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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國家在世界末世論中的角色地位 
以西結書 Ezekiel 38 

 

中東將來爆發世界大戰；上次我們講以色列恢復建國都是上帝的計劃，以色列國猶太人

有上帝特別的選召與應許。他們的土地是上帝應許給亞伯拉罕的後裔的，今天它們所擁有的

土地還不到上帝所應許的四十分之一，千禧年國，大衛的王朝，重新設立完全擁有，再沒有

人能趕走以色列人。 

 

=> 中東大戰參與的國家，世界級的大戰 

A) 第一次，以西結書 Ezekiel 38:1-6「1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2人子啊，你要面向瑪各地的歌革，

就是羅施、米設、土巴的王發預言攻擊他，3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羅施、米設、土巴的王歌

革啊，我與你為敵。4 我必用鉤子鉤住你的腮頰，調轉你，將你和你的軍兵、馬匹、馬兵帶

出來，都披掛整齊，成了大隊，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劍。5 波斯人、古實人，和弗人（又作呂

彼亞人），各拿盾牌，頭上戴盔；6歌篾人和他的軍隊，北方極處的陀迦瑪族和他的軍隊，這許

多國的民都同著你。」 

→ 瑪各地：黑海北邊，裏海北邊 

歌革：職稱，a title prince, 沙皇 

米設：莫斯科？；土巴（tobuski），中亞的西部，西伯利亞，產油。 

米設；土耳其中部；土巴：土耳其東部 

波斯：伊朗；古實：衣索比亞，蘇丹；弗：利比亞，（大部分是遜尼派）。 

歌蔑：東歐，德國，波蘭；陀迦瑪：土耳其，阿美尼亞，喬治亞。 

→ 目的：以西結書 Ezekiel 38:11-12「11說：我要上那無城牆的鄉村，我要到那安靜的民那裡，

他們都沒有城牆，無門、無閂，安然居住。12 我去要搶財為擄物，奪貨為掠物，反手攻擊那

從前荒涼、現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擊那住世界中間、從列國招聚、得了牲畜財貨的民。」 

經濟，政治上的目的，掠奪財富，爭奪控制權。 

→ 結果： 

a. 以西結書 Ezekiel 38:13「示巴人、底但人、他施的客商，和其間的少壯獅子都必問你說：

你來要搶財為擄物嗎？你聚集軍隊要奪貨為掠物嗎？要奪取金銀，擄去牲畜、財貨嗎？要

搶奪許多財寶為擄物嗎？」 

土巴人（土耳其東部國家），底旦人：沙烏地阿拉伯，他施：西班牙？或英國；的

抗議 

b. 上帝的介入摧毀了那些聯軍 

以西結書Ezekiel 38:17-23「17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在古時藉我的僕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說的，

就是你嗎？當日他們多年預言我必帶你來攻擊以色列人。18主耶和華說：歌革上來攻擊以

色列地的時候，我的怒氣要從鼻孔裡發出。19我發憤恨和烈怒如火說：那日在以色列地必

有大震動，20 甚至海中的魚、天空的鳥、田野的獸，並地上的一切昆蟲，和其上的眾人，

因見我的面就都震動；山嶺必崩裂，陡巖必塌陷，牆垣都必坍倒。21主耶和華說：我必命

我的諸山發刀劍來攻擊歌革；人都要用刀劍殺害弟兄。22 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罰他。

我也必將暴雨、大雹與火，並硫磺降與他和他的軍隊，並他所率領的眾民。23我必顯為大，

顯為聖，在多國人的眼前顯現；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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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次大戰連著第一次戰爭尚未結束持續地發展，參與的國家是所有的國家。 

目的：消滅以色列 

結果：阿米吉多頓的大戰，上帝介入打敗所有敵對以色列的國家，啟示錄 Revelation 

16:14-16「14他們本是鬼魔的靈，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眾王那裡，叫他們在神全能者的大

