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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大先知书的释经讲道﹐对于传道人来说﹐是一项挑战﹔对听
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可讳言的是﹐圣灵在其中负载着
丰富的信息。我记得1978年才出来做传道时﹐有属灵的前辈带领
查经说﹐「这三位大先知分别说出三一神的奥秘。以赛亚书预言
子神道成肉身以降的职事﹐耶利米书剖析父神爱祂儿女的心﹐而
以西结书则启示圣灵从重生信徒到复兴教会﹑无往不透的职
事。」 

 或许我可以说得更早。滕近辉牧师来台北带领首届研经培灵
大会(1973/6/24起八天)﹐他用以西结书来讲道。那时我才得救两
年﹐读过以西结书﹐听他讲重生﹑神家枯骨复活﹑活水的江河等
篇章﹐真是听得热血沸腾。可是另一面﹐这一卷书好像变成了我
的至圣所﹐我不敢轻言去讲解他﹐自觉不配触摸属神的奥秘。 

 1983年进入西敏士(Westminster)神学院读书起﹐我逐渐走到
转折点﹐尤其是1986年在神学硕士课程上﹐吸引我步入宗教改革
思维的释经学﹐使我对以往不太碰触的大先知书﹐燃起了清教徒
们共享的兴趣。诗篇87.3说中了这个原则﹕「神的城啊﹐有荣耀
的事乃指着妳说的。」难怪多年前滕牧师讲得那么好。 

 2013/9/22我到亚特兰大教会北堂第一回来讲道﹐我就讲以西
结书第一章﹕「狂风中的呼召」。当时自问我当说什么来鼓舞该
教会﹐亚特兰大不就是诉说「我有一个梦」的金恩博士之故乡吗
﹖他的异象改变了美国的历史﹐然而在以西结书第一章里﹐先知
也有一个异象﹐迫切地要告诉给神的百姓。次年2014/6/8﹐北堂
再度请我来讲信息﹐我讲了以西结书37.1-14枯骨复活的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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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求复兴的祷告」。后来没有想到我会在2018年十月起﹐来
北堂牧会。 

 既来之﹐我就祷告主第一年讲什么﹖当时的负担是沿着以西
结书的下卷讲下去。从枯骨复活的异象(37章)讲到耶和华的所在
(48章)﹐再回头从33章讲完下卷的安慰书﹐共讲了十八篇信息。
可敬的加尔文(1509/7/10~1564/5/27)在人生最后阶段﹐从1564/2/2

起注释以西结书﹐只能讲到第二十章就停在那里。(不过﹐他先前
从1554/2/26起﹐讲道讲完全卷159讲。)1 这些都是神家丰富的产
业﹐「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妳说的。」 

 最后让我用哈巴谷的祷告﹐做为下卷讲章系列的开始﹕ 

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哈3.2cde) 

张麟至牧师 2021/2/9 

Suwanee, Georgia, U.S.A. 

 

注﹕以下北堂用ACCCN代称﹔马利兰圣经教会用CBCM代称。 

 H481代表诗本圣徒诗歌(Hymnary)的第481首﹐类推。 

 

                                                 

1 Wulfert de Greef, The Writings of John Calvin: An Introductory Guide. 1989. ET 

by Lyle D. Bierma. (Baker, 1993.) 109, 112,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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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转捩点 

 

读经﹕以西结书33.1-33 

唱诗﹕救主领我免迷途(Saviour, Lead Me, Lest I Stray.) 

摸触神的痛楚(33.21-22) 

 当你读完这章经文﹐你有转捩点的感觉吗﹖难怪Daniel I. 

