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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四七章 1 - 12
1 他带我回到殿门，

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
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
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
2 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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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
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
千肘，
使我蹚过水，水到踝子骨。
4 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蹚过水，水就到膝；
蹚
；
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蹚过水，水便到腰；
5 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蹚过。
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洑的水，不可蹚的河。
6 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甚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
7 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

神的不在与神的同在

以西结书四七章 1 - 12
8 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

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盐海，使水变甜。
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盐海
使水变甜
9 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
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 海水也变甜了
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
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
10 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
必有渔夫站在河边 从隐‧基底直到隐‧以革莲
基底直到隐 以革莲，
都作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
11 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盐地。
只是泥泞之 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
。
12 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
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
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
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

整本以西结书四十八章
 从异象开始 ─ 上帝把以西结借着圣灵，提回他的家乡，
上帝把以西结借着圣灵 提回他的家乡
看到圣殿里的堕落败坏，上帝已经不在、

上帝流浪去了
 四十到四八章 ─ 上帝回家了，
描绘上帝如何让新的圣殿被建造起来…
 四十到四二章 圣殿尺度非常清楚有多少肘
 上帝为了他的荣耀，要再回到他的圣殿
四八35b

从此以后 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

关键的问题 ─ 对于以西结书解经来说，

那么准，怎么解释它？

四十到四八章 尺度、尺寸，

‧以西结书与启示录比较 ‧末世论解经‧与新约的关系
都记载十二支派的名字刻在城门口，
启示录 还加上十二使徒的名字
结四七12 圣所所流出的生命水，

旁边的生命树，叶可医病。
启廿二2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最重要的差异…
启廿一22 约翰看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里面，

我未见城中有殿，
主 帝
主上帝全能的神和羔羊是神的殿
神和羔羊 神
结四十到四八章 ─ 清清楚楚记载圣殿的尺度
这个圣殿跟 启示录的圣殿，解经到底怎么解？

‧以西结书与启示录比较 ‧末世论解经 ‧与新约的关系

1. 完全照字面
圣经已经把圣殿的尺度记载得很清楚，
完全照字面、照尺度来读它，末世要照这方式来
方式来应验
应验。
。

时代派 ─ 启示录二十章 千禧年，上帝会让他的百姓重建圣殿，
四四章

困难 ─ 被掳归回之后，家谱已经乱了，
找不到纯种的大祭司、纯种的利未人。
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犹太教 直要重建圣殿，
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犹太教一直要重建圣殿，
132 年 Bar Kokhba 大暴动，是拉比希望重建圣殿
圣殿，
，
中古世纪十字军东征、1948 年犹太人复国，
年犹太人复国
重建圣殿的梦想，因为没有圣殿就不会有祭司、赎罪…
但希伯来书 ─ 我们已经有耶稣，不需要圣殿，身体是神的殿；
不需要圣殿 身体是神的殿；
时代派坚持照字面解，会跟希伯来书、以弗所书 有冲突的地方。

‧以西结书与启示录比较 ‧末世论解经 ‧与新约的关系

1. 完全照字面

自由派的学者 ─ 在被掳归回，
特别主前 536 年归回之后，四十到四八章 已经完全应验。
。

困难也很大 ─
 哈该书第二章 ─ 重新修好圣殿以后，

老一代的人看到重修的圣殿，规模、格局，
老
代的人看到重修的圣殿，规模、格局，
比所罗门王的圣殿实在是不能比
 该二9 末后圣殿的荣耀要超过先前的，
不能完全照字面解，因为末后的更大
 无论所罗门王、所罗巴伯、新约希律王所建的圣殿，
无论所罗门王 所罗巴伯 新约希律王所建的圣殿

尺寸、设计跟 以西结书四十到四二章 不同，
也不可能完全照字面解
所以不可能用被掳归回、照时代派的方式来解。

献祭，盖圣殿就是为了献祭，跟利未记完全一样。

‧以西结书与启示录比较 ‧末世论解经 ‧与新约的关系

1. 完全照字面
圣殿门槛下流出的河水，
 会流到死海、变成红海 ─没有出现
 以为是耶稣来的时间，有新的活海…
考古在死海隐基底找到了网 ─
第一世纪昆兰社区的人，以为照字面解，
耶稣会在这个时候第二次降临，
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四七章

一直到现在，
以色列非常关心死海的水 直在降低，
以色列非常关心死海的水一直在降低
想办法跟约但联合起来，
从红海的水引进来 让死海的水变活海 ─
从红海的水引进来，让死海的水变活海
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不能完全照字面解。

‧以西结书与启示录比较 ‧末世论解经 ‧与新约的关系

2. 照象征解 ─ 特别基督徒，
特别基督徒
有耶稣、有大祭司，他等于是圣殿。
希伯来书八到十章 ─ 耶稣已经取代圣殿，
 旧约的以色列人被新约的教会取代
 上帝给旧约的应许，现在通通给新约的教会

