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的挽回」

蕭德謙弟兄

(以西結書 36:24-28)



信息:  愛的挽回

(结36:24-28) 



背景
舊約時代, 以色列人行淫亂, 拜偶像悖逆上帝的法律和

典章.
上帝興起外邦人, 在主前597年把他們擄去當奴隸. 先

知以西結同時也被擄去了.
“主耶和華如此說:‘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將她安置

在列邦之中，列國都在她的四圍。她行惡，違背我的
典章，過於列國; 干犯我的律法，過於四圍的列邦。因
為她棄掉我的典章...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
與你們反對，必在列國的眼前，在你中間，施行審
判。”(结5:6, 8)



信息經文
“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

你們歸回本地。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
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
棄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
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
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
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你們必住在我
所賜給你們列祖之地。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
你們的神。” (结36, 24-28) 



“…耶和華借他的靈帶我出去，將我放在平原中。
這平原遍滿骸骨... 他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能復
活嗎？我說，主耶和華啊，你是知道的...主耶和華對
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裡面，你們就
要活了...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正說預言的時候，不
料，有響聲，有地震。骨與骨互相聯絡...主對我說，
人子啊，你要發預言，向風發預言，說主耶和華如此
說，氣息啊，要從四方（原文作風）而來，吹在這些
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氣
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
的軍隊。 (结37:1-10)



神從一開始就在作工: 創造了人類, 揀選了以色
列人. 雖然他們悖逆不順服神, 神還是眷顧他們. 

神為了自己聖名的緣故, 將他們在被擄的國家召
集回迦南地. 神有三個作法更新他們. 這個更新表現
了神的愛和眷顧. 

(一) 歸回被潔淨 v24-25
(二) 賜新心新靈 v26-27
(三) 重返神懷抱 v28



(一) 歸回被潔淨 v24-25
“24 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

你們歸回本地。 25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
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
掉一切的偶像。”
神的主動:  

* 我必收取, 聚集, 并且引導子民回迦南地
(神應許再眷顧他們). 

* 被擄 è 歸回 v24 è 居住 v33,36,38
* 神的愛吸引我們迴轉歸向祂 è 住在祂的殿中.

你我的回應是什麼?



被神潔淨: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 è 就潔淨了”
清水: 獻祭前用來洗淨人的手腳 (出30:19-20);
灑: 常用在灑血, “摩西將血灑在百姓身上，說，

你看，這是立約的血…” (出24:8)

耶穌在最後的晚餐, 形容葡萄汁代表他立約的
血 (太26:28, 可14:24, 路22:20)

當以色列人歸向上帝時，罪得赦免: “使你們脫離
一切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 這是神的愛(守約),
主動挽回離開祂的子民



拜偶像使以色列人落在罪中, 遠離神. 
什麼是近年來基督徒偶像呢?人又怎樣遠離神了呢?
一. 懶惰: 人體貼肉體, 開始想到自己舒服, 找方便…
不知不覺中遠離了神.

1. 主日不想出家門, 在線上聽聽講道, 以為
代替了與基督徒一起敬拜神.

2. 常常遲到, 常常遲到就是少了敬畏神的心.



懶惰心態是壞習慣, 是體貼肉體的表現.
罗8:6,8 提醒我们:

體貼肉體 體貼聖靈
死 (與神隔絕) 得生命
與神為仇 得平安

不得神的喜欢 (靈裡得滿足)



二. 迷上手機
六個最令人驚訝的智能手機成癮統計數據
1. 用戶平均每天花在智能手機上的時間為2:51。
2. 26% 的車禍是由智能手機的使用引起的。
3. 31% 的美國智能手機用戶從不關閉手機。
4. 52% 的美國青少年希望採取措施減少智能手機

的使用。
5. 45% 的10-12歲美國兒童擁有智能手機。
6. 82% 的員工將智能手機放在工作時可以看到的

地方。



(二) 賜新心新靈 v26-27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

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
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當神要復興以色列人的时候, 賜他們新心新靈。
主日敬拜，让它成主日敬拜，让它成为主日早晨最重要的事。没有什么会
接管它。为主日早晨最重要的事。没有什么会接管它。



神的子民得到潔淨後，心靈都會得著更新。 是内在
心靈的更新. 

