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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有強大的軍隊攻擊猶大國，
他們抓拿了神的子民到巴比倫

去作俘虜。



這些俘虜住在迦巴魯河邊，
當中有一個神的先知名叫

以西結。



有一天神賜給以西結一個異象。
他看見一朵大雲，周圍有光輝，
從其中，顯出四個活物的形象來。
他們的形狀是這樣：
有人的形象，各有四個臉面，
四個翅膀。



在他們的頭以上的穹蒼之上，
有寶座的形象，仿佛藍寶石，
周圍也有光輝。以西結一看見
這個形象，他就俯伏在地上。



以西結聽見神對他說：“人子啊！
我差你往悖逆的
以色列人那裡去。
我要你將我的話
語講給他們聽，

因為他們的心裡剛硬，又違背我。”



以西結又看到一隻手伸出來，
手中有一書卷。神又說：
“將這書卷吃下，
好去對以色列
家講說。”



神的靈將
以西結舉起，
把他帶到
提勒亞畢，
住在迦巴魯河
邊被擄的人那裡。
他在他們中間
憂憂悶悶的
坐了七日。



過了七日，
神立他作
以色列家
守望的人，
他替神警
戒他們要
遵從神的話。



以西結行了許多奇事來使以色列子民
明白神所說的話。他拿了一塊磚來，
將一座耶路撒冷城畫在其上。



他又拿了鐵鏊，放在他和城的中間，
作為鐵牆。他要對面攻擊這城，使城
被困﹔這樣，好作以色列家的預兆。



神過後叫以西結向左側臥，
承當以色列家的罪孽﹔
要按他向左側臥的日數，
擔當他們的罪孽，

即是三百九十日。



同樣的，當他滿了這些日子，
還要向右側臥，擔當猶大家的罪孽，
即是四十日，一日頂一年。



也許有人覺得
以西結是個怪人，
但是他還是照著
神的話去行。



神再次吩咐他拿一把刀來，
剃掉他的頭髮和鬍鬚，
然後將三分之一的鬚髮
用火焚燒。這是要顯示
三分之一的人民必遭
受瘟疫和饑荒而死。



他又拿了三分之一的鬚髮用刀砍碎，
這是顯示三分之一的人民必死
在刀下。



最後，以西結拿來三分之一的鬚髮任
風吹散，這顯示其他三分之一的人將
分散在四方。



他也從鬚髮中取了幾根，包在衣襟裡，
顯示神將要保留一些子民，
不讓他們喪亡。



以西結遵照神所
吩咐他的去行。
有一天當他和
眾以色列長老
坐在屋子
裡的時候，
神讓他看
見另一個
異象。



他看到神伸出一隻
手來抓住他的頭髮，
把他帶到耶路撒冷
朝北的內院門口。



在殿裡，以西結看到在四面牆上
畫著各樣的爬物和可憎的偶像，
這些都是神所憎恨的東西。



眾長老不但沒有敬拜以色列的真
神耶和華，他們反而手拿香爐，
站在那些偶像前叩拜。



以西結看到神的榮耀從聖殿中離開，
聖殿過後就被毀壞。以西結便將這
異象都告訴了眾長老。



神所說的一切終於實現。耶路撒冷被
毀壞，許多人也因此滅亡。當那些在
巴比倫被擄的人聽到這些事後，他們
恐怕神將會永遠的拋棄以色列子民。



但是神又給以西結
看見另一個異象。



神的靈帶他到一塊平原中，
這平原遍滿著人類的骸骨。



“人子啊，這些骸骨能復活嗎？”
神問以西結。他回答神說：
“主耶和華啊，你是知道的。”
骸骨當然不能復活。



神又對以西結說：“你向這些骸骨發
預言說：枯乾的骸骨啊，要聽耶和華
的話。”於是他遵命說預言，正說預
言的時候，不料他聽見響聲
地震。



以西結看到那些骨與骨互相聯絡。



接著，骸骨上長了肉。



又有皮遮蔽在其上，只是還沒有氣息。



神對他說：“人子啊，你要發預言，
向風預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氣息
啊，要從四方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
人身上，使他們活了。”



神知道以色列人失去指望，因此他要
藉著以西結所看到的異象來對他們說：



“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我必將
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了，
我也要將你們安置在本地。”



神所應許以色列子民的，
都一一實現。



神把他們帶回祖國，以色列子民就
知道這是神的作為，因為神必定遵
守諾言。



以西結：看見異象的人

這故事是取自於聖經，那就是上帝的話語

以西結書第一章至第三十七章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
詩篇第一百一十九章，第一百三十節



終止



神知道我們每人都做錯事，神稱這為罪。
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價乃是死。

然而神卻非常愛你，他甚至把自己
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都賜給了你，

使他擔當你的罪，替你死。
所以你只有相信那位擔當你的罪, 

替你死而埋葬, 神使他從死裡復活的耶穌, 
才能得救。

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如果你要悔改，得到神的赦免，你可以作這樣
的禱告：“神啊，我知道我是個罪人。

我相信耶穌替我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耶穌為我流血、受死、埋葬和復活。

我現在願意接受他作我的救主。
我感謝你赦免了我的罪，

賜給我救恩和永生。阿們。”
你只有藉著對神話語和救恩的信心才能得救。

在你得救以後，為了使你靈性長進，
你每天應當

（1）禱告 --- 你對神說話。
（2）讀 聖經 --- 神向你說話。

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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