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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 主題 內容 教師
1 07-Mar聆聽慈愛的召喚 -先知書研讀 大先知書概覽 Rainbow
2 14-Mar宣講慈愛的信息 - 神的顯現 以西結精選 Rainbow
3 21-Mar認定慈愛的根源 -神的聖潔 以賽亞精選 Rosaline
4 28-Mar對照慈愛的贖價 -彌賽亞 以賽亞精選 Rosaline
5 04-Apr效法慈愛的使者 -以西結 以西結精選 Rainbow
6 11-Apr領受慈愛的見證 -歸回安息 以賽亞精選 Rosaline
7 18-Apr實現慈愛的計劃 -永恆的盼望 以賽亞精選 Rosaline
8 25-Apr了解慈愛的應許 -審判列國 以西結精選 Rainbow
9 02-May反省慈愛的呵責 -耶路撒冷 耶利米精選 Anthony
10 09-May透析慈愛的逆轉 -亡國被擄 耶利米哀歌 Anthony
11 16-May建立慈愛的堅城 -耶利米 耶利米精選 Anthony
12 23-May重拾慈愛的盼望 -盟約更新 耶利米精選 Anthony
13 30-May承擔慈愛的使命 -信心行動 但以理精選 Rainbow



第五課: 效法慈愛的使者 – 以西結
´(1) 不把先知看作英雄、留意先知的信息
´(2) 以西結書: 創傷與抵抗文學
´(3) 故事理解人生
´(4) 神要子民參予之故事



還記得以西結先知的特色嗎？
´祭司、在異鄉蒙召當先知、喪妻
´不得不宣講神的信息、以西結 = 神加力 / 使剛強
´戲劇 / 行為藝術 (Sign Act)、象徵性用詞

´非常被動、神採取主導
´不太了解先知個人特質 (Less personal, more positional)



以西結先知的被動
1. 他對我說：人子啊，你站起來，我要和你說話。2他對我說

話的時候，靈就進入我裡面，使我站起來，我便聽見那位
對我說話的聲音。 (Ez 2:1-2)

2. 26我必使你的舌頭貼住上膛，以致你啞口，不能作責備他
們的人；他們原是悖逆之家。27但我對你說話的時候，必使
你開口，你就要對他們說 (Ez 3:26-27a)

3. 人子啊，你要拿一塊磚，擺在你面前，將一座耶路撒冷城
畫在其上，2又圍困這城，造臺築壘… (Ez 4:1-2…)

4.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猶大的眾長老坐在我面
前。在那裡主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2我觀看，見有形像
彷彿火的形狀… 靈就將我舉到天地中間，在神的異象中，
帶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內院門口… (Ez 8:1-2a,3b…)



不把先知看作英雄、留意先知的信息
´以西結最值得我們學習之地方：服從、順服
´以西結更值得我們留意之地方：神要子民明白之信息



神要子民明白之信息
´眼前悲慘苦況之原因：(1) 子民的罪、背約， (2) 神的懲罰
´正確面對現況之態度：(1) 神雖懲罰卻不離棄 (2) 懲罰是要
讓子民從罪裏回轉、關係恢復



第五課: 效法慈愛的使者 – 以西結
´(1) 不把先知看作英雄、留意先知的信息
´(2) 以西結書: 創傷與抵抗文學
´(3) 故事理解人生
´(4) 神要子民參予之故事



重温被擄的意思 (巴比倫的策略):
1. 防止附庸國 (以色列民) 作進一步的叛亂
2. 將他們融入巴比倫社會的結構、同化外族(Assimilation)，

使巴比倫更強盛
´被擄的可集結，卻不能保持他們的語言及宗教信仰

´近東文化不能分開之概念：地 - 國 - 神(聖殿)
當主前586年耶路撒冷城淪陷，聖殿被毁時，以色列民最後僅有的盼望也
幻滅



以西結: 創傷與抵抗文學
´記載戰爭的文學通常是誰寫的？
´以西結書呢？
´以西結書雖由敗方寫，卻強調抵抗理念



以西結書作為創傷文學 Trauma Literature
´在巴比倫帝國的強暴下，被擄之以色列民面對種種挑戰與絶望

´失去自主權，憤怒，不信任，失去聯繫，恐懼，與親族疏遠

´面對被同化而失去自我身份之危機

´ Walter Brueggemann on exile: “ Loss of structured, reliable world; 
treasured symbols are mocked and dismissed.” 被擄之民: 痛失了一
個有結構，可靠的世界；最珍惜的東西被嘲笑、被否認、被踐踏。
(Brueggemann, The Word Militant, 132-33) 



以西結作為受創傷的先知
´ Ezekiel as a prophet characterized by deep pain and loss; 

encoded in his body as well as his oracles, symbolic actions, and 
his biography - 154 (Stulman & Kim, 145-160)

´敵意字詞、圖像化形容暴力及戰亂

´ (死亡、失敗、審判、羞辱…)

