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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廿四章 1 - 5

1 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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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将这日记下，

3 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3 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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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

5 取羊群中最好的 将柴堆在锅下 使锅开滚5 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

好把骨头煮在其中。』」

以西结书廿四章 15 - 18

15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16 「人子啊 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16 「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

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

17 只可叹息 不可出声 不可办理丧事；17 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

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

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 」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

18 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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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着圣灵翅膀的哑巴先知乘着圣灵翅膀的哑巴先知
学者把以西结书，因为他太太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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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卅四到四十八章。

太太死，中心夹的他自己变成哑巴，
上帝让你体会上帝的痛苦

第一、二、三章 ─ 上帝宝座向他显现，他开始有一些怪异的行动…

上帝让你体会上帝的痛苦。

第 、 、 章 帝 座向他显现，他开始有 些怪异的行动
四到八章 ─ 三百九十天侧躺，

用牛粪跟人粪来煮吃的食物、做饼、

剃头发、锁炼把自己锁起来，引起同胞好奇。

八1 ─ 犹大的众长老问他：怪异行动，原因是什么？八 犹大的众长老问他 怪异行动，原 是什

正问他，圣灵把他提到耶路撒冷，

让他看到以色列人拜偶像，让他看到以色列人拜偶像，

上帝去流浪流浪。。



乘着圣灵翅膀的哑巴先知乘着圣灵翅膀的哑巴先知
以西结在外邦被上帝呼召、被圣灵感动回圣城，

看到上帝如何流浪，回去之后，对他外邦的同胞传道。邦

他的太太，在耶路撒冷亡城那天被取走，不可哭泣、悲哀…
这些怪异的行动，在外邦变成有影响力！这些怪异的行 ，在外邦变成有影响力

一位在外邦有影响力 ─ 非洲之父大卫李文斯顿，
英国探险家 有一个职责 ─英国探险家，有 个职责 ─

让上帝救赎的真理传给非洲人，

三十七年之久 他行走非洲三万里路三十七年之久，他行走非洲三万里路…
他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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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有三十几个地方引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死后八个月 尸体运回英国 国葬死后八个月，尸体运回英国、国葬，

英国人纪念他，却是在外邦被上帝用 ─ 很像以西结。

‧被上帝管理 ‧苦难中体恤上帝心肠‧靠圣灵传上帝的信息‧成为守望者

大卫李文斯顿被上帝管理，
不以恶制恶、希望把救恩传给非洲人，不以恶制恶、希望把救恩传给非洲人，

多少狮子、多少危险，他都走过

以西结所传的道 ─ 耶路撒冷要被困、被掳、被灭，
同胞不爱听的，他们听从假先知的话…

以西结用很多怪异的行动，来引起别人的好奇，

然后告诉同胞说 ─ 我们国家要亡城！

被上帝管理

然后告诉同胞说 我 家 城

变成外邦上帝所用的牧师、先知

影响力的秘诀是被上帝管理。

三个角度来看 ─
如何被上帝管理，才可能有影响力…

‧被上帝管理‧苦难中体恤上帝心肠 ‧靠圣灵传上帝的信息‧成为守望者

被掳到外邦去、流浪，会体会流浪的神
太太突然上帝把她夺走，，

廿四16 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

所上帝所爱的是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带进迦南地，

种了葡萄园、希望他结好果子 ─ 以赛亚书第五章。

没有想到结十六到廿三章 以色列人就像淫妇，

不只是北国，南国、两个姊妹都是淫妇！

上帝透过以西结说 ─
你们要被掳！不要奢望上帝保护。

第三批被掳之前的时候，愈拜愈失败、愈拜愈厉害，

因此以西结心中非常苦 三14 ─ 心中甚苦、灵性忿激。因此以西结心中非常苦，三14 心中甚苦、灵性忿激。

比较了解上帝的心情。

‧被上帝管理‧苦难中体恤上帝心肠 ‧靠圣灵传上帝的信息‧成为守望者

十一13 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毗拉提死了。
于是我俯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哎！主耶和华啊，

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净尽吗？」

那个时候上帝还没有离开东门 橄榄山那个时候上帝还没有离开东门、橄榄山，
他说：上帝不要离开、仍然住在这里。

但是上帝说不行，我的圣洁容不下这些堕落败坏！但是上帝说不行，我的圣洁容不下这些堕落败坏！
他即使祷告、仍然很痛苦，更了解上帝的痛苦。

 十 23 24 上帝离开了 从橄榄山 十一23-24 上帝离开了，从橄榄山
 徒一 门徒抬头看天，天使说：你们所仰望那位那位耶稣耶稣，，

如何驾着云彩去 也如何在橄榄山降临如何驾着云彩去，也如何在橄榄山降临

正好应验 撒迦利亚书十四章 弥赛亚要降临橄榄山山
上帝离开橄榄山上帝离开橄榄山，

最后他的儿子耶稣降临在橄榄山。



‧被上帝管理‧苦难中体恤上帝心肠 ‧靠圣灵传上帝的信息‧成为守望者

以西结要被上帝用，一定要体恤上帝的痛苦 ─
上帝透过你的妻子被夺走、耶利米不能结婚，

了解上帝好像变成鳏夫寡妇那种痛苦

很像保罗在 腓立比书 所说的 ─
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苦处，

帮助传道的人体恤上帝的痛苦，

才能成为好的传道人

苦难中体恤主人的心肠，苦难 体恤 人的 肠，

是乘着圣灵翅膀的哑巴先知，

告诉我们这些传道人的。告诉我们这些传道人的。

‧被上帝管理 ‧苦难中体恤上帝心肠‧靠圣灵传上帝的信息 ‧成为守望者

将我举起 在 象中借着神的 将我带进迦勒底地十一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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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

