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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四十七章 1 - 12

1他帶我回到殿門，

見殿的門檻下有水往東流出（原來殿面朝東）見殿的門檻下有水往東流出（原來殿面朝東）。

這水從檻下，由殿的右邊，在祭壇的南邊往下流。

2他帶我出北門，又領我從外邊轉到朝東的外門，2他帶我出北門，又領我從外邊轉到朝東的外門，

見水從右邊流出。

3他手拿準繩往東出去的時候，量了一千肘，3他手拿準繩往東出去的時候 量了 千肘

使我蹚過水，水到踝子骨。

4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蹚過水，水就到膝；他又量了 千肘 使我蹚過水 水就到膝

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蹚過水，水便到腰；

5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蹚過。

因為水勢漲起，成為可洑的水，不可蹚的河。

6他對我說：「人子啊，你看見了甚麼？」他就帶我回到河邊。

7我回到河邊的時候，見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有極多的樹木。

以西結書四十七章 1 - 12

8他對我說：「這水往東方流去，必下到亞拉巴，直到海。

所發出來的水必流入鹽海 使水變甜所發出來的水必流入鹽海，使水變甜。

9這河水所到之處，凡滋生的動物都必生活，

並且因這流來的水必有極多的魚，海水也變甜了。並且因這流來的水必有極多的魚，海水也變甜了。

這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

10必有漁夫站在河邊，從隱‧基底直到隱‧以革蓮，10必有漁夫站在河邊，從隱 基底直到隱 以革蓮，

都作曬網之處。那魚各從其類，好像大海的魚甚多。

11只是泥濘之地與窪濕之處不得治好，必為鹽地。只是泥濘之地與窪濕之處不得治好 必為鹽地

12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必生長各類的樹木；

其果可作食物，葉子不枯乾，果子不斷絕。

每月必結新果子，因為這水是從聖所流出來的。

樹上的果子必作食物，葉子乃為治病。」

神的不在與神的同在神的不在與神的同在

整本以西結書四十八章

從異象開始 上帝把以西結藉著聖靈 提回他的家鄉從異象開始 ─ 上帝把以西結藉著聖靈，提回他的家鄉，

看到聖殿裡的墮落敗壞，上帝已經不在、

上帝流浪去了上帝流浪去了

 四十到四八章 ─ 上帝回家了，

描繪上帝如何讓新的聖殿被建造起來…
 四十到四二章聖殿尺度非常清楚有多少肘

上帝為了祂的榮耀，要再回到祂的聖殿

字 為耶和華的所在四八35b 從此以後，這城的名字必稱為耶和華的所在。

關鍵的問題 ─對於以西結書解經來說，關鍵的問題  對於以西結書解經來說

四十到四八章尺度、尺寸，那麼準，怎麼解釋它？



‧以西結書與啟示錄比較‧末世論解經 ‧與新約的關係

都記載十二支派的名字刻在城門口，

啟示錄還加上十二使徒的名字

結四七12 ─ 聖所所流出的生命水，

旁邊的生命樹，葉可醫病。旁邊的生命樹 葉可醫病

啟廿二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

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最重要的差異…
啟廿一22 ─ 約翰看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裡面，

我未見城中有殿，

主上帝全能的神和羔羊是神的殿

結四十到四八章 ─清清楚楚記載聖殿的尺度

這個聖殿跟啟示錄的聖殿，解經到底怎麼解？

‧以西結書與啟示錄比較‧末世論解經‧與新約的關係

完全照字面1. 完全照字面
聖經已經把聖殿的尺度記載得很清楚，

完 字 度來讀它 末 式來式來應應

時代派 ─ 啟示錄二十章千禧年，上帝會讓祂的百姓重建聖殿，

完全照字面、照尺度來讀它，末世要照這方式來方式來應驗應驗。。

四四章獻祭，蓋聖殿就是為了獻祭，跟利未記完全一樣。

困難 ─ 被擄歸回之後，家譜已經亂了，困難  被擄歸回之後 家譜已經亂了

找不到純種的大祭司、純種的利未人。

主後七十年聖殿被毀，猶太教一直要重建聖殿，主後七十年聖殿被毀 猶太教 直要重建聖殿

132 年 Bar Kokhba 大暴動，是拉比希望重建聖殿聖殿，，

中古世紀十字軍東征、1948 年猶太人復國，中古世紀十字軍東征 1948 年猶太人復國，

重建聖殿的夢想，因為沒有聖殿就不會有祭司、贖罪…
但 希伯來書 我們已經有耶穌，不需要聖殿，身體是神的殿；但 希伯來書 ─ 我們已經有耶穌，不需要聖殿，身體是神的殿；

