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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概貌

作者：

• 以西结：神要加力量

• 既是先知又是祭司 （耶利米、撒迦利亚）

• 服事期：主前593-571年 （30岁到51岁）（1:2, 29:17）

写作目的：

神使用以西结以独特的方式宣告审判和盼望，以使被掳的百姓从盲目的乐

观中觉醒，认清守约的耶和华必按盟约审判耶路撒冷这现实，认罪悔改归

向神，盼望神国度的复兴所带来的新秩序与新敬拜。



以西结书概貌

以西结书的七个特点：

1. 六个异象

2. 十二个象征性的举动（审判的预兆）

3. 十二个比喻

4. 强调得神启示的时间顺序

5. 强调神的荣耀和神的属性

6. 强调圣灵的工作

7. 平衡有序的结构



平衡有序的结构
I. 对以色列审判的信息（1-24章）

A．以西结蒙召作先知（1-3章）
B．神藉以西结发出的审判信息（4-24章）
百姓拜偶像、背约；败坏的祭司；污秽的圣殿；虚假的敬拜；百姓被
掳；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

II.对列国审判的信息 （25-32章）
审判亚扪 （25:1-7）；审判摩押 （25:8-11）；审判以东（25:12-

14）；审判非利士 （25:15-17）；审判推罗 （26:1-28:19）；
审判西顿 （28:20-26）； 审判埃及（29-32章）

III.给以色列的安慰和盼望 （33-48章）
A．以西结再被任命为守望者 （33章）
B．神藉守望者发出的安慰与盼望 （34-48）
百姓敬拜神、顺服神；合神心意的祭司、荣耀的圣殿、真正的敬拜、
百姓归回；神的荣耀重回耶路撒冷。

以西结书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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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
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
事说，阿哈。”（25:3）（亚扪）
“看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25:8）（摩押）

“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
报仇，大大有罪，”（25:12）
“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
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25:15）
“人子阿，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阿哈，那作众

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她既变为荒场，
我必丰盛。”（26:2）（推罗）
“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作刺人

的荆棘，伤人的蒺藜，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
华。” （28:24）（西顿）

“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

“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
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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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篇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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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
是耶和华”

“1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

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

你的地去。2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

也要叫别人得福。3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

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

福。”（创12:1-3）

• 审判位于以色列东、西、西北三
方的民族（ 25:1-28:24 ）
• 以色列必蒙拯救的应许

（ 28:25-26）

• 审判位于以色列南方的埃及

（ 29-32章）



撒旦的过去：因骄傲从荣耀中堕落

撒旦的现在：用财富诱惑人爱世界

撒旦的将来：被审判入地狱的永刑

撒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西结书26-28章



I. 撒旦的过去：因骄傲从荣耀中堕落

1. 撒旦受造时的完美及受造目的

“11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12人子阿，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13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
红宝石，红璧玺，金钢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
金。又“有精美的鼓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14你是那受膏遮
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15你
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
后来在你中间又察出不义。 16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
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阿，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
的宝石中除灭。17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
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18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
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
的炉灰。19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
直到永远。” （28:11-19）

撒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西结书26-28章



I. 撒旦的过去：因骄傲从荣耀中堕落

2.撒旦因骄傲而堕落

“15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察出不义。
16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
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阿，我已将你从发
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

17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
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

18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
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
19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
远。” （28:11-19）
“贸易这词源于动词rāḵal，意思是‘走来走去’,以西结用这个词的名词形式描述
推罗的商业活动（结28:5）。”（BKC)

撒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西结书26-28章



I. 撒旦的过去：因骄傲从荣耀中堕落

3.撒旦的骄傲透过推罗君王彰显

4.撒旦的骄傲透过“推罗”彰显
“1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2 「人子啊，要为推罗作起哀歌，3

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埠；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

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4你的境界

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27:1-4)

撒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西结书26-28章

“1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2人子阿，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

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

并不是神。3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秘事都不能向你隐藏。4你靠自

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5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

又因资财心里高傲。（28:1-5）



I. 撒旦的过去：因骄傲从荣耀中堕落

5.要警醒并治死与生俱来与撒旦一样的骄傲本性

撒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西结书26-28章

“1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2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