´被神丢棄、神已離開

´但以西結書不單記載了創傷的真實，亦帶領着受眾朝向神的應許及盼望



以西結書作為創傷文學 Trauma Literature
1. 牆要倒塌，必有暴雨漫過。大冰雹啊，你們要降下，狂風也

要吹裂這牆。14我要這樣拆毀你們那未泡透灰所抹的牆，拆
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牆必倒塌，你們也必在其中滅亡；
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Ez.13:11,14)

2. 37我就要將你一切相歡相愛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來，從四
圍攻擊你；又將你的下體露出，使他們看盡了。40他們也必帶
多人來攻擊你，用石頭打死你，用刀劍刺透你，41用火焚燒你
的房屋，在許多婦人眼前向你施行審判。(Ez.16:37,40-41a)

3. 18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為渣滓。他們都是爐中的銅、錫、鐵、
鉛，都是銀渣滓。20人怎樣將銀、銅、鐵、鉛、錫聚在爐中，吹火
鎔化；照樣，我也要發怒氣和忿怒，將你們聚集放在城中，鎔化
你們。(Ez.22: 18,20)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
了。2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3因為在那
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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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們怎
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5耶路撒冷啊，我若
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6我若不記念
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情願
我的舌頭貼於上膛！7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
以東人說：拆毀！拆毀！直拆到根基！耶和華啊，
求你記念這仇！8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城啊，報
復你像你待我們的，那人便為有福！9拿你的嬰
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為有福！(Ps 137)

憤怒，羞辱，淒涼，悲痛，創傷，
苦毒，仇恨，想報復…

就是在這個最痛苦絶望
的時候、神出人意外地
向祂的子民顯現

Souce of picture: Plato Terenter from Pexels



以西結書作為抵抗文學 Survival Literature
´以西結書: 生命中最珍貴的東西卻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
´因着神的顯現，巴比倫從一個恐怖的地方成為一個盛載盼望的
地方 (Stulman & Kim,161)

´在侵略性的巴比倫帝國統治下，作出和平卻堅韌的抗衡。不是
被動的被同化，而是在痛苦中仰賴神的應許。

´以西結書: 逆境逢生之手册？
´抵抗的文學通常包含: 

(1) 見証事實的真相, 
(2) 用新而堅韌的意象、觀㸃、故事去理解現況, 
(3) 建造一個有希望的世界



以西結書作為抵抗文學 Survival Literature
1. 7在你中間有輕慢父母的，有欺壓寄居的，有虧負孤兒寡婦的。8你藐視

了我的聖物，干犯了我的安息日。9在你中間有讒謗人、流人血的；有在
山上吃過祭偶像之物的，有行淫亂的。10在你中間有露繼母下體羞辱父
親的，有玷辱月經不潔淨之婦人的。11這人與鄰舍的妻行可憎的事；
那人貪淫玷污兒婦；還有玷辱同父之姊妹的。12在你中間有為流人血受
賄賂的；有向借錢的弟兄取利，向借糧的弟兄多要的。且因貪得無饜，
欺壓鄰舍奪取財物，竟忘了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Ez. 22:7-12)

2. 10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你們常說：我們的過犯罪惡在我們身上，
我們必因此消滅，怎能存活呢？11你對他們說，主耶和華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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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家啊，你們轉回，轉回罷！離開惡道，何必死亡呢？(Ez.33:10-11)

3. 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作掠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間施行判斷。23我必
立一牧人照管他們，牧養他們，就是我的僕人大衛。他必牧養他們，作
他們的牧人。24我 ─ 耶和華必作他們的神，我的僕人大衛必在他們中間
作王。這是耶和華說的。25我必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使惡獸從境內斷絕，
他們就必安居在曠野，躺臥在林中。26我必使他們與我山的四圍成為福
源，我也必叫時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Ez.34: 22-26)



第五課: 效法慈愛的使者 – 以西結
´(1) 不把先知看作英雄、留意先知的信息
´(2) 以西結書: 創傷與抵抗文學
´(3) 故事理解人生
´(4) 神要子民參予之故事



故事理解人生
´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
´陳先生之故事 vs 王先生之故事



屬世之故事 vs 屬神之故事
冇神的故事 有神的故事

理想 我豐衣足食、自主 我們敬愛神、神使我們滿足

問題
我因國勢弱而被強國入侵
及控制 我們犯罪、離棄神、受罰

解決 我變強/結盟/服從強國
我們知罪、悔改、轉向神而
得憐恤，恢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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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子民參予之故事
Ez 17:1-6 (第一隻鷹之比喻)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2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
謎語，設比喻，3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有一大鷹，翅膀
大，翎毛長，羽毛豐滿，彩色俱備，來到利巴嫩，將香
柏樹梢擰去，4就是折去香柏樹儘尖的嫩枝，叼到貿
易之地，放在買賣城中；5又將以色列地的枝子栽於
肥田裡，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樹，6就漸漸生長，成為
蔓延矮小的葡萄樹。其枝轉向那鷹，其根在鷹以下，
於是成了葡萄樹，生出枝子，發出小枝。



