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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概覽–以西結書(一) 

一、書名和著者：「以西結書」是以著者的名字作書名。以西結與耶利米同是祭司之後（1：3）。

在國家第二次敗亡時（597B.C.）（年約廿五歲），他與約雅斤王同被擄到巴比倫去，在猶大

被擄子民中事奉神。以西結書是被擄期中的先知書。 
(一) 他的名字「以西結」的意義是「神加力量」，或作「神是力量」。在先知一生的工作中，神一

直加，也一直作他的力量。神曾對他說，「以色列家卻不肯聽從你，因為他們不肯聽從我；原

來以色列全家是額堅心硬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臉硬過他們的臉，使你的額硬過他們的額。我

使你的額像金鋼鑽，比火石更硬；他們雖是悖逆之家，你不要怕他們，也不要因他們的臉色驚

惶。」（三7～9）。他自己也見證說，「耶和華的手在我身上大有能力。」（三14） 
(二) 以西結說預言，不像其他的先知專對以色列國或猶大國，他是對整個的以色列家。他的預言一

部分是已經應驗，一部分（自三十三章二十一節起）關於以色列將來的復興，列國受審判，和

國度時期中以色列的情形等等，尚待應驗。 
(三) 以西結的使命是向那些被擄的以色列人傳達神的話。原來他們在巴比倫還是受假先知的愚弄，

以為耶路撒冷絕不會毀滅，猶大絕不會亡國，他們不久就可以回國。耶利米聽見了，就從耶路

撒冷寫信給「被擄的祭司、先知、和眾民、並生存的長老，就是尼布甲尼撒從耶路撒冷擄到巴

比倫去的」，告訴他們安心留在巴比倫，建造房屋，生男育女，切勿輕信假先知的話，應當一

心歸向神，尋求神，過了七十年，神必使他們歸回故國（耶二九1～14）。以西結就是繼續並

印證耶利米所說的話，竭力使他們知道，在歸回耶路撒冷前，他們必須先歸向耶和華神。雖然

開始是一個艱難的工作，遭遇過大反對，但最後他是成功的，因為被擄的百姓終究痛恨偶像，

一心歸向神，七十年後歸回故國。這多半是先知以西結工作的果效。 

(四) 以西結的文學極優美，表顯極深修養之體裁，如寓言、表號、象徵、異象、箴言、詩歌、引喻、

摹擬等。他在佈置、次序及年代編排方面顯出極有組織性的結構。 
 
二、背景和時地：被擄後第五年（592B.C.），以西結蒙召受職為先知。他與耶利米為同時代之先

知，耶利米較他約年長廿歲。當國亡後（580B.C.），耶利米被帶到埃及，此時以西結在巴比

倫事奉已有六年之久，而但以理則已在巴比倫國中成為政要人物了。 
(一) 本書內容所包括的時間約有二十三年，自主前593年起，至主前570年止。 
(二) 先知工作的地點是在巴比倫。 
 
三、信息：以西結的中心信息是耶路撒冷不能逃避之滅亡。當時在巴比倫的擄民中有假先知出現，

造謠惑眾，說國家必不會滅亡，而他們很快便會回國了。以西結於是宣告國家因屢犯重

罪，必須經過神的審判。此是先知書中「審判」性質之部分。 
雖然以西結暢論悖逆家之敗亡，但他同時以愛勸人悔改。他勸被擄之民學習受罰之教

訓，但也預言將來之復興，此是先知書中「安慰」性質之部分。 
 
四、鑰字和鑰節 

(一) 鑰字：(一)「異象」；(二)「耶和華的榮耀」；(三)「耶和華的靈［原文作手］」 
(二) 鑰節：結 1:1 當三十年四月初五日、以西結［原文作我］在迦巴魯河邊、被擄的人中、天就

開了、得見 神的異象。 
結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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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看見就俯伏在地、又聽見一位說話的聲音。 
結 33:20 你們還說、主的道不公平。以色列家阿、我必按你們各人所行的審判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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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36: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靈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

心、賜給你們肉心。 
結 36:27 我必將我的靈、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律例、謹守遵行我的典章。 
結 43:7 他對我說、人子阿、這是我寶座之地、是我掌所踏之地‧我要在這裏住、在

