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子守望警戒
禮賢以愛相連

以西結書 3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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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kiel以西結 Yeḥez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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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主的話傳與我說：
(33:1-6)                  33:1-2

作守望者的比喻：

「人子啊，你要向你本國
的子民講話，對他們說：
「我若使刀劍攻擊哪一地，
而那一地的人民從他們範
圍內選取了一個人，立為
他們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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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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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主的話傳與我說：
(33:1-6)                  33:3-4

作守望者的比喻：

1) 這守望者見刀劍攻擊那
地他若吹號角警告眾民

凡聽見號角聲不受警
告的，刀劍若來除滅了他，
他的罪罰（原文是血）就
就必歸到自己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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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主的話傳與我說：
(33:1-6)     33:5

作守望者的比喻：

號角聲他聽見了

他卻不接受警告，故此
流他血的罪要歸到他自己
身上；

守望者既發出了警告
（傳統：接受警告），便
可搭救他自己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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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主的話傳與我說：
(33:1-6)    33:6

作守望者的比喻：

2) 那守望者若見刀劍臨到，
而不吹號角，

以致人民沒有受警告，
而刀劍遂來除滅他們中間任
何人的性命，那麼這人雖因
他自己的罪孽而被除滅

然而流他血的罪我卻要
從守望者手裏追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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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旺人 Banwaon：

菲律賓棉蘭老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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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旺人 Banwaon：

菲律賓棉蘭老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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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宣教團體向這個部落
(11,500) 伸出援手，用直升
機接送他們出入。這讓邦旺
族人獲得需用的物資、緊急
的醫療援助，並知道外面有
更廣闊的世界。這也讓宣教
團體能向他們傳講耶穌。現
在他們不向諸靈歌唱，而是
將傳統的曲調譜以新詞，唱
出對獨一真神的讚美。

• https://traditional-
odb.org/2021/11/02/%e7%84%a1%e9%81%a0%e5%bc%97%e5%b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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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人子啊：

(33:7-9)   33:7

篤責以西結：

我立了你做以色列家的守
望者；你若從我口中聽到
話語，總要替我警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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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屢次立了守望人來照管
你們，

說：『要留心號角聲哦！』
但他們卻說：『我們不留
心聽。』

耶利米書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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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人子啊：

(33:7-9)   33:8

篤責以西結：

我若指着惡人說：『你必
定死』，你若不告訴惡人
而警告他離開他的行徑，
那麼這惡人就必死在他的
罪孽中

而流他血的罪呢？我卻
要從你手裏追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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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人子啊：

(33:7-9)   33:9

篤責以西結：

倘若你警告了惡人回轉離
開他的行徑，他仍不回轉
離開他的行徑，那麼這人
就必死在他的罪孽中

而你呢？卻可以救你自
己的性命。【3: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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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ceremon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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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放置您的標誌或名稱

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Paralympic Games
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

Spirit in Motion

更快、更高、更強——
更團結

Faster, Higher, 
Stronger - Together
2019 Agitos (Lt: I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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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生命》

古特曼爵士 Sir Ludwig 
Guttmann 1899-1980

神經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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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7%B6%93%E5%85%A7%E7%A7%91




在這裡放置您的標誌或名稱

The Best of Men 2012

21

• 1948年，一位醫生路德維希·古特曼在英格蘭為二
次大戰時的脊髓損傷軍人組織了一個運動競賽團體，
在倫敦奧運開幕當天於斯托克·曼德維爾醫院舉行
了首次的斯托克曼德維爾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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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6%AB%E7%94%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7%AF%E5%BE%B7%E7%B6%AD%E5%B8%8C%C2%B7%E5%8F%A4%E7%89%B9%E6%9B%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A0%BC%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4%8A%E9%AB%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2%E6%89%98%E5%85%8B%C2%B7%E6%9B%BC%E6%88%B4%E7%B6%AD%E7%88%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8%BD%AE%E6%A4%85%E8%BF%90%E5%8A%A8%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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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相連》

22

Countries Athletes

1948 1 UK archery 
competition

16 (14+2)

1960 23 at Rome 400

2021 162 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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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家說：
(33:10-16) 33:10

回轉離開死亡

1) 「你們常說：

『我們的過犯罪惡老在
我們身上；

我們必在罪過中消削淨
盡；

怎能活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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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的愚妄､我的鞭傷都發
臭流膿呢』

