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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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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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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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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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以色列拜偶像必遭神审判（4-11章）
• 四个预言审判的预兆（4-5章）

• 两篇预言审判的信息（6-7章）

• 一个预言审判的异象（8-11章）
② 以色列盲目乐观的徒劳无益（12-19章）
③ 追述堕落历史预言将临审判（20-24章）
（以上结构参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以西结书概貌



厌恶偶像崇拜

渴慕神的荣耀

弃绝侥幸心理

抓住神的应许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 厌恶偶像崇拜

1. 以西结在异象中被神提回耶路撒冷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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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主耶和华

的灵（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2我观看，见有形像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
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

状，仿佛光耀的精金。3他伸出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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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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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谁知，在那

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

平原所见的一样。”（8:1-4）



东门

南门

北门

圣殿

祭坛

廊子

内院

外院

惹忌邪
的偶像

“5神对我说，人子阿，你举目向北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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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又对我说，人子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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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8:5-6）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 厌恶偶像崇拜

2.圣殿中四幕偶像崇拜的场景



东门

南门

北门

圣殿

祭坛

廊子

内院

外院

70长老

拜偶像

惹忌邪
的偶像“7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8他对我说，人子阿，你要挖墙。

我一挖墙，见有一门。9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10我进去
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
11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雅撒尼亚也站在其中。
各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12他对我说，人子阿，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
各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
离弃这地。13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8:7-13）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 厌恶偶像崇拜

2.圣殿中四幕偶像崇拜的场景



东门

南门

北门

圣殿

祭坛

廊子

内院

外院

妇女

哭泣

70长老

拜偶像

惹忌邪
的偶像

“14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
有妇女坐着，为搭模斯哭泣。15他对我说，人子阿，你
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8:14-15）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 厌恶偶像崇拜

2.圣殿中四幕偶像崇拜的场景



东门

南门

北门

圣殿

祭坛

廊子

内院

外院

25人

拜日头

妇女

哭泣

70长老

拜偶像

惹忌邪
的偶像

“16他又领我到耶和
华殿的内院。谁知，
在耶和华的殿门口，
廊子和祭坛中间，约
有二十五个人背向耶
和华的殿，面向东方
拜日头。”（8:16）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 厌恶偶像崇拜

2.圣殿中四幕偶像崇拜的场景

“一些偉大的基督徒思想家，如奧古斯丁、路德、加爾文和愛德華茲，
強調人類的問題就是無處放置的愛和方向錯誤的感情。”
——DTS《身份与群体》



至圣所

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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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I.渴慕神的荣耀

1. 神荣耀一步一步地离开——感受到神的恋恋不舍



至圣所

内院

“3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
边，云彩充满了内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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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
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10:3-5）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I.渴慕神的荣耀

1. 神荣耀一步一步地离开——感受到神的恋恋不舍

外院

门槛



东门

门槛

“18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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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以上有

以色列神的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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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10:18-19]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I.渴慕神的荣耀

1. 神荣耀一步一步地离开——感受到神的恋恋不舍



东门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

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

那座山上。”（11:22-23)10:19)

II.渴慕神的荣耀

1. 神荣耀一步一步地离开——感受到神的恋恋不舍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I.渴慕神的荣耀

2. 再次详细记录神荣耀的异象——没有任何损失可与失去神的荣耀相提并论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I.渴慕神的荣耀

2. 再次详细记录神荣耀的异象——没有任何损失可与失去神的荣耀相提并论

“8在基路伯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9我又观看，见基路伯旁边有四个轮。
这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那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每基路伯都是如此。轮子的颜色
（原文作形状）仿佛水苍玉。10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仿佛轮中套轮。
11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
的时候并不掉转。12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这四个基
路伯的轮子都是如此。13至于这些轮子，我耳中听见说是旋转的。14基路伯各有四
脸，第一是基路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15基路
伯升上去了。这是我在迦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16基路伯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
基路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不转离他们旁边。17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
些上升，这些也一同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18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
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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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20

这是我在迦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21

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22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
形像，是我从前在迦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俱各直往前行。”  (10:8-22)



东门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1 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2 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
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3 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
异象如我在迦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4 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
中。5 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43:1-5）)10:19)

II.渴慕神的荣耀

3. 以色列复兴之时神的荣耀迫不及待地立即充满圣殿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II.弃绝侥幸心理
1. 审判的第一个异象

“1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2
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各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
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
站在铜祭坛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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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耶和华对
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
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
人，画记号在额上。5我耳中听见
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
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
也不要可怜他们。”（9:1-5）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II.弃绝侥幸心理
1. 审判的第一个异象

“6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
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7他对他们说，要污
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8他
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俯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阿，你将忿怒倾在
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
灭绝吗？9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
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
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
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10故此，我
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
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11那穿细麻衣，
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覆说，我
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 (9:6-11)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II.弃绝侥幸心理
2.审判的第二个异象

“1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2

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

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我就见他进去。
3 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云
彩充满了内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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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路伯翅膀的响
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6 他吩
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要从旋转的轮内基路
伯中间取火。」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
7 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
的火那里，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人两手中，
那人就拿出去了。8 在基路伯翅膀之下，显出
有人手的样式。”(10:1-8）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II.弃绝侥幸心理
3.审判的第三个异象

“1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二十五个人，我
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押朔的儿子雅撒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毗拉提。2耶和华对
我说，人子阿，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3他们说，盖房
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
我们是肉。4人子阿，因此你当说
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5耶和华
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
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阿，
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
我都知道。6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
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7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
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
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11:1-7）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II.弃绝侥幸心理
3.审判的第三个异象

“8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9 我必从这城中带出
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10 你们必倒在刀下；我
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11 这城必不作你们的锅，
你们也不作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
的境界审判你们，12 你们就知道我是
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
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四
围列国的恶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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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3）

“毗拉提”：“耶和华拯救”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II.弃绝侥幸心理
审判的三个异象

“17 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在这
地遍行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18 因此，我也要以忿怒行事，我眼
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 （8: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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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以色列拜偶像必遭神审判（4-11章）
• 四个预言审判的预兆（4-5章）

• 两篇预言审判的信息（6-7章）

• 一个预言审判的异象（8-11章）
② 以色列盲目乐观的徒劳无益（12-19章）
③ 追述堕落历史预言将临审判（20-24章）
（以上结构参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作彰显神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8-11章

III.弃绝侥幸心理
4.审判是核心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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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以色列拜偶像必遭神审判（4-11章）
• 四个预言审判的预兆（4-5章）

• 两篇预言审判的信息（6-7章）

• 一个预言审判的异象（8-11章）
② 以色列盲目乐观的徒劳无益（12-19章）
③ 追述堕落历史预言将临审判（20-24章）
（以上结构参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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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抓住神的应许

• 神的审判 （11:1-13）

• 神的应许 （11:14-21）

• 神荣耀的离开（1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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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抓住神的应许

1.神应许在以色列的被掳之地仍作其百姓的圣所

“14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15人子阿，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
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
为业的。16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
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
（11:14-16）
“38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39 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
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40 「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
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
反对，41 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
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
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42 我就要记念我与雅各所
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并要记念这地。” （利26: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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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抓住神的应许

2.神应许以色列回归和复兴

“17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
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18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
可厌的物。19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新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
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20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21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
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11:17-22)
• 34-36章（36:24-28）

“5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
灵的事。6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
安。7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8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9 如果神的
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
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罗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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