以色列人中、直到永遠‧ 
 

五、以西結書的特點： 

(一) 以西結與但以理、使徒約翰很有一些相像之處。他們都是神興起的先知，被指定在外邦之地說

話並寫預言。他們的預言也多半是根據異象和表號。 
 
(二) 迦巴魯河邊（結一 3，三 23，十 15，20，22，四三 3）是俘虜集中之處。可能詩篇一百三十七

篇就是說出當初被擄的人才到那裏的情況：｀我們曾在巴比倫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

了。我們把琴掛在那裏的柳樹上。因為在那裏擄掠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

作樂，說，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罷…。＇ 
 
(三) 本卷有四個異象：異像是象徵性的寫法。「主耶和華的手」（中譯為「靈」）降在他身上，是每

個異象的開端。 

1. 寶座的異象(第一章) 
 是事奉寶座的受造之物，有一輪在地上，啟示神要降世為人，在地仍在天(約三 13)。活物

受聖靈管治直往前行，他們是神受造之物中完美的形像，用二翅膀遮體，不奪取神的榮耀。如火炭

形像，聖靈充滿，有四個臉預表基督道成肉身的四方面，由四福音代表的：君王，奴僕，人子，神

子。「」名意是神手中緊緊守住的，也預示事奉神的人，一切受上面寶座的主宰。 

2. 殿中罪惡的異象(八~十一章) 
 牆上畫的爬物，是撒但進入教會；走獸是世界進入教會；以色列家一切的偶像是肉體進入教會。

失去基督元首的地位，長老帶領教會拜偶像；廿四個祭司加上大祭司背向神，使用巴比倫拜神的儀

式。教會以世界方式事奉神，使神離開教會，成為枯乾、荒涼、腐敗，惹動神的忿怒。 

3. 枯骨復活的異象(卅七 1~14) 
 預示以色列國將復興，回轉歸回神，末後以色列全家要得救。生命進入，神的話就是靈，就是

生命(約六 63)。預示神的救恩將來到，基督要為全人類贖罪，使人得生命，並且得的更豐盛。 

4. 聖殿恢復的異象(四十~四十八章) 
 神審判教會，以基督來測量教會，麻繩量大處，竿量小處。有忠心事奉神的撒督子孫看守聖所，

親近神、事奉神，侍立聽命在神前，奉獻自己作活祭。穿細麻衣基督為義，受聖靈主宰事奉神。 
 
(四) 本書二十八章十一至十九節，以西結在一首哀歌中說出撒但的來歷，正和先知以賽亞在論巴比

倫王的詩歌中說出一段撒但的墮落史相同。（賽十四 12～15）。 

結 28:14 你是那受膏遮掩約櫃的‧我將你安置在神的聖山上‧你在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間往來。 
結 28:15 你從受造之日所行的都完全‧後來在你中間又察出不義。 
結 28:16 因你貿易很多、就被強暴的事充滿、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褻瀆聖地、就從 神的山驅逐

你‧遮掩約櫃的阿、我已將你從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除滅。 
結 28:17 你因美麗心中高傲、又因榮光敗壞智慧、我已將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

們目睹眼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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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位大先知似乎對於三一神中的一位各有所注重。以西結是特別注重聖靈的先知，以賽亞是特

別注重聖子的先知，耶利米是特別注重聖父的先知。在本書中最少有十七次涉及聖靈和祂的職

事。 

結 2:2 他對我說話的時候、靈就進入我裏面、使我站起來、我便聽見那位對我說話的聲音‧ 
結 3:12 那時靈將我舉起、我就聽見在我身後有震動轟轟的聲音、說、從耶和華的所在顯出來的

榮耀是該稱頌的。 
結 11:19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靈放在他們裏面、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

們肉心‧ 
 
(六) 神兩次立以西結作祂的守望者。一個守望者斷不是自己設立、自己造就、自己差遣、自己說話；

相反的，一切都須由神調度。一個守望者在神所負起的責任是極其重大，替神警戒惡人。 

結 3:17 人子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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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33:7 人子阿、我照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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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為了以色列家離棄神事奉偶像，為了神要證實祂自己的公義和信實，祂才不得已的將他們交給

外邦人，同時祂的榮耀也不得已的離開聖殿和聖城。 

1. 耶和華的榮耀從那裏上升到殿的門檻；（九 3，十 4） 
結 9:3 以色列 神的榮耀本在上、現今從那裏升到殿的門檻‧ 神將那身穿細麻衣、腰

間帶墨盒子的人召來。 
結 10:4 耶和華的榮耀從那裏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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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再從殿的門檻那裏出去，停在以上；（十 18） 
結 10:18 耶和華的榮耀從殿的門檻那裏出去、停在以上。 