Block教授(Wheaton)说﹐「然而…本章一点都不包涵任何暗示﹐
说在以西结的讲道里﹐有一新的纪元要发生了。」1 旧约三先知
的信息可以说都是血泪史﹐他们用生命在传讲神的信息。以赛亚
是被锯锯死﹐耶利米是被石头打死(参来11.37)﹐都殉道了﹔2 而
以西结的苦难也不少。他是在主前593/7/31蒙召服事主的﹐他属
祭司家族的﹐十分高贵。以西结书有十三处系年﹐与时俱进。他
才蒙召时﹐神就告诉过他﹐「由于你传讲神的话﹐人们会捆绑你
﹐你会失去自由。」神也要使他哑口﹐只有在他奉命传话时﹐才
使他开口(参结3.25-26﹔先知在4-5章连演了四出哑剧﹗)。 

 他对以色列家所发出审判的预言﹐为前24章﹐3 多是在早年

                                                 

1 Daniel I. Block, Ezekiel 25-48. NICOT. (Eerdmans 1998.) 235. 

2 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更新﹐1996。) 2325。 

3 以西结书和两大先知颇不同﹐即其审判书(1-32章)里安慰的吉光片羽很少﹐而

以赛亚书和耶利米则较多穿插其间。关于以西结书里的吉光片羽﹕结11.14-21 

(归回及新灵), 14.21-23 (余民), 16.53-63 (归回及永约), 17.22-24 (新栽香柏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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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593~591 BC)﹐第24章末了系年是588/1/15﹐当天的大事是巴
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大军攻打耶路撒冷城(24.1-2)。4 那是国家大
事﹐但是当时还伴随发生了另一件家事﹐是悲剧﹐就是神对他说
﹐ 

24.16「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
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24.17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
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
不可吃吊丧的食物。」24.18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
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 

 这事象征着神所心爱的妻子－以色列－已死了﹐虽然她还病
至膏肓﹐日子已在倒数了。5 可是她在神的心中已经死掉了。当
天还发生另一件事﹐就是神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当圣城城破﹐
有人从那里逃脱出来﹐千里迢迢地来向先知和被掳社区报信时﹐
素来哑口的先知将要开口说话了﹐因为神迫不及待地要将新以色
列的预言﹐宣示给祂的百姓(24.26-27)﹗ 

 三年后﹐所预言的事发生了。城破了﹐犹大亡国﹐报信的人
真地来叩先知以西结的家门。6 其实先一晚﹐神就告诉先知了。
国破山河在﹐是悲是喜﹐都是。那一晚神又开了先知的口﹐神不
再缄默了﹐7 耶和华的灵再次地降在他身上(33.22)。8 从34章到末

                                                                                                                   

发旺), 20.34-44 (归回), 28.24-26 (归回), 29.21 (以色列家的角发生)。参Block, 

Ezekiel 25-48. p. 269, fn. 4. 

4 系年都见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1537。 

5 Bruce Vawter & Leslie J. Hoppe, Ezekiel: A New Heart. ITC. (Eerdmans 1991.) 

150. 

6 关于系年﹐33.21与24.1之间稍有难以调和之处﹐讨论见Block, Ezekiel 25-48. p. 

254. 

7 Daniel I. Block视此事为「转捩点」﹐见Block, Ezekiel 25-48. p. 235. 但我在这

篇信息里将之归给神的百姓的悔改。悔改其实也是出于神的恩赐﹔当神赐下更

新和复兴的启示同时﹐祂的灵也在神的百姓心中运行﹐赐下重生的洗﹑悔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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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神要透过先知传讲祂的荣耀要回到以色列中间﹐圣殿和神国
都要重建(参结33.21-22)。9 

 以西结书25-32章是神向外邦人列国所发出的审判﹐这些信息
与圣城被围息息相关。我们可以从24章末了﹐进入第33章﹐这样
﹐我们可以更加明白神的心境。10 

 圣城其实在主前586/8/14已经攻破被毁了﹐报信者是五个月
以后才抵达巴比伦被掳之人的社区。所以第33章一开始时﹐圣城
可能已经被摧毁了(消息尚未传到)﹐以色列人盼望与骄傲之所系
﹐破灭了。神现在所面对的﹐是祂已死去的妻子﹐婚约已经破坏
了﹐神因着祂的公义和圣洁﹑祂必须离弃祂所心爱的妻子以色
列。人世间最痛苦的事不是生离死别﹐而是婚姻破碎﹔你必须有
这样的心情来读本章﹐否则你很很难摸到神心中深处的痛楚。 

守望神的警语(33.1-9) 

 这一章第1-20节的信息与第三章和18章者﹐相似甚多﹐11 但
它们在这里再度诉说时﹐由于圣殿摧毁﹑亡国前后﹐整个时代不

                                                                                                                   

赦罪之恩。 

8 「耶和华的灵降在」一语在本卷书出现八次﹕*1.3, 3.14, 22, *8.1, 11.5, *33.22, 

37.1, *40.1等处。打*者代表有直接的击年。Patrick Fairbairn, Commentary on 

Ezekiel. 1876. (Reprint by Kregel, 1989.) 364. 作者在33.22处特别注意神的灵降下

一事。 

9 Vawter & Hoppe, Ezekiel: A New Heart. 150. 亦见C. F. Kei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Daniel & Ezekial. 1864~1865. (ET: reprint by Eerdmans, 1980.) 