時代派堅持照字面解，會跟 希伯來書、以弗所書 有衝突的地方。

‧以西結書與啟示錄比較‧末世論解經‧與新約的關係

完全照字面1. 完全照字面

自由派的學者 ─ 在被擄歸回，

困難也很大 ─

特別主前 536 年歸回之後，四十到四八章已經完全應驗已經完全應驗。。

困難也很大
 哈該書第二章 ─重新修好聖殿以後，

老一代的人看到重修的聖殿，規模、格局，老 代的人看到重修的聖殿 規模 格局

比所羅門王的聖殿實在是不能比

 該二9 ─ 末後聖殿的榮耀要超過先前的， 該二9 末後聖殿的榮耀要超過先前的

不能完全照字面解，因為末後的更大

無論所羅門王、所羅巴伯、新約希律王所建的聖殿，無論所羅門王、所羅巴伯、新約希律王所建的聖殿，

尺寸、設計跟 以西結書四十到四二章不同，

也不可能完全照字面解

所以不可能用被擄歸回、照時代派的方式來解。

也不可能完全照字面解

‧以西結書與啟示錄比較‧末世論解經‧與新約的關係

完全照字面1. 完全照字面

四七章聖殿門檻下流出的河水，

會流到死海、變成紅海 ─ 沒有出現

以為是耶穌來的時間，有新的活海…
考古在死海隱基底找到了網 ─

第一世紀昆蘭社區的人，以為照字面解，

耶穌會在這個時候第二次降臨，

但是從來沒有發生過

一直到現在，

以色列非常關心死海的水一直在降低，

但是從來沒有發

以色列非常關心死海的水 直在降低，

想辦法跟約但聯合起來，

從紅海的水引進來，讓死海的水變活海 ─從紅海的水引進來，讓死海的水變活海 ─ 
這是不可能的任務，所以不能完全照字面解。



‧以西結書與啟示錄比較‧末世論解經‧與新約的關係

照象徵2. 照象徵解 ─ 特別基督徒，

有耶穌、有大祭司，祂等於是聖殿。

穌 經 代 殿希伯來書八到十章 ─ 耶穌已經取代聖殿，

 舊約的以色列人被新約的教會取代

 上帝給舊約的應許，現在通通給新約的教會

這個解法，叫作無千禧年派，

四十到四八章 完全只是象徵性，在耶穌裡面通通有。

困難 ─ 為什麼以西結不乾脆尺度不要寫那麼清楚？困難 為什麼以西結不乾脆尺度不要寫那麼清楚？

3. 千禧年紀念解 ─ 
不會重新建聖殿 有的話 只是紀念性不會重新建聖殿，有的話、只是紀念性。

林前十一25-26 ─ 擘餅的時候，耶穌說：

你們要如此行 為的是紀念我 直到我再來你們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直到我再來。

再來之後有千禧年，是紀念性的。

‧以西結書與啟示錄比較‧末世論解經‧與新約的關係

救恩發展史4. 救恩發展史 ─ 混合剛剛三種的優點，

 接受上帝的漸進啟示

 兼顧了歷史 ─ 所羅巴伯歸回，哈該、撒迦利亞幫助他們幫助他們

 兼顧到末世 ─ 聖殿會流出活水來，

 給將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要流出活水，成為基礎

 呈現將來上帝透過耶穌，釘十字架、死裡埋葬、復活，

把屬神的百姓引導到寶座那裡去

 寶座有新的聖殿，尺度不照以西結書，功能仍然在

 聖殿的最高潮是聖殿裡面的水流出來，

耶穌說 ─ 我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是生命水生命水

啟示錄透過以西結書為舞台、為平台，呈現新耶路撒冷城，

上帝透過大牧人彌賽亞耶穌，成就早就應驗的新約上帝透過大牧人彌賽亞耶穌，成就早就應驗的新約

水的意思 ─ 聖靈，讓屬神的百姓被更新

‧以西結書與啟示錄比較 ‧末世論解經‧與新約的關係

 約十五 ─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你們是枝子

