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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第三章 22 - 27

22 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

「你起来往平原去 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
23 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

迦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 停在那里 我就俯伏于地。迦巴鲁河边所见的 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于地。
24 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

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
25 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

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
26 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

不能作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不能作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
27 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

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就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

以西结书第八章 1 - 4

1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

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

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2 我观看 见有形像彷佛火的形状2 我观看，见有形像彷佛火的形状，

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

彷佛光耀的精金彷佛光耀的精金。

3 他伸出彷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

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 在神的异象中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异象中，

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

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坐位 就是惹动忌邪的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坐位，就是惹动忌邪的。

4 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形状与我在 原所见的 样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

‧流浪的神 ‧人的罪恶上帝离开‧上帝离开人去流浪‧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灵恩运动从灵恩运动的角度来看，以西结书的经验非常希奇 ─
上帝的灵在迦巴鲁感动他，

把他提到八百里之外的耶路撒冷
上帝宝座不会因为圣殿不在而消失，

反而在外邦呼召以西结、成为外邦的牧师外邦的牧师

从以色列历史角度来看 ─
上帝透过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过了红海

藉约书亚带进迦南地，进入士师到联合王国，

上帝一直被他们逼迫、被他们赶逐

北国被掳走、南国被掳走，

上帝是流浪的上帝 流浪在外邦；

上帝从圣殿被赶走

上帝是流浪的上帝，流浪在外邦；
不是消失了、是流浪了 ─ 在堕落的人、以色列人面前。



‧流浪的神 ‧人的罪恶上帝离开‧上帝离开人去流浪‧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圣经的神是流浪的神吗？对！

以西结的时候，圣殿容不下上帝，结的时候， 容不 帝，

上帝被赶离开圣殿
 约翰福音第一章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约翰福音第 章 他到自 的 方来，

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

耶稣降生的时候，客栈没有地方耶稣降生的时候，客栈没有地方

耶稣自己也说 ─ 狐狸有洞、飞鸟有窝，

人子只能流浪，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只能流浪，没有枕头的地方

流浪的神，流浪的神，

并不是上帝消失、也不是上帝流浪，

而是上帝是在堕落的人面前，他离开了；而是上帝是在堕落的人面前，他离开了；

你堕落、他就离开。

‧流浪的神‧人的罪恶上帝离开 ‧上帝离开人去流浪‧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蒙召597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西结，在外邦五年之后蒙召，

一到三章 ─ 上帝呼召他，让他去传道，

让他真正看到 ─ 我让以色列被掳，是因为我被赶走

第三章 ─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第八章 ─ 他被那个灵提升，从两河流域提到巴勒斯坦圣殿巴勒斯坦圣殿
八到十一章 ─ 描绘以西结所看到圣城耶路撒冷，

以色列的灵性光景

八1-6 ─ 看到北门，北门本来是圣洁的地方…

八5 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
我就举目向北观看 见祭坛门的北边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

在门口有这惹忌邪的偶像；

八6「人子啊 以色列家所行的八6「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
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

‧流浪的神‧人的罪恶上帝离开 ‧上帝离开人去流浪‧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以西结 定会说 那只有北门以西结一定会说 ─ 那只有北门，

上帝说「你还要看见更可憎的事…」

八八77--1111 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

他对我说 ─ 人子啊，你要挖墙，进去看里面可憎的恶事…
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的爬物、可憎的走兽、

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以色列家 切的偶像，

七十个长老站立当中，

各人拿着香炉在拜这样的走兽，

以西结 定说 只有那两个地方 其他地方还好吧？

各人拿着香炉在拜这样的走兽，

在神的家里！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

以西结一定说 ─只有那两个地方，其他地方还好吧？

八13-14 你还要看到更可憎的事，

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

谁知 ─ 有妇女坐着，为搭模斯外邦的神来哭泣…

‧流浪的神‧人的罪恶上帝离开 ‧上帝离开人去流浪‧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上帝说 你 看 憎的事其他地方可能还好吧？上帝说 ─ 你来看更可憎的事。