神要子民參予之故事
Ez 17:1-6 (第一隻鷹之比喻)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2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謎語，設
比喻，3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有一大鷹，翅膀大，翎毛長，羽毛
豐滿，彩色俱備，來到利巴嫩，將香柏樹梢擰去，4就是折去香
柏樹儘尖的嫩枝，叼到貿易之地，放在買賣城中；5又將以色
列地的枝子栽於肥田裡，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樹，6就漸漸生
長，成為蔓延矮小的葡萄樹。其枝轉向那鷹，其根在鷹以下，
於是成了葡萄樹，生出枝子，發出小枝。

´大鷹: 強大的巴比倫
´樹: 以色列民 (被控制，雖能生長卻不強大)
´儘尖的嫩枝: 精英、後代、希望



Ez 17: 11-14 (解釋第一隻鷹之比喻)
11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12你對那悖逆之家說：你們
不知道這些事是甚麼意思麼？你要告訴他們說，巴比
倫王曾到耶路撒冷，將其中的君王和首領帶到巴比
倫自己那裡去。13從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與他立
約，使他發誓，並將國中有勢力的人擄去，14使國低
微不能自強，惟因守盟約得以存立。



Ez 17: 7-10 (第二隻鷹之比喻)
7又有一大鷹，翅膀大，羽毛多。這葡萄樹從栽種的畦
中向這鷹彎過根來，發出枝子，好得他的澆灌。8這樹
栽於肥田多水的旁邊，好生枝子，結果子，成為佳美
的葡萄樹。9你要說，主耶和華如此說：這葡萄樹豈能
發旺呢？鷹豈不拔出他的根來，芟除他的果子，使他
枯乾，使他發的嫩葉都枯乾了麼？也不用大力和多民，
就拔出他的根來。10葡萄樹雖然栽種，豈能發旺呢？
一經東風，豈不全然枯乾麼？必在生長的畦中枯乾了。



Ez 17: 7-10 (第二隻鷹之比喻)
7又有一大鷹，翅膀大，羽毛多。這葡萄樹從栽種的畦中向這
鷹彎過根來，發出枝子，好得他的澆灌。8這樹栽於肥田多水
的旁邊，好生枝子，結果子，成為佳美的葡萄樹。9你要說，主
耶和華如此說：這葡萄樹豈能發旺呢？鷹豈不拔出他的根來，
芟除他的果子，使他枯乾，使他發的嫩葉都枯乾了麼？也不用
大力和多民，就拔出他的根來。10葡萄樹雖然栽種，豈能發旺
呢？一經東風，豈不全然枯乾麼？必在生長的畦中枯乾了。

´第二隻鷹: 強大的埃及
´神的意思: 埃及真的是以色列民之救世主，能叫他脱離巴比倫、強盛起來
嗎？



Ez 17: 15-18 (解釋第二隻鷹之比喻)
15他卻背叛巴比倫王，打發使者往埃及去，要他們給
他馬匹和多民。他豈能亨通呢？行這樣事的人豈能逃
脫呢？他背約豈能逃脫呢？16他輕看向王所起的誓，
背棄王與他所立的約。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
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作王、巴比倫王的京都。17敵
人築壘造臺，與他打仗的時候，為要剪除多人，法老
雖領大軍隊和大群眾，還是不能幫助他。18他輕看誓
言，背棄盟約，已經投降，卻又做這一切的事，他必
不能逃脫。



Ez 17: 15-18 (解釋第二隻鷹之比喻)
15他卻背叛巴比倫王，打發使者往埃及去，要他們給
他馬匹和多民。他豈能亨通呢？行這樣事的人豈能逃
脫呢？他背約豈能逃脫呢？16他輕看向王所起的誓，
背棄王與他所立的約。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
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作王、巴比倫王的京都。17敵
人築壘造臺，與他打仗的時候，為要剪除多人，法老
雖領大軍隊和大群眾，還是不能幫助他。18他輕看誓
言，背棄盟約，已經投降，卻又做這一切的事，他必
不能逃脫。
´強調對以色列民背約的指責 (背叛耶和華，也背叛巴比倫王)



Ez17: 22-24 (神要人知道到底是誰能真的幫到他們)
22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香柏樹梢擰去栽上，就是
從儘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於極高的山上；23在以
色列高處的山栽上。他就生枝子，結果子，成為佳美
的香柏樹，各類飛鳥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
蔭下。24田野的樹木都必知道我 ─ 耶和華使高樹矮小，
矮樹高大；青樹枯乾，枯樹發旺。我 ─ 耶和華如此說，
也如此行了。



你今天又用什麼故事理解你的人生？
冇神的故事 有神的故事

理想 我豐衣足食、自主 我們敬愛神、神使我們滿足

問題
我因國勢弱而被強國入侵
及控制 我們犯罪、離棄神、受罰

解決 我變強/結盟/服從強國
我們知罪、悔改、轉向神而
得憐恤，恢復關係



第五課: 效法慈愛的使者 – 以西結
´(1) 不把先知看作英雄、留意先知的信息
´(2) 以西結書: 創傷與抵抗文學
´(3) 故事理解人生
´(4) 神要子民參予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