‧以西结书与启示录比较 ‧末世论解经 ‧与新约的关系





这个解法，叫作无千禧年派，
四十到四八章

完全只是象征性，在耶稣里面通通有。

困难 ─ 为什
为什么以西结不干脆尺度不要写那么清楚？
以 结不干脆尺度不要写那 清楚
3. 千禧年纪念解 ─
不会重新建圣殿 有的话 只是纪念性
不会重新建圣殿，有的话、只是纪念性。
林前十一25-26 擘饼的时候，耶稣说：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直到我再来
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直到我再来。
再来之后有千禧年，是纪念性的。

‧以西结书与启示录比较 ‧末世论解经‧与新约的关系

 约十五 ─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是枝子
 结十五 ─ 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
以西结书 提供给 约翰福音，信徒跟上帝关系的一个基础

 结十六、廿三章 责备以色列乃淫妇
 现在因为耶稣大牧人，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

变成新妇、取代了淫妇，
变成新妇
取代了淫妇
 基督跟教会、属神的百姓，包括犹太人
 新耶路撒冷城给新的百姓、新妇来住
新耶路撒冷城给新的百姓 新妇来住




4. 救恩发展史 ─ 混合刚刚三种的优点，
4
混合刚刚三种的优点
接受上帝的渐进启示
兼顾了历史 ─所罗巴伯归回，哈该、撒迦利亚帮助他们
所罗巴伯归回 哈该 撒迦利亚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兼顾到末世 ─圣殿会流出活水来，
 给将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要流出活水，成为基础
给将来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城要流出活水 成为基础
 呈现将来上帝透过耶稣，钉十字架、死里埋葬、复活，
把属神的百姓引导到宝座那里去
宝座有新的圣殿，尺度不照以西结书，功能仍然在
圣殿的最高潮是圣殿里面的水流出来，
耶稣说 ─我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是生命水
生命水

启示录透过以西结书为舞台、为平台，呈现新耶路撒冷城，
 上帝透过大牧人弥赛亚耶稣，成就早就应验的新约
上帝透过大牧人弥赛亚耶稣 成就早就应验的新约
 水的意思 ─圣灵，让属神的百姓被更新

‧以西结书与启示录比较 ‧末世论解经‧与新约的关系

 从门槛流出来的水，预表圣灵在生命当中的更新
 接受圣灵之后，就好像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 ─

风随着意思吹，圣灵在生命中做翻转、更新的工作
 结十一
结十 ─ 上帝从橄榄山离开
 耶稣骑驴驹从橄榄山下来、

进入圣殿 十字架 钉死 复活
进入圣殿、十字架，钉死、复活
 徒一 ─ 五十天从橄榄山升天，
五十天从橄榄山升天

 结卅七章 ─ 牧人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最后要从橄榄山降临
 亚十四4、结四三1-5 ─ 弥赛亚要在橄榄山降临
弥赛 要在橄榄山降临

 结卅七26 ─ 永约
 耶稣拿饼跟杯说 ─这是永约，立约的血

 结卅八、卅九 ─ 准备在歌革和玛各行审判
 启廿8 ─ 在歌革和玛各要行审判

上帝不在 ─上帝的百姓背约，

‧以西结书与启示录比较 ‧末世论解经‧与新约的关系
结四八章 ─

新耶路撒冷城有十二支派的名字，
有十 支派的名字

上帝就从圣殿 东门 门槛 橄榄山 离
上帝就从圣殿、东门、门槛、橄榄山，离开。

 犹太人只要悔改归向上帝，外邦人，包括罗十一章

野橄榄，可以插到葡萄园里，成为上帝百姓
 以西结书 上帝没有完全放弃犹太人，
 跟新约的属神的百姓合起来叫余民，可以进入耶路撒冷城
 十二支派、十二使徒，都变成新耶路撒冷城所刻的名字
新耶路撒冷城没有圣殿，
结卅七 ─ 大牧人羔羊被钉，之后替代了圣殿
大牧人羔羊被钉 之后替代了圣殿
启廿一22 ─ 主上帝全能的神和羔羊为城的殿
所以圣城不需要用四十到四八章 完全照尺度，
完全照尺度
可是应验在耶稣身上。
耶稣在约二 「你们(希律)四十六年所要毁的殿，
你们(希律)四十六年所要毁的殿
我三天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指耶稣的身体是圣殿。

亲爱的主，谢谢你，

祷告

我们过去不知道 让你流浪
我们过去不知道，让你流浪；
但因为耶稣的缘故 ─

帮助我们请上帝回家，
住在我们生命当中、敬拜你，
更多的服事你、
更多的经历你、
你
更多的传扬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因为耶稣，上帝再降临 ─
他回来立永约、重新建圣殿，要属神的百姓 ─
可以经历到他荣耀 成为重新立约的百姓
可以经历到他荣耀，成为重新立约的百姓…
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
我要作他们的神 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卅九21a 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
四八35b 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卅七27

从不在到同在，是因为耶稣。
是因为耶稣
你我的生命需要上帝的同在，
再大的困难 上帝的同在帮助你解决那些问题，
再大的困难，
帮助你解决那些问题
让上帝成为你的主，以马内利的神充满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