八16 耶和华的内院，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

拜日头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

八17 犹大在这地遍行强暴，手拿着枝条举向鼻前，

我要忿怒，我不看，我准备管教、审判。

九3 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九3 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
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

神将那身穿细麻衣 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召来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召来。

叫以西结走遍各城，我准备离开圣城…叫以西结走遍各城，我准备离开圣城…
因为里里外外、男女老少通通拜偶像，

第一批被掳、第二批被掳，有灵性原因的，第 批被掳、第 批被掳，有灵性原因的，

并不是上帝心甘情愿离开他的家。



‧流浪的神‧人的罪恶上帝离开 ‧上帝离开人去流浪‧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圣殿是所罗门王所盖，是以色列的信仰中心，

现在已经被糟蹋、污染，上帝住不下去了。

十 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 停在门槛以上

在 染， 帝

九3 上帝从至圣所、门槛出了圣所，离开圣殿圣殿。。

十4-5 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
殿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

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 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

跟以西结在外邦所看到的四活物、宝座、全能者，完全一样…

十18-19 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
停在基路伯以上 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

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
轮也在他们的旁边 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

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流浪的神‧人的罪恶上帝离开 ‧上帝离开人去流浪‧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十一23-25 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
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迦勒底地，

到被掳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
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

上帝是被我们赶走的，
我们还在作梦，以为可以回圣殿，我 在作梦， 为可 圣 ，

上帝已经放弃他的圣殿。

神的儿女只要有圣洁 尊主的名为圣 上帝不会愿意离开神的儿女只要有圣洁、尊主的名为圣，上帝不会愿意离开。
但是如果不接纳上帝、堕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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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好让上帝的居所拜偶像？怎让上帝住得下去？

人的罪恶导致上帝的离开人的罪恶导致上帝的离开

上帝不愿意离开我们的，上帝离开是因为我们犯了罪

‧流浪的神‧人的罪恶上帝离开 ‧上帝离开人去流浪‧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以弗所书 ─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大卫在诗篇卅二篇 祷告 ─ 主啊，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欧洲的历史，文艺复兴、改教运动的时候曾经复兴过，
后来理性主义、无神论、反神，

一棒一棒的把上帝赶除。

欧洲的教会蛮大的，后来上帝不在了，

变成只是艺术品、给人家拍照…
上帝不在那里，上帝去流浪了。

要悔改！

最怕的不是巴比伦把你掳走最怕的不是巴比伦把你掳走，

最怕的是犯了罪，得罪了上帝，让上帝去流浪！

‧流浪的神 ‧人的罪恶上帝离开‧上帝离开人去流浪 ‧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上帝 流浪八到十一章 ─ 上帝的流浪史
十二章 ─ 上帝要以西结去传道，借着不同的比喻，

耶路撒冷城一定会被掳、迷惑人的假先知一定会被攻击
十五章 ─ 耶路撒冷的居民好像被焚烧没有用的葡萄树葡萄树
十六章 ─ 耶路撒冷像弃婴，给妈妈丢了

十七章 ─ 耶路撒冷的人都想亲埃及，不听耶利米…
还在吃两边的草、脚踏两条船，

像两只大鹰轮流把你们掐走、拧走，像狮子陷入坑里

十九章 ─ 像葡萄树被拔出

二十章 ─ 像树林被焚烧二十章 像树林被焚烧

廿一章 ─ 上帝已经拔出鞘的刀，要攻击以色列人
廿二章 ─ 以色列像被丢入熔炉的渣滓廿二章 ─ 以色列像被丢入熔炉的渣滓
廿三章 ─ 以色列像淫妇，她的丈夫要把她丢了



‧流浪的神 ‧人的罪恶上帝离开‧上帝离开人去流浪 ‧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上帝被赶走 上帝 经 帮你撑上帝被赶走圣殿之后，没有任何挡住、上帝已经不帮你撑腰，
不像过去，大卫一悔改、上帝怜悯他，

