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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卅九章 25 - 29

25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

色 全家 我的圣名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

26 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

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召来。

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

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

28 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 他们的神；

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

29 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

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浪子回家的路浪子回家的路
上帝要让被掳的再接受到上帝的怜恤，

一批一批慢慢要归回，回到本地，

浪子是 家有路的

批 批慢慢要归回，回到本地，

好让他们知道 ─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神。

从整本书来看，浪子是回家有路的，

这本书四十八章，分成三部分…
 一到廿四章 ─上帝审判以色列

 廿五到卅二章 ─ 上帝审判神百姓的仇敌帝审判 百 的仇

 卅三到四八章 ─ 上帝指明将来有盼望

分割点 廿四、三三章 ─

他的太太死、自己成为哑吧，他的太太死、自己成为哑吧，

好体会上帝的圣城被毁、圣民被掳的痛苦。

浪子回家的路浪子回家的路
卅三章 ─ 开始上帝预备救恩
卅三到卅九章 ─ 大牧者出现、圣灵降临，上帝把他的百姓带归回

四十到四八章 ─ 上帝要预备新的耶路撒冷城…
本来上帝不在了，The absence of God

四八 从此以后 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本来 帝不在 ，

 四十到四八章 上帝的同在，The presence ofGodGod

四八35 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他回去，神的百姓也要归回，透过 卅六、卅七章 ─

钉十架的牧羊人、后来降临的圣灵，预备新耶路撒冷城；

等于 启示录廿一、廿二章 耶路撒冷城
等于钉十字架的耶稣…预备新耶路撒冷城

以西结书救恩历史中，铺好了十字架的路，被掳的人可以归回人可以归回，，，铺 十字架 ， 掳 ，，

浪子回家的路是十字架！



1. 借着管教使浪子悔改

廿四25-27 人子啊，我除掉他们所倚靠、所欢喜的荣耀，
并眼中所喜爱、心里所重看的儿女。

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
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

你必这样为他们作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上帝透过以西结 ─ 上帝被赶走 流浪的神 开始传道上帝透过以西结  上帝被赶走，流浪的神，开始传道…
以色列人要成为无用的葡萄树
上帝第三次才掳走你 是要给你慈爱 机会 你不接受上帝第三次才掳走你，是要给你慈爱、机会，你不接受，

因此要像树林被火焚烧、上帝拿刀出鞘要击杀你一般

 廿四章 以西结更痛苦 妻子被取走 离世 廿四章 ─ 以西结更痛苦，妻子被取走、离世，

好让以色列不只经历以西结的痛苦，

也经历所爱的耶路撒冷城被掳走 眼目所喜爱的的被灭被灭也经历所爱的耶路撒冷城被掳走、眼目所喜爱的的被灭，被灭，

心中的痛苦，好让你们被管教

1. 借着管教使浪子悔改

上帝不像同性恋、泛神论、无神论的人说 ─ 上帝不会审判。
上帝绝对有公义，浪子一定有管教，管教背后是爱；

鲁益师 ─苦难是扩音器，好让你醒过来
 希伯来书十二章 ─ 他所爱的必管教，

如果不爱你、就把你放弃了

后现代化的特征是很图画性的 ─后现代化的特征是很图画性的
真理用图画、影像、用各样的方式来呈现

后现代化的人不是照文字 记东西是照着图像后现代化的人不是照文字，记东西是照着图像
所以讲道要有图画性的方式：

 以西结从十二到廿三章 ─ 图画性来描绘要亡国 以西结从十二到廿三章 ─ 图画性来描绘要亡国…
 路加福音十五章 ─ 浪子，上帝借着饥荒临到他，

钱用光 抢猪吃的来管教他；钱用光、抢猪吃的来管教他；

没有管教，他仍然堕落、刚硬、不懂得体恤上帝的爱…

2. 挪去浪子一切依靠

路十五 ─ 父亲的钱都用光了、朋友通通离开了、
唯一能吃的就是猪所吃的，没有任何依靠了…

这个情节以西结书完全一样，廿五到卅二章 ─

列邦列国受审判，亚扪、摩押、以东、非利士人、推罗，列邦列国受审判， 扪、摩押、 东、非利 、推罗，

廿九章 ─ 埃及，以色列亡国之前，一厢情愿靠埃及的情怀，

最后焦点埃及受审判 好让南国第三批准备被掳的人 ─最后焦点埃及受审判，好让南国第三批准备被掳的人
埃及不可靠，除非顺服上帝的管教、顺服巴比伦。

只有一个人还活下去 ─ 跟以西结一起被掳的约雅斤只有 个人还活下去  跟以西结 起被掳的约雅斤，

只做一件事 ─ 投降巴比伦、听耶利米所说的话。

以色列一直有 ─ 不懂得垂直依靠上帝，

水平找依靠的盲点，水平找依靠的盲点，

上帝把你所依靠的通通挪走！

2. 挪去浪子一切依靠

亚哈斯听到北国跟亚兰结盟，就求告亚述
希西家想向巴比伦求告

约雅敬、约雅斤、西底家，向埃及求告

他们就是不懂得求告上帝，却求告人间君王。

哀四17 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
我们所盼望的 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 个不能救人的国！