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

灵。3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

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弗2:1-3）

• 骄傲的本质是想“像神一样”而悖逆神：自定善恶标准、自我为中心、期冀

被崇拜、追求在神之外自满自足。

• “魔鬼若不愿意降服在圣经经文之下，那么把他们赶走的最佳方法就是嘲笑

他、蔑视他，因为他无法忍受被人瞧不起。”——马丁.路德

• 谦卑的本质是依靠神活出神的形象：降伏于神的善恶标准、以神为中心、盼

望荣耀神、在跟随神的过程中经历满足。不是小看自己而是不看自己。



I. 撒旦的过去：因骄傲从荣耀中堕落

5.要警醒并治死与生俱来与撒旦一样的骄傲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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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弗2:1-3）

• 骄傲的本质是想“像神一样”而悖逆神：自定善恶标准、自我为中心、期冀

被崇拜、追求在神之外自满自足。

• “魔鬼若不愿意降服在圣经经文之下，那么把他们赶走的最佳方法就是嘲笑

他、蔑视他，因为他无法忍受被人瞧不起。”——马丁.路德

• 谦卑的本质是依靠神活出神的形象：降伏于神的善恶标准、以神为中心、盼

望荣耀神、在跟随神的过程中经历满足。不是小看自己而不不看自己。

“仇敌想要通过谦卑以及其他所有德性，把这个
人的注意力从自我转到祂和周围之人的身上。所
有那些卑屈和自厌最终都是在为这一目标服务；
如果它们还没有达成使人脱离自我这一终极目标，
就几乎对我们没什么害处；而这些卑屈和自厌若
使人不住地关注自我，甚至还会对我们有好处呢，
最重要的是，这种自我贬低可以被用来引出对他
人的贬低，因此也可以成为忧郁消沉、尖酸刻薄、
冷酷无情的起点。”



I. 撒旦的过去：因骄傲从荣耀中堕落

5.要警醒并治死与生俱来与撒旦一样的骄傲本性

撒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西结书26-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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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3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

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弗2:1-3）

• 骄傲的本质是想“像神一样”而悖逆神：自定善恶标准、自我为中心、期冀

被崇拜、追求在神之外自满自足。

• “魔鬼若不愿意降服在圣经经文之下，那么把他们赶走的最佳方法就是嘲笑

他、蔑视他，因为他无法忍受被人瞧不起。”——马丁.路德

• 谦卑的本质是依靠神活出神的形象：降伏于神的善恶标准、以神为中心、盼

望荣耀神、在跟随神的过程中经历满足。不是小看自己而不不看自己。

“所以你千万不要让病人知道谦卑的终极目的。要让他以为
谦卑不是忘记自我，而是对自己才能和性格的某种评价（即
一种较低的评价）。我根据情报了解到，那病人的确挺有才
华的。要在他脑子里树立起一种观念，即谦卑在于试图相信
他的才华比自己所认为的更微不足道。……我们用这种办法
使成千上万的人以为，谦卑就是漂亮女人竭力相信自己丑陋，
聪明男人力求把自己想成是傻瓜。……仇敌想让人类有这样
一种胸襟：他有能力设计出世界上最好的大教堂，知道这个
大教堂是最好的，并为这一事实而感到欣喜，如果别人做成
了这件事，他会感到高兴，而且高兴程度不会比他自己完成
这件事多半分（或少半分）。”



I. 撒旦的过去：因骄傲从荣耀中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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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骄傲的本质是想“像神一样”而悖逆神：自定善恶标准、自我为中心、期冀

被崇拜、追求在神之外自满自足。

• “魔鬼若不愿意降服在圣经经文之下，那么把他们赶走的最佳方法就是嘲笑

他、蔑视他，因为他无法忍受被人瞧不起。”——马丁.路德

• 谦卑的本质是依靠神活出神的形象：降伏于神的善恶标准、以神为中心、盼

望荣耀神、在跟随神的过程中经历满足。不是小看自己而不不看自己。

“仇敌希望他最终能从一切利己的偏见中解脱出来，以至于
他可以像为周围之人的才华高兴一样，怀着感恩之心，坦然
为自己的才华感到欣喜，这欣喜与他满怀感恩地欣赏日出、
大象或瀑布的那种喜悦没有什么两样。……你把极度自负和
假谦卑渗透到病人意志中的这一举动将会受到仇敌那边的抵
制，仇敌将会用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来提醒病人，一个人根
本不需要对自己的才华发表任何意见，因为他大可以在不关
心自己名声有多响的情况下，倾尽全力地追求上进，使自己
的能力臻于完善。你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一提醒进入到

病人的意识层面。”C.S Lewis, 《魔鬼家书》



撒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西结书26-28章

II.撒旦的现在：用财富诱惑人爱世界

1. 骄傲和贪财密不可分

“1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2人子阿，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