日聚集爭戰。15（看哪，我來像賊一樣。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恥

的有福了！）16 那三個鬼魔便叫眾王聚集在一處，希伯來話叫做哈米吉多頓。」，上帝對付

那從四方而來的敵國，因為它們迫害以色列，約珥書 Joel 3:2「我要聚集萬民，帶他們下

到約沙法谷，在那裡施行審判；因為他們將我的百姓，就是我的產業以色列，分散在列國中，

又分取我的地土，」它們的罪，啟示錄 Revelation 19:15「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

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轄管：原文是牧）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他們不敬畏

上帝，啟示錄 Revelation 16:9「人被大熱所烤，就褻瀆那有權掌管這些災的神之名，並不悔

改將榮耀歸給神。」 

→ 阿米吉多頓，大戰的地點 

a) 米吉多山丘（hill of Megiddo），巴勒斯坦中北部，約旦河西岸，拿撒勒南方 10英哩，

離地中海 15英哩。 

b) 約沙法谷，約珥書 Joel 3:2「我要聚集萬民，帶他們下到約沙法谷，在那裡施行審判；因

為他們將我的百姓，就是我的產業以色列，分散在列國中，又分取我的地土，」約珥書 Joel 

3:12-13「12萬民都當興起，上到約沙法谷；因為我必坐在那裡，審判四圍的列國。13開鐮

吧！因為莊稼熟了；踐踏吧！因為酒醡滿了。酒池盈溢；他們的罪惡甚大。」 

c) 耶路撒冷是戰爭的中心點撒迦利亞書 Zechariah 12:2-11；14:2。 

d) 耶斯列平原直到以東 

entire land of Palestine, 以西結書 Ezekiel38:9 "cover the land" 全巴勒斯坦陷入戰火之中

啟示錄 Revelation 14:20「那酒醡踹在城外，就有血從酒醡裡流出來，高到馬的嚼環，遠有

六百里。」血流成河，遍地死屍有 200 英哩 4英呎高。 

→ 參與的國家四面八方，四大勢力範圍全部介入了。a) 獸所率領的十個國家聯盟。 

b) 北方聯軍，蘇俄的盟邦。c) 東方的大軍。d) 南方的大軍包括非洲的國家。 

 

=> 起緣 

但以理書 Daniel 9:26-27，由羅馬帝國與以色列簽訂了七年和平協定，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

土地權，撒旦模仿上帝所應許以色列人的，啟示錄 Revelation 6:2「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白馬；

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然後在三年半後 啟示錄

Revelation 12:9「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

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撒旦被從天上趕下來，它就迫害神的百姓 啟示錄 Revelation 12:17

「龍向婦人發怒，去與他其餘的兒女爭戰，這兒女就是那守神誡命、為耶穌作見證的。那時龍就

站在海邊的沙上。」 

→ 讓我重複一下順序發展，整個戰事首先在合約後三年半 a)北方的王與南方的王進攻以色

列，但以理書 Daniel 11:40，他們以為以色列是很容易吃到的一塊肉，以西結書 Ezekiel 38:11

「說：我要上那無城牆的鄉村，我要到那安靜的民那裡，他們都沒有城牆，無門、無閂，安然居

住。」雖然有些國家聲援以色列，但他們不聽，繼續進攻，結果在以西結書 Ezekiel 39:2-4

「2我必調轉你，領你前往，使你從北方的極處上來，帶你到以色列的山上。3我必從你左手打落

你的弓，從你右手打掉你的箭。4 你和你的軍隊，並同著你的列國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



2021/07/11 主日大綱 

南港恩慈堂鄒麟牧師 

3 

我必將你給各類的鷙鳥和田野的走獸作食物。」他們倒在以色列的山上，以西結書 Ezekiel 

38:20-22「20 甚至海中的魚、天空的鳥、田野的獸，並地上的一切昆蟲，和其上的眾人，因見我

的面就都震動；山嶺必崩裂，陡巖必塌陷，牆垣都必坍倒。21 主耶和華說：我必命我的諸山發刀

劍來攻擊歌革；人都要用刀劍殺害弟兄。22 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罰他。我也必將暴雨、大雹