“將律法放在裡面, 寫在心上” （耶31:31);  
“用永生神的靈寫的” (林後 3:3)
他們得到 “靈” (聖靈) 的推動，與神同工，活出

子民的樣式，“順從律例，謹守遵行神的典章”（v27）

石心： 當時子民的心態, 頑梗悖逆的心靈 。“心
裡剛硬” (弗4:18). 自然人的心態, 必須靠神更新.



我們的過去 神在你我身上的工作
石心 除去剛硬的石心

賜一顆柔軟的肉心
頑梗悖逆 看見自己的虧欠
不願意相信神 後來在神面前悔改
不順服神 凡事順服順從
都是別人的錯 看見自己的罪
充滿仇恨的心 常被神的愛感動而流淚



當以色列人得著新心，全
心順服神，神就賜福給他
們。這新靈使他們完全的
歸向神，不再拜偶像, 并且
行神的道。神最終會叫他
們 “五榖豐收，不再有飢荒” 
v29

神是一个主動的神, 祂不願
意兒女們繼續心硬下去. 

耶穌基督尋找迷失的羊



神賜給我們“新心新靈”
1. 有力量去謹守遵行神的典章
2. 從內心深處願意去遵行神的旨意、敬畏神、

遠離惡事、離開壞習慣.
近年來，因為疫情,一些基督徒慢慢養成壞習慣: 
1. 有一種鬆散感覺. 2. 常常遲到. 
3. 不太投入.  4. 聽講道時候不專心 . 

神要挽回我們, 但是人要有願意的心. 



(三) 重返神懷抱 v28
“你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列祖之地。你們要作

我的子民，我要作你們的神。”
神賜列祖之地: 迦南地(創12:7)
* 重返迦南地, 回到神的懷抱, 那是耶和華的心意
* 以色列本是選民, 被潔淨後回去, 住在那裡.
“五穀豐登，不遭遇饑荒. 樹木多結果子，田地

多出土產… 不再因饑荒受外邦人的譏誚”v29
這是神與祂子民立約, 祂是一位守约的神。



自從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後, 他們守住了神的
約, 不再拜偶像了. 因此我們見證到神祝福他們所住
的地方.

立約對我們來說不陌生
* 國家之間的邊界就是一個約
* 做生意一定要簽一個合同, 這個合同就是約
* 向保險公司買保險, 就是一個約

所以, 大家都要彼此守約.
每一個月領聖餐就是要提醒我們要守約.



今天基督徒有什麼約要守呢?
基督用寶血跟我們立了約。神將基督徒分別為

聖，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神住在我們裡面。祂
坐在我們心中的寶座上，聖靈不斷的更新提醒我們，
好讓我們成為誠實正直, 敬畏神, 神所喜悅守約的人。

聖經是一本約書, 因此基督徒要守約



神與我們有約，主必再來。
基督徒需要保守我們的靈魂，操練敬虔，過聖

絜的生活, 警醒等候主再來。
不少基督徒信主後沒有真正享受約的福氣, 還在

曠野裡面過日子. 為什麼呢?  
一. 沒有真正走信心的路

两件事情可以帮助神子民: 信靠和顺服
1. 靠信心:

約書亞怎樣帶以色列人靠信心過約旦河



2. 顺服順從神: 
從小事開始, 上帝先交託我們小事情. 然後才

委派我們做更大事情. 
二. 沒有真正走在神的路上

詩歌: “神的路”告訴我們: 
“神的路最美善, 計劃我前途, 我願時常依靠, 憑

祂手攙扶, 不論黑暗光明, 平安無憂慮, 主是我避難
所, 我永不恐懼”

耶穌什麼時候回來, 我們不知道. 但是要常常警
醒等候祂再回來!



結束
從今天的經文讓我們看到什麼, 想起什麼, 怎樣回應?      
看到自己像浪子一樣被世界引誘遠離了神, 但是看

到神願意用愛將我們的心挽回.      
讓我們想到神是多麼的愛我們, 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

我們一切的不義. 讓我們成為新造的人, 有聖靈內住.     
對自己的挑戰: 用信心生活在應許之地
1. 下星期天早一點來教會, 並且專心敬拜神. 
2. 在日常生活裡用信心加行動體驗聖經的教導.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