你可能癌症到了绝境，
只好求主怜悯、洁净、赦免我，

或有对不起上帝的地方，认罪悔改，

至少坦荡荡见上帝。

上帝把所有的依靠挪走了，好让你体会到…
诗一一八9 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



2. 挪去浪子一切依靠

末世我们有一个问题也一样 ─ 世人依靠撒但，
爱恨他们的撒但，却恨爱他们的上帝；
可是上帝要以色列人、要你跟我，单单来依靠他。

你如果事奉走不下去，求主帮助你 ─ 上帝仍然是出路，

上帝会把原来以为的依靠、不实的幻想切断…
一到三章 ─ 上帝的宝座，呈现出上帝 ─

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最怕的是，上帝以外到处找依靠。

二十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历史研究 ─
每一个文化文明的灭亡，都是因为自杀、不是他杀。

神儿女最根本的问题是灵性上的，

上帝把你这些依靠都挪去 你要感恩；上帝把你这些依靠都挪去，你要感恩；

浪子回家是有路的 ─ 十字架！

3. 差大牧人主动找寻
假的 不爱羊的 只知牧养自己的牧羊人 上帝换掉换掉

卅四11-16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 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 将牠们寻见 牧人在

假的、不爱羊的、只知牧养自己的牧羊人，上帝换掉换掉……

「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牠们寻见。牧人在
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

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 我必从那里救回牠们来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牠们来。
我必从万民中领出牠们，从各国内聚集牠们，引导牠们归回故土，

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
牧养牠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牠们。

牠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牠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
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 」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

主耶和华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使牠们得以躺卧。
失丧的 我必寻找；被逐的 我必领回；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
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

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牠们。」

上帝主动找羊、取代恶的牧者，让那些…通通召回来。

3. 差大牧人主动找寻 透过谁呢？

卅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卅四20-24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

因为你们用胁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 又用角抵触因为你们用胁用肩拥挤 切瘦弱的，又用角抵触，
以致使牠们四散。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作掠物；掠物；

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

他必牧养他们，作他们的牧人。
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神 我的仆人大 必在他们中间作王

大卫王早已经亡了，这位大卫，
耶稣

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

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 大卫的家谱中，大卫的后裔耶稣。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

那个大卫的后裔，是四四3 所要读的那位弥赛亚…
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

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

3. 差大牧人主动找寻

上帝的受膏者耶稣降生在马槽，
最后在圣殿旁边被钉十字架的大牧人 ──耶稣弥赛亚耶稣弥赛亚…

四五7-8 归王之地要在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两旁，
就是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旁边…分给以色列家。就是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旁边…分给以色列家。

弥赛亚才有办法让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真正归回。

四七1-2 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
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

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

走上十字架 好让以马内利的神降临在以色列走上十字架，好让以马内利的神降临在以色列，
死里埋葬、复活之后，圣灵要降临，

四七章 河水会涨高 让死海变成红海四七章 河水会涨高，让死海变成红海，

那么大的神迹、预告、奇妙的事，是透过耶稣…



3. 差大牧人主动找寻

四十到四八章 ─ 新的耶路撒冷城，因为弥赛亚更新。

卅七章 以西结用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方式来形容

─ 枯骨要复活！

卅七1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卅七1 ─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圣灵把他带出去放在平原，

平原看到的都是枯骨平原看到的都是枯骨。

预告以色列百姓被掳，变成枯骨了

透过以西结说预言 传道 枯骨复活透过以西结说预言、传道 ─枯骨复活

气息住在他生命中 枯骨复活的时候归回气息住在他生命中，枯骨复活的时候归回，

以色列南国、北国要归回上帝，要合一
要接受上帝的永约 接受上帝新的牧人要接受上帝的永约、接受上帝新的牧人

3. 差大牧人主动找寻

枯骨复活以后，又提到大卫…

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王卅七24-26a 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王；
众民必归一个牧人。

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 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

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

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

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王 直到永远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王，直到永远。

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

上帝要回他的圣所，

透过钉痕的耶稣，好让被掳的归回。

4. 赐下圣灵清洗罪孽

卅六25-26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

耶稣说 ─ 我求父 圣灵就降临 好让以色列人可以归回。耶稣说  我求父，圣灵就降临，好让以色列人可以归回。

妈妈告诉女儿：这男生不合适妳。女儿不听，跟男孩私奔。

男孩子让她怀孕之后就离开她 她怀孕 怎么走下去？男孩子让她怀孕之后就离开她，她怀孕…怎么走下去？

有一天看报纸、报纸有妈妈的照片，妈妈找我！

带了孩子在家门口 「不！我要半夜回去 」带了孩子在家门口，「不！我要半夜回去。」

半夜从后门一推，跟妈妈在后门撞到了，

「妈 为什么后门没有关？」「妈，为什么后门没有关？」

妈妈说：「自从你离家，前后门都没有关，等妳回来！」

上帝等我们这些浪子回家，回到上帝面前吧！他等你、他爱你。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求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这些浪子，

早早回到你面前 ─早早回到你面前 ─
接受上帝的管教，认罪、悔改、归回，

让宝血耶稣赦免我的罪让宝血耶稣赦免我的罪，

洗刷我们的过犯、成为新造的人，

来服事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