希 家 约 悔改 上帝 仍然住在 们当中希西家、约西亚一悔改，上帝就仍然住在他们当中；

任何人只要肯悔改，

帝都 意离 他荣耀的居所上帝都不愿意离开他荣耀的居所。

十一章 ─ 上帝一步一步的被赶出去，帝 步 步的被赶出去，
圣城一片一片的沦陷

十二章 ─ 用各样的比喻十二章 用各样的比喻…
葡萄树、弃婴、淫妇、香柏树被大鹰所拧走、

狮子陷入坑里 葡萄树被拔走 森林被火烧火烧狮子陷入坑里、葡萄树被拔走、森林被火烧、火烧、

上帝已经拔刀出鞘，像炉中的渣滓最后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十六 廿三章 以色列人像淫妇十六、廿三章 ─ 以色列人像淫妇，

圣城好像火上的锅，要被烧、被烤、被熬

‧流浪的神 ‧人的罪恶上帝离开‧上帝离开人去流浪 ‧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巴比伦来一批、两批、三批，把他们掳走过程中，
上帝已经不在，你只好自己靠自己…

大部分的人被掳走，通通去流浪；

到现在二十一世纪，以色列人仍然在流浪，不敢靠近上帝。

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希特勒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以色列人发展出不可知论 ─
上帝我知道他存在，可是…上帝在哪里？

不可知论并不是无神论，上帝存在，不 论
只是不知道在哪里，也不是消失、去流浪！

不可知论仍然笼罩现在以色列不可知论仍然笼罩现在以色列，
远远的、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

上帝可能在那里 但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上帝可能在那里，但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不能靠上帝了！

‧流浪的神 ‧人的罪恶上帝离开‧上帝离开人去流浪 ‧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上帝 采上帝绝对不像尼采所说 ─ 死了，
上帝不会死，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

上帝不是泛神论 在被造 物 上帝 在上帝不是泛神论 ─ 在被造之物…，上帝不在里面

中国人拜偶像、拜祖先，上帝在祖宗里面
佛教佛教 New Age-ment ─我里面有神

老庄所说 ─ 人心包天心，我里面有神

No，上帝被我们赶走，我们只好自己想办法…
像传道书所说 ─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像传道书所说 ─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西方的教会历史，特别理性主义之后，

就看到是虚空 ─ 教堂很大 上帝不在！就看到是虚空 ─ 教堂很大，上帝不在！
你很难过，上帝更难过！

 二四章 以西结的太太死了 他不能哭 二四章 ─ 以西结的太太死了，他不能哭

上帝是流浪的神，因为我们把上帝赶走

‧流浪的神 ‧人的罪恶上帝离开‧上帝离开人去流浪‧流浪的神找流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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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要找人 透过牧羊卅四章 ─ 上帝要找人，透过牧羊人，

他的儿子耶稣，立新约、圣灵的那位

四十到四八章 ─ 上帝的同在，The presence of God

流浪的神一开始就在找以西结流浪的神 开始就在找以西结，

现在在找你 ─ 可能流浪过、堕落过、离开上帝过，

但是现在悔改 要尊主的名为圣但是现在悔改、要尊主的名为圣…
他找以西结蒙召成为外邦的牧师，

你过去堕落 犯罪 回到上帝面前！你过去堕落、犯罪，回到上帝面前！

过去的事奉软弱，再回到上帝面前！

流浪的神仍然在找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被找流浪的神仍然在找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被找 ─
他愿意用我们，心甘情愿、要坐在我们生命宝座里面。



祷告祷告
亲爱的主，

祷告祷告

帮助华人的传道人、长执、同工、

特别罪恶堕落的人，特别罪恶堕落的人，

都知道你乐意住在我们当中；

帮助我们不要把上帝您赶走帮助我们不要把上帝您赶走，

求主帮助我们 ─
接纳你、敬畏你、敬拜你、服事你。

阿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