过“是人，并不是神。3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秘事都不能向

你隐藏。4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5你靠自己的大

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 （28:1-5）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弗2:2）; 世界的王 （约14:30）; 世界的神 （林

后4:4）; 鬼王 （太12:24）; 阻挡者 （贴前2:18）; 控告者 （启12:9-

11）; 说谎的、说谎之人的父（约8:44）; 光明的天使 （林后11:14-

15）; 诱惑人的 （贴前3:5）; 吼叫的狮子（彼前5:8-9）; 杀人的、不

守真理（约8:44）



撒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西结书26-28章

II.撒旦的现在：用财富诱惑人爱世界

2. 撒旦吸引人将金钱奉献给世界
“5 他们用示尼珥的松树做你的一切板，
用黎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

6用巴珊的橡树做你的桨，
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的黄杨木为坐板。

7你的篷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
可以做你的大旗；
你的凉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

（27:5-7）



撒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西结书26-28章

II.撒旦的现在：用财富诱惑人爱世界

3. 撒旦吸引人将才华奉献给世界
“8 西顿和亚发的居民作你荡桨的。

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作掌舵的。
9迦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

都在你中间作补缝的；

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

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
10 「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作
战士；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
显你的尊荣。11 亚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
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士；他们悬
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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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撒旦的现在：用财富诱惑人爱世界

4. 撒旦用金钱吸引人与世界建立相交关系

“12 「他施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作你的客
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13 雅完人、
土巴人、米设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
兑换你的货物。14 陀迦玛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
换你的货物。15 底但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作你
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16 亚兰人
因你的工作很多，就作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
紫色布绣货、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17 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
你交易；他们用米匿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18 大马士革人因
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19 威但
人和雅完人拿纺成的线、亮铁、桂皮、菖蒲兑换你的货物。20 底但人用高贵的毯
子、鞍、屉与你交易。 21 阿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都作你的客商，用羊羔、公
绵羊、公山羊与你交易。”（2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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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撒旦的现在：用财富诱惑人爱世界

4. 撒旦用金钱吸引人与世界建立相交关系
“22 示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他们用各类上
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23

哈兰人、干尼人、伊甸人、示巴的商人，和亚述
人、基抹人与你交易。24 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
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
木的箱子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
25 他施的船只接连成帮为你运货，
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27:12-25） 23个国家和地区，

涵盖了所有已知的世界
+众海岛和他施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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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撒旦的现在：用财富诱惑人爱世界

4. 撒旦用金钱吸引人与世界建立相交关系
“22 示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他们用各类上
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23

哈兰人、干尼人、伊甸人、示巴的商人，和亚述
人、基抹人与你交易。24 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
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
木的箱子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
25 他施的船只接连成帮为你运货，
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27:12-25） 23个国家和地区，

涵盖了所有已知的世界
+众海岛和他施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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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撒旦的现在：用财富诱惑人爱世界

5.要警醒并治死与生俱来贪财爱世界的心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

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提前6:10）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

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约一2:15）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

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玛门是财利的意思）” （太6:24）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

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约一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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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撒旦的将来：被审判入地狱的永刑

直接预言审判推罗
（26章）

审判推罗的原因
（26:1-6）

推罗毁灭的细节
（26:7-14）

邦交国为推罗
哀哭（26:15-18）

推罗降卑下阴府
（26:19-21）

哀悼推罗的挽歌
（27章）

呈现推罗的荣美
（27:1-9）

推罗吸引万国与
推罗做贸易
（27:10-24）

推罗的毁灭
（27:25-36）

控诉及审判推罗
君王（28:1-10）

控诉推罗君王
（28:1-5）

审判推罗君王
（28:6-10）

哀悼推罗王的挽歌
（28:11-19）

撒旦被审判失去
荣耀（28:1-18a）

撒旦被审判进入
地狱火刑

（28:18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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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撒旦的将来：被审判入地狱的永刑

1.撒但最终的结局 （28:18b-19）
“15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察出不义。

16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
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
伯阿，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

17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
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

18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

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
变为地上的炉灰。19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
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28:11-19）

“10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
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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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撒旦的将来：被审判入地狱的永刑

2.推罗君王的结局是撒旦结局的预兆 （28:6-10）
“6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居心自比神，

7我必使外邦人，
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
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
亵渎你的荣光。

8他们必使你下坑；
你必死在海中，
与被杀的人一样。

9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
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
不过是人，并不是神。

