。是 帝 寶座 在外邦 顯

以西結書一到三章 ─ 上帝的寶座向他顯現…
竟然在外邦呼召以西結。

透過上帝的寶座 ─國破寶座在。透過上帝的寶座  國破寶座在。

‧國破寶座在‧以西結書導論‧看所當看 ‧靠所當靠 ‧怕所當怕 ‧傳所當傳

1. 聖經的文體 ─ 是聖經啟示文學的最高峰，

一4-25所描繪的四活物，是 啟示錄第五章四活物的原點的原點

2. 系統神學的神論 ─ 一26-28 上帝的屬性包括

全能、榮耀、聖潔、信實，在 第一章 被濃縮、呈現，濃縮、呈現，全能 榮耀 聖潔 信實 在 第 章 被濃縮 呈現濃縮 呈現

也是 啟示錄第十章 上帝的 ─
榮耀、聖潔、全能、信實，完全引用的經文榮耀 聖潔 全能 信實 完全引用的經文

3. 救恩歷史 ─ 以西結、以賽亞、老約翰，
看到寶座上的上帝 通通下拜看到寶座上的上帝、通通下拜！

從來沒有人看過上帝，看到的結果就是死。

中保神學說明要靠近上帝，需要一個中保，中保神學 ─
新約的耶穌，是我們透過祂靠近上帝唯一的管道管道

上帝在外邦用寶座顯現給以西結，影響整個啟示文學的發展。

‧國破寶座在‧以西結書導論‧看所當看 ‧靠所當靠 ‧怕所當怕 ‧傳所當傳

對我們這些事奉上帝的人，更重要的事 ─
上帝如何呼召以西結，

被上帝的聖靈提著回到耶路撒冷，

成為外邦的牧師，

可以學習到 ─ 從寶座的異象瞭解，

寶座決定了工人的工作。寶座決定了工人的工作

上帝藉著寶座呼召以賽亞、

呼召老約翰寫啟示錄、

呼召以西結，

上帝繼續呼召工人來做祂的工作。

怎麼樣成為工人呢？怎麼樣成為工人呢？

上帝呼召什麼樣的人被祂用呢…



‧國破寶座在 ‧以西結書導論‧看所當看‧靠所當靠 ‧怕所當怕 ‧傳所當傳

被擄的三批人，一直以為上帝瓦解、不在了，

斷斷沒有想到 ─ 以西結是在外邦蒙召的。

人間的帝國都會過去，

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朝代會過去，

上帝的寶座仍然安定在天，

祂在掌管人間的歷史…祂在掌管人間的歷史

History is His story.