與火，並硫磺降與他和他的軍隊，並他所率領的眾民。」天災，自相殘殺，要七個月才處理

得完死屍，以西結書 Ezekiel 39:12；要七年才能消化的了，燒完剩下的，以西結書 Ezekiel 

39:9-10「9 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撿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梃杖、槍矛，都當柴燒火，

直燒七年，10 甚至他們不必從田野撿柴，也不必從樹林伐木；因為他們要用器械燒火，並且搶奪

那搶奪他們的人，擄掠那擄掠他們的人。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 時間 

這些戰役發生在七年大災戰的末後的日子後三年半時，以西結書 Ezekiel 38:8 "the latter years; 

38:16 "the latter day. 

這些戰役，侵略不是 撒迦利亞書 Zechariah 14 啟示錄 Revelation 19所說，那些在大災難快

結束時所發生的戰役。 

→ The Beast 獸原是與以色列立七年約定，保障以色列的生存權，在北方勢力進攻以色列時

她出面保護以色列，北方聯軍潰不成軍後，三年半時毀約。在北方聯軍戰役失敗後，它

進駐中東，但以理書 Daniel 11:45，整合各方勢力成為一統天下的盟主，詩篇 Psalms 2:1-3，

啟示錄 Revelation 13:7；東方的大軍本來進軍中東要與獸的大軍爭地盤，啟示錄 Revelation 

16:12；但當大軍集結在耶路撒冷附近撒迦利亞書 Zechariah 14:1-3，在約沙法谷對峙，主會

從天上降臨消滅一切仇敵，撒迦利亞書 Zechariah 12:1-9，14:1-4；以賽亞書 Isaiah 33:1-34:17，

63:1-6，66:15-16；耶利米書 Jeremiah 25:27-33；啟示錄 Revelation 20:7-10。 

=> 根據啟示錄 Revelation 7:4-17在大災難中有許多猶太人外邦人會信主，根據以西結書 Ezekiel  

38:23「我必顯為大，顯為聖，在多國人的眼前顯現；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39:21「我必顯

我的榮耀在列國中；萬民就必看見我所行的審判與我在他們身上所加的手。」39:22「這樣，從那

日以後，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 

主用這些戰役開啟了以色列人的心眼，回歸到主面前。 

 

=> 阿米吉多頓大戰的結局 

a) 啟示錄 Revelation 16:17-21「17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

說：成了！18 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厲害

的地震。19 那大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盛自己

烈怒的酒杯遞給他。20 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21 又有大雹子從天落在人身上，每

一個約重一他連得（一他連得約有九十斤）。為這雹子的災極大，人就褻瀆神。」 

b) 啟示錄 Revelation 19:20「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

假先知，也與獸同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 

獸和假先知被丟在硫磺火湖裏撒旦被綑綁 啟示錄 Revelation 20:2 

c) 啟示錄 Revelation 18. 19章 啟示錄 Revelation 18:21「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好像

大磨石，扔在海裡，說：巴比倫大城也必這樣猛力的被扔下去，決不能再見了。」 

世界的強權全都被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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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Revelation 1:4-8「4約翰寫信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但願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

和他寶座前的七靈，5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裡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有恩

惠、平安歸與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有古卷作：洗去）罪惡，6又使我們成為國

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7 看哪，他駕雲降臨！眾

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這話是真實的。阿們！8 主神

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是希利尼字母首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

全能者。」 

啟示錄 Revelation 1:13-16「13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14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15 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光明的銅；聲音如同

眾水的聲音。16他右手拿著七星，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猶大書 Jude 20-21「20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21保守

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