3. 再離地上升，停留在殿的東門口；（十 19） 
結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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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以上、有以色列 神的榮耀。 

4. 再從那裏上升，而又停在城東的那座山（即橄欖山）上（十一 22～23），與聖殿、聖城告別，以

後離地上升去了；（十一 24） 
結 11:22 於是展開翅膀、輪子都在他們旁邊‧在他們以上、有以色列 神的榮耀。 
結 11:23 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 
結 11:24 靈將我舉起、在異象中藉 神的靈、將我帶進迦勒底地、到被擄的人那裏‧我所見的

異象就離我上升去了。 

神是何等遲緩的、依依不捨的、不願的、不得已的離開祂的聖殿和聖城。祂也是何等的渴望有

一天以色列家回頭轉向神，好叫祂的榮耀重新回來。這都說明了祂是如何在執行審判時還帶著

無限的恩慈，盼望祂的百姓悔改。似乎祂在那裏大聲疾呼的說，「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斷

不喜悅惡人死亡；惟喜悅惡人轉離所行的道而活；以色列家阿，你們轉回，轉回罷，離開惡道；

何必死亡呢？」（三三 11）。當一個團體或是一個個人墮落，造成必有的結果「以迦博」-榮耀

離開以色列了（撒上四 21），神的心向著那團體或那個人也正是這樣的依依戀戀。 

5. 直等到國度時代，神的榮耀要回到聖殿，永遠停在那裏。（四三 2～7） 
結 43:2 以色列 神的榮光從東而來‧他的聲音如同多水的聲音‧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 
結 43:3 其狀如從前他來滅城的時候我所見的異象‧那異象如我在迦巴魯河邊所見的異象、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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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伏在地。 
結 43:4 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門照入殿中。 
結 43:5 靈將我舉起、帶入內院‧不料、耶和華的榮光充滿了殿。 
結 43:6 我聽見有一位從殿中對我說話‧有一人站在我旁邊。 
結 43:7 他對我說、人子阿、這是我寶座之地、是我掌所踏之地‧我要在這裏住、在以色列人

中、直到永遠‧以色列家和他們的君王、必不再玷污我的聖名、就是行邪淫、在錫安的

高處、葬埋他們君王的屍首‧ 
 
六、分段 

以西結書的中心主題乃「神的榮耀」；從「神的榮耀」顯出神對以色列國之關係，故此書內指出「神

的榮耀」有四方面的活動： 

(一) 耶和華的榮耀顯現（1-3 章）- 向以西結顯現，呼召他為先知 

 1. 引言。（一 1～3） 
 2. 神榮耀的異象。（一 4～28） 
 3. 先知蒙召、受指示、奉差遣。（二 1～三 21） 
 4. 先知續見神榮耀的異象。（三 22～27） 
 神給以西結先後五次之呼召，把要傳的信息託付給他： 

(1) 第一次（2:1-3:3） －「作先知的託付」； 
(2) 第二次（3:4-9） －「作譴責者的託付」；  
(3) 第三次（3:10-15） －「作被擄人中傳道人的託付」；  
(4) 第四次（3:16-21） －「作守望人的託付」；  
(5) 第五次（3:22-27） －「作忠心僕人的託付」。 

 
(二) 耶和華的榮耀離開（4 至 24 章）- 從以色列民中逐步離開，神放棄犯罪之民，而降施審判 

 1. 民族的敗亡（4:1-7:27） 
 2. 聖殿的玷污（8:1-11:25） 
 3. 審判的確定（12:1-19:14） 
 4. 審判與復興（20:1-24:27） 
 
(三) 耶和華的榮耀施判（25 至 32 章）- 「神的榮耀」在列國中受辱，故向外邦國施審判 
 1. 論亞捫摩押以東與非利士（25:1-17） 
 2. 論推羅（26:1-28:19） 
 3. 論西頓（28:20-26） 
 4. 論埃及（29:1-32:32） 
 
(四) 耶和華的榮耀歸回（33 至 48 章）- 以色列家復興，建立榮耀彌賽亞的國度 
 1. 預言以色列得復興（33 章至 39 章） 
 2. 理想的聖殿與獻祭（40 至 48 章） 

(1) 聖殿的結構（40:1-43:27）； 
(2) 祭司的職事（44:1-46:24）；  
(3) 支派的分地（47:1-4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