不管哪一個朝代，

上帝在掌權、祂是歷史的主宰。

你要被上帝用，不要單看人間的政權在哪裡，

政權會亡的…

上帝用寶座的異象來呼召以西結，這個原則不變。

‧國破寶座在 ‧以西結書導論‧看所當看‧靠所當靠 ‧怕所當怕 ‧傳所當傳

以西結整本書是建立在寶座的推導之下的…
 一到三章 ─好讓他 四到七章 開始講道

 八到十一章寶座的異象，提升以西結

回耶路撒冷看，，影響 十二到卅四章 的講道

 卅七章以西結看到枯骨復活，

影響 卅八、卅九章 的講道

 四十到四八章 影響到他寶座面前，看到上帝要讓

被擄的耶路撒冷城更新，變成新的新耶路撒冷城

從 第一章到四八章 ─ 整個觸動他講道事奉的重點就是

上帝的榮耀在寶座上顯現，寶座的神。

人事、局勢、外交、國王會變，上帝寶座不變！

以西結的事奉，是因為 第 章寶座，

榮耀在寶座 現 寶座 神

以西結的事奉，是因為 第一章寶座，

上帝提升他的眼睛，讓他看到上帝的寶座安定在天。

‧國破寶座在 ‧以西結書導論 ‧看所當看‧靠所當靠‧怕所當怕 ‧傳所當傳

一3 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

二2 靈就進入我裡面，使我站起來

三12 靈將我舉起，

我就聽見在我身後有震動轟轟的聲音

三14 靈將我舉起、帶我而去，

我心中甚苦、靈性忿激

八1 我坐在眾長老面前的時候，

主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

以西結書是被上帝的靈所提升的。

有上帝寶座的異象跟聖靈提升之後，

看到耶路撒冷的光景，知道國家墮落敗壞。看到耶路撒冷的光景 知道國家墮落敗壞

靠聖靈在他身上的引導…

‧國破寶座在 ‧以西結書導論 ‧看所當看‧靠所當靠‧怕所當怕 ‧傳所當傳

亞四6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

倚靠上帝的靈，上帝把你提升 ─
看到祂全能、聖潔、掌權、信實、慈愛的屬性，屬性，

管 我 悖

看到祂全能、聖潔、掌權、信實、慈愛的屬性，屬性，

然後有膽量，因為傳道的對象…

指責他們 ─ 五11玷污神的聖殿、

二7b 你只管將我的話告訴他們，他們是極其悖逆的。

指責他們 玷污神

卅六16玷污神的土地，

假先知玷汙上帝的百姓、安息日、上帝的聖名…假先知玷汙 帝 息 帝

說 ─ 你們要悔改、你們是悖逆，

上帝要藉著饑荒、野獸、瘟疫、上帝要藉著饑荒 野獸 瘟疫

刀劍、烈火，審判以色列！



‧國破寶座在 ‧以西結書導論 ‧看所當看‧靠所當靠‧怕所當怕 ‧傳所當傳

官印講完道以後，以西結蓋一個官印，
全書的關鍵句 ─ 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是神。

上帝幫助以西結對剛硬的百姓傳道，

好讓上帝的名被知道，

百姓一定不高興，你要有膽識的 ─
膽量是因為高度、寶座面前的異象，

新約的彼得 不過是個漁夫 普通百姓

還要靠著聖靈才可能有的。

新約的彼得，不過是個漁夫、普通百姓，

竟然有聖靈的感動，對公會的人傳道，說 ─ 

天上地下沒有賜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的。

靠所當靠的膽量，是因為寶座上的異象。

‧國破寶座在 ‧以西結書導論 ‧看所當看 ‧靠所當靠‧怕所當怕‧傳所當傳

一28 下雨的日子，雲中虹的形狀怎樣，

周圍光輝的形狀也是怎樣。

挪亞的彩虹，上帝不再用水審判 ─ 信實的虹

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形像，我一看見就俯伏在地。

三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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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想看到上帝，結果必然是死 ─
烏撒，死；亞倫的兩個兒子獻凡火，死。烏撒 死 亞倫的兩個兒子獻凡火 死

真正可怕的不是尼布甲尼撒王，是上帝，

在我們罪惡當中，要行審判的那位神，在我們罪惡當中，要行審判的那位神，

因此你要聖潔
在祂面前要俯伏下拜 要對得起上帝；在祂面前要俯伏下拜，要對得起上帝；

寧可不要得罪上帝，也不怕得罪人

‧國破寶座在 ‧以西結書導論 ‧看所當看 ‧靠所當靠‧怕所當怕‧傳所當傳

一個年輕傳道，坐公車，給了車的費用，

司機交給他銅板，他坐下來一摸 ─ 多給一塊錢！

他心裡在掙扎 ─ 管他的，是他給我的…
聖靈提醒他 ─ 把那個錢吐出去。

快下車的時候，到了司機前面說 ─
你好像多給我一塊銅板，現在還給你。

司機笑了，對他說 ─
你是不是最近到城裡的年輕傳道，你是不是最近到城裡的年輕傳道

我故意多給你一個銅板，看你如何反應…
你是敬虔的人，我去你的教會，

年輕傳道一下車，大哭 上帝啊，

你是敬虔的人 我去你的教會

我跟你，因為你是怕上帝的人。

年輕傳道一下車，大哭 ─ 上帝啊，

我差點為了貪一個銅板，出賣你的兒子耶穌！

‧國破寶座在 ‧以西結書導論 ‧看所當看 ‧靠所當靠 ‧怕所當怕‧傳所當傳

第二章上帝要他吃書卷

第三章上帝要他成為一個守望者，上帝的靈充滿他

第四章 開始傳道，

國家剩下六年就要亡城、亡國了，

愛國、愛家、愛教，最好的方式 ─
有寶座的異象成為傳道的人，

讓上帝的道透過你傳揚下去

上帝在呼召我們華人，

台灣、大陸、任何地方，成為傳道的人

有寶座的異象決定工人，做上帝要做的工作

求主憐憫你、呼召你、感動你，

被上帝用，但一定要有寶座的異象！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

感動華人 ─
寶座的異象因為有寶座的異象，

看到你的全能、你的信實、你的主權，

因此歡喜、怕你、靠你、仰望你，

傳你的道，傳你的道

心甘情願成為傳道的人。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