 結十五 ─ 用葡萄樹來比喻以色列跟上帝的關係

責備以色列乃淫婦

以西結書提供給 約翰福音，信徒跟上帝關係的一個基礎

 結十六、廿三章 責備以色列乃淫婦

現在因為耶穌大牧人，我們跟耶穌的關係 ─
變成新婦 取代了淫婦變成新婦、取代了淫婦，

基督跟教會、屬神的百姓，包括猶太人

新耶路撒冷城 新 新婦來新耶路撒冷城給新的百姓、新婦來住

 結卅七章 ─ 牧人

耶穌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結卅七26 ─ 永約 結卅七26 ─ 永約

耶穌拿餅跟杯說 ─ 這是永約，立約的血

‧以西結書與啟示錄比較 ‧末世論解經‧與新約的關係

從門檻流出來的水，預表聖靈在生命當中的更新

接受聖靈之後，就好像耶穌對尼哥底母所說 ─接受聖靈之後 就好像耶穌對尼哥底母所說

風隨著意思吹，聖靈在生命中做翻轉、更新的工作

 結十一 ─ 上帝從橄欖山離開

耶穌騎驢駒從橄欖山下來、

進入聖殿、十字架，釘死、復活

五十天從橄欖山升天 徒一 ─五十天從橄欖山升天，

最後要從橄欖山降臨

彌賽亞要在橄欖山降臨 亞十四4、結四三1-5 ─ 彌賽亞要在橄欖山降臨

 結卅八、卅九 ─準備在歌革和瑪各行審判準備在 和 行審判

 啟廿8 ─在歌革和瑪各要行審判



‧以西結書與啟示錄比較 ‧末世論解經‧與新約的關係

結四八章 ─ 新耶路撒冷城有十二支派的名字，

猶太人只要悔改歸向上帝，外邦人，包括 羅十一章

野橄欖，可以插到葡萄園裡，成為上帝百姓

 以西結書上帝沒有完全放棄猶太人，

跟新約的屬神的百姓合起來叫餘民，可以進入耶路撒冷城

十二支派、十二使徒，都變成新耶路撒冷城所刻的名字

新耶路撒冷城沒有聖殿，

結卅七 ─ 大牧人羔羊被釘，之後替代了聖殿結卅七 大牧人羔羊被釘 之後替代了聖殿

啟廿一22 ─ 主上帝全能的神和羔羊為城的殿

所以聖城不需要用 四十到四八章 完全照尺度，所以聖城不需要用 四十到四八章 完全照尺度，

可是應驗在耶穌身上。

耶穌在 約二「你們(希律)四十六年所要毀的殿，耶穌在 約二「你們(希律)四十六年所要毀的殿，

我三天要把它重新建造起來」，指耶穌的身體是聖殿。

上帝不在 ─ 上帝的百姓背約，

帝 聖 欖上帝就從聖殿、東門、門檻、橄欖山，離開。

因為耶穌，上帝再降臨 ─因為耶穌 上帝再降臨
祂回來立永約、重新建聖殿，要屬神的百姓 ─

可以經歷到祂榮耀，成為重新立約的百姓可以經歷到祂榮耀，成為重新立約的百姓…

卅七27 我的居所必在他們中間；

我要作他們的神 他們要作我的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卅九21a 我必顯我的榮耀在列國中。

字 為耶和華的所在四八35b 這城的名字必稱為耶和華的所在。

從不在到同在，是因為耶穌。從不在到同在，是因為耶穌。

你我的生命需要上帝的同在，

再大的困難，上帝的同在幫助你解決那些問題，再大的困難，上帝的同在幫助你解決那些問題，

讓上帝成為你的主，以馬內利的神充滿你。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你，

我們過去不知道 讓你流浪

禱告禱告

我們過去不知道，讓你流浪；

但因為耶穌的緣故 ─
幫助我們請上帝回家，

住在我們生命當中、敬拜你，住在我們生命當中 敬拜你

更多的服事你、

更多的經歷你更多的經歷你、

更多的傳揚你。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