9:2:70. 

10 Iain M. Duguid, Ezeki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Zondervan 1999.) 382. 

作者认为本章呈交错式排列﹕枢纽＝33.21-22﹐33.1-11与30-33＝聆听先知的话

﹐33.12-20与23-29＝非难道德行为。本章是本卷的转捩点﹐也是神对圣城沦陷

的回应。 

11 Block, Ezekiel 25-48. p. 242, Table 10; p. 249, Table 11; p. 251, Tabl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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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了﹐救恩史将迈入下一个新的格局。以色列人一切的依赖都
灰飞烟灭了﹐他们只有向神痛切悔改一途﹐这点也是本章的主
题。神的赦罪之恩将成为以色列国度和圣殿更新的根基。12 

 神首先说了「守望者」之比喻(33.1-6)。如果守望者吹角警戒
﹐百姓若听了﹐就得救了﹔若仍是不听﹐咎由自取。如果守望者
都失职了﹐他和百姓就都落入灾祸中。 

 铁达尼号首航时﹐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邮轮。1912/4/14

晚上11:40撞上冰山﹐2:40后就沉没了﹗十四日当天船长和同仁从
早上就一连漠视了七个警告﹕进入冰山区了﹐要小心。但是船长
Edward Smith在出发时都说过﹐「这条船太稳了﹐连神都不可能
使它沉没。」电影显示﹐最后的一个逃生的机会被守望者错过
了。春寒料峭﹐两个守望者在高高的塔上没有注意看前方的冰山
区﹐却在看甲板上男女主角的谈恋爱。等到他们看见冰山而发出
警报时﹐太晚了。船沉了是因船长和守望者失职﹐但1500人却无
辜地陪葬了。 

 神再度设立以西结为守望者(33.7-9, cf. 3.17-19)。「你」(ה (ַאתָּ

不但强调﹐且置句首。不过这位守望者和一般的大大不同﹐他并
非注意敌人的动向﹐而是注意神吩咐的话﹐好及时警戒「恶人」
－就是那些不悔改的以色列人。13 这些警戒都是致命的﹐所以先
知要对他们说﹐「恶人哪﹐你必要死﹗」(33.8) 你们顺从神与否
﹐生死就在一线之间。 

不悔改四借口 

 33.10-20有两段警戒(10-16, 17-20)﹐23-33有另两段警戒(23-

29, 30-33)﹐共有四段。这些话虽然反映古代以色列人的情形﹐其

                                                 

12 Vawter & Hoppe, Ezekiel: A New Heart. 149. 

13 Block, Ezekiel 25-48. p. 243. 作者甚至幽默地说﹐先知要守望的「敌人」竟然

是用话语来攻击百姓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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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跟我们今日者类似。这四段警戒都有一个型态﹐就是有流传在
神儿女中间的话﹕ 

你们常说…(33.10) 

你本国的子民还说…(33.17) 

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33.24) 

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
彼此说…(33.30) 

神听到了反映或反驳他们﹐因为这些话把他们困住了﹐使他们不
能得救。神的审判快要降临了﹐神必须警告他们﹐快快悔改﹐以
致得救。 

1. 忧愁太过沉沦(33.10-16) 

 以色列家不悔改﹐说什么推拖的话呢﹖他们常说﹐「我们的
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10)  

 这话听起来神的百姓好像十分地为罪忧伤痛悔﹐到一个地步
﹐「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林后2.7) 就在神的百姓哀哼「我
们完了﹐活不下去了」的时候﹐神的眼光锐利﹐祂挑了两件事反
问他们﹐「你们拿了穷人的当