他开始传圣灵在他身上感动的信息，他开始传 灵在他身 感动的信 ，
用百般的恩赐、智慧，把人带到上帝那里去…

从 十二章 用各样的比喻，上帝让百姓被掳走、假先知被攻击假先知被攻击
 十五章 ─ 居民像北国被亚述掳走，像淫妇没有丈夫没有丈夫；；

指责 ─ 你如果对巴比伦背叛、去投靠埃及，指责 你如果对巴比伦背叛、去投靠埃及，

就像香柏树被大鹰所拧走一般

 十八章 ─ 如果不悔改，会像狮子陷入坑中、葡萄树被拔走十八章 如果不悔改，会像狮子陷 坑中、葡萄树被拔走

 二十章 ─ 树林被火焚烧，上帝拔出刀来击杀以色列以色列人人
 廿二章 ─ 放入熔炉，像残渣、渣滓廿二章 放入熔炉，像残渣、渣滓

 廿三章 ─ 跟撒玛利亚一样，都像淫妇

‧被上帝管理 ‧苦难中体恤上帝心肠‧靠圣灵传上帝的信息 ‧成为守望者

太太死太太死的那天，开始对外邦传道，
廿五到卅二章 ─ 预告上帝在列邦当中行审判…

廿五章 ─ 亚扪被上帝审判，摩押、西珥、以东、非利士，

这些幸灾乐祸的邻居，上帝要审判

廿六章 ─ 推罗、西顿，通通要审判
廿九到卅二章 ─ 审判的焦点在埃及，透过巴比伦伦

以色列、南国、外邦受审判，
上帝是公义、也是历史的主宰。上帝是公义、也是历史的主宰。

审判外邦，让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得到安慰 ─
前半段听到审判的信息 后来听到安慰救恩的信息前半段听到审判的信息，后来听到安慰救恩的信息…
 十二到廿四章、传到他太太死了，

他心里痛苦 让外邦的以色列人体会上帝的痛苦他心里痛苦，让外邦的以色列人体会上帝的痛苦

妻子死了以后，开始预言外邦、一个一个的受审判

‧被上帝管理 ‧苦难中体恤上帝心肠‧靠圣灵传上帝的信息 ‧成为守望者

耶利米被掳到埃及去的同时，

以西结在外邦记载埃及受审判…
先知的灵是互相对称的、不会互相矛盾

上帝感动先知一致被启示，传相同的信息，

先知的灵是彼此互相顺服的

以西结跟耶利米，
审判 安慰靠着圣灵传上帝的信息 ─ 审判跟安慰，

耶利米 ─ 安慰的信息就是哀歌，安 信 就是哀歌，

上帝仍然要回来，仍然要怜悯这个地方，

仍然让太阳从东边出来 ─仍然让太阳从东边出来

每早晨都是新的，信实何等广大

以西结 ─ 看到上帝在外邦出手审判以西结 ─ 看到上帝在外邦出手审判，

让哑巴的先知，体会到上帝仍然爱他的同胞



‧被上帝管理 ‧苦难中体恤上帝心肠‧靠圣灵传上帝的信息‧成为守望者

守望的人人卅三7-9 人子啊，我照样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人。。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我对恶人说：「恶人哪，你必要死！」
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

之 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 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

上帝让以西结成为守望者…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

三17 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戒他们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从灵性角度看 ─ 同胞是淫妇、背约，
上帝要让你开始传道 祈祷 要用你成为守望者上帝要让你开始传道、祈祷，要用你成为守望者，

为你的同胞灵性祷告，不要浪费上帝在你生命上的光阴。

‧被上帝管理 ‧苦难中体恤上帝心肠‧靠圣灵传上帝的信息‧成为守望者

以西结在外邦，影响到外邦的同胞，影响到同胞的家乡；

大卫李文斯顿影响到非洲、影响到英国人尊敬他。顿

大卫李文斯顿的追思礼拜，全国国丧，

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大哭…
我跟大卫理文斯顿是同班同学，

一起长大、同一个主日学、同一个教会，

上帝呼召他，顺服到非洲去事奉上帝；

我呢？晚年，上帝已经不用我！

我没有影响力，他有影响力。

这个痛苦提醒你跟我 ─
被上帝管理 被上帝用早点被上帝管理、被上帝用。

亲爱的主
祷告祷告

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 ─

祷告祷告
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 ─

体会你的心情，

帮助我们能够被圣灵感动帮助我们能够被圣灵感动 ─
传主的道，

帮助我们成为华人教会的守望者，

为华人教会的灵性来祷告。为华人教会的灵性来祷告。

恩待我们被你使用。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