10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
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
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谒巴力三世：
主前591/590

—主前573/572

被尼布甲尼撒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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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撒旦的将来：被审判入地狱的永刑

3.推罗的毁灭是撒旦作王的世界必毁灭的预兆（26章+27章)
1 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2 「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阿哈，那作
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她既变为荒场，
我必丰盛。』3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
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
使波浪涌上来一样。4 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
毁她的城楼。我也要刮净尘土，使她成为净光的
磐石。5 她必在海中作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
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6 属推罗城邑的居民
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26:1-5）
• 推罗毁灭的细节（26:7-14）

“主耶和
华如此说”
（或“耶
和华的话
临到我
说”）

为何审判

如何审判

“知道我
是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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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撒旦的将来：被审判入地狱的永刑

3.推罗的毁灭是撒旦作王的世界必毁灭的预兆（26章+27章)

推罗 旧
推
罗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曾花13年

（585-572BC）才打下推罗旧城，

却攻不下新城，空手而归。

“7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
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
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8 他必用刀
剑杀灭属你城邑的居民，也必造台筑垒举盾牌
攻击你。9 他必安设撞城锤攻破你的墙垣，用
铁器拆毁你的城楼。10 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
扬起遮蔽你。他进入你的城门，好像人进入已
有破口之城。那时，你的墙垣必因骑马的和战
车、辎重车的响声震动。11 他的马蹄必践踏你
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
的柱子必倒在地上。” (26:7-11）
“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
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
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
什么酬劳。"（结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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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撒旦的将来：被审判入地狱的永刑

3.推罗的毁灭是撒旦作王的世界必毁灭的预兆（26章+27章)
1 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2 「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阿哈，那作
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她既变为荒场，
我必丰盛。』3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
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
使波浪涌上来一样。4 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
毁她的城楼。我也要刮净尘土，使她成为净光的
磐石。5 她必在海中作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
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6 属推罗城邑的居民
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26:1-5）
• 推罗毁灭的细节（26:7-14）

“主耶和
华如此说”
（或“耶
和华的话
临到我
说”）

为何审判

如何审判

“知道我
是耶和华”

推罗

亚历山大

筑的堤道

旧
推
罗

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净尘

土，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作晒网的地方，

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12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

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

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 （结26:4-5，

12）

亚历山大花了七个月

（332BC）围攻推罗新

城，最后筑了一条堤

道直达小岛，终于打

下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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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撒旦的将来：被审判入地狱的永刑

4.世人为推罗的毁灭哀哭是世人为世界经济体系毁灭哀哭的预兆
（26:15-18+27:25-36）

25 他施的船只接连成帮为你运货，
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

26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
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

27你的资财、物件、货物、
水手、掌舵的、
补缝的、经营交易的，
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
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

28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
郊野都必震动。

29凡荡桨的和水手，
并一切泛海掌舵的，
都必下船登岸。
30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
把尘土撒在头上，
在灰中打滚；

31又为你使头上光秃，
用麻布束腰，
号咷痛哭，
苦苦悲哀。
（27: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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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撒旦的将来：被审判入地狱的永刑

4.世人为推罗的毁灭哀哭是世人为世界经济体系毁灭哀哭的预兆
（26:15-18+27:25-36）

32他们哀号的时候，
为你作起哀歌哀哭，
说：有何城如推罗？
有何城如她在海中成为
寂寞的呢？
33你由海上运出货物，
就使许多国民充足；
你以许多资财、货物
使地上的君王丰富。

34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
破的时候，

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
民， 就都沉下去了。
35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
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
面带愁容。

36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
嘶声；
你令人惊恐，
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27:25-36）

启示录18章
经济性巴比伦的倾覆
启示录17章
政治性巴比伦的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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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撒旦的将来：被审判入地狱的永刑

5.推罗被审判下阴间是所有属撒旦的世人被审判进入地狱永刑的预兆（26:19-21）

“19 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
漫过你，大水淹没你。20 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
久已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21 我必叫你令
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11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
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12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
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13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
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14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
湖就是第二次的死。15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
在火湖里。”（启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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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撒旦的将来：被审判入地狱的永刑

6.要脱离撒旦阵营以感恩的心为神而活盼望神的国度

• 审判位于以色列东、西、西北三方的民族（ 25:1-28:24 ）
• 以色列必蒙拯救的应许（ 28:25-26）

• 审判位于以色列南方的埃及（ 29-32章）

“25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

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

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26 他们要在

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

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

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28: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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