詩篇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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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家說：
(33:10-16) 33:11

回轉離開死亡

1) 你要對他們說：主永恆主
發神諭說：

我指着永活的我來起誓：
我絕不喜悅惡人死亡；

我乃是喜歡惡人回轉離開
他的行徑以得活着。回轉吧！
回轉！離開你們的壞行徑哦！
何必死亡呢？以色列家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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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家說：
(33:11-16) 3:12

回轉離開死亡

2) 「人子啊，你要對你本國
的子民說：義人犯法時，
他的義也不能援救他；惡
人回轉時，他的惡也不能
使他因而跌倒；義人犯罪
時，他也不能因他的義而
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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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家說：
(33:11-16) 33:13

回轉離開死亡

「我雖指着義人說他必
定活着，然而他若倚靠他
的義而行罪孽的事，他所
行的義也都不被記得；他
一定會因所行罪孽的事而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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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家說：
(33:11-16) 3:14-15

回轉離開死亡

「再者，我雖對惡人說：
『你必定死』，然而他若轉
離他的罪，行公平正義的事；

惡人若還人的當頭，

歸還所搶奪的，

依使人活的律例而行，
不行罪孽的事，

他就必定活着，不至於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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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家說：
(33:11-16) 3:16

回轉離開死亡

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給
他記住；他行了公平正義
的事，他必定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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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家說：
(33:17-20) 3:17

主的道：憐憫公平

3) 「你本國的子民還說：
『主的行徑不公正』；
其實是他們的行徑不
公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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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家說：
(33:17-20) 3:18-19

主的道：憐憫公平

義人若轉離他的義行，
而行不公道的事，他就必
因此而死亡。

惡人若回轉離開他的惡，
行公平正義的事，他就必
因此而得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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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家說：
(33:17-20) 3:20

主的道：憐憫公平

你們還說：『主的行徑
不公正。』以色列家啊，
我要判罰你們，各照各人
的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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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所應許的，主並不耽
延，像有些人就看為耽延
了；不！他乃是以恆忍待
你們的，他不願有人滅亡，
惟願人人都進到悔改的地
步。

彼得後書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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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phant and the Rider" analogy by 
American social psychologist Jonathan 

Haidt 海特 (1963-) 34©SCLee【鼎為煉銀‧爐為煉金】

1. 營造路徑 {情境面}

2. 指揮騎象人 {理智面}

3. 刺激大象 {情感面}
The metaphor corresponds to Systems 1 and 2 
in Daniel Kahneman's Thinking, Fast and Slow

《改變，好容易》2010 Switch: How to Change 

Things when Change Is Hard, Chip & Dan Heath

“For change to succeed, there are three 
ingredients. We need paths shaped for clear and 

easy passage. We need riders who know where to 
go and can see the bright spots. And, perhaps 

above all, we need enthusiastic elephan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niel_Kahnem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inking,_Fast_and_Slow#Two_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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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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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共和國 Ecu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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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Auca
奧卡行動
1956年1月3-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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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揚主愛 1956年1月2日
Roger Youderian, Pete Fleming,     Jim Elliot,          Nate Saint,          Ed McC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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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 Saint
1923-56， age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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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hel Saint
1914-94，aged 80

From Summer 1958 to 1994 [3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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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揚主愛 1956年1月2日
Roger Youderian, Pete Fleming,     Jim Elliot,          Nate Saint,          Ed McC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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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beth Elliot &
Valerie

1926-2015， aged 88

42©SCLee【鼎為煉銀‧爐為煉金】



在這裡放置您的標誌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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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 and Elisabeth Elliot: 
Devotion to the Unre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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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in 1988
based on Through Gates of 

Splendor and Shadow of the Almigh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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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rough_Gates_of_Splen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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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 Saint
1923-56， age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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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and Ginny Saint 
1995 onward

48©SCLee【鼎為煉銀‧爐為煉金】



在這裡放置您的標誌或名稱

Documentary film 
Beyond the Gates of 

Splendo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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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film
End of the Spear
長矛的盡頭 2005

Budget $9.6 million

Box office $11,9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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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李少秋

+3577 7464

sclee@bethelhk.org

www.bethelhk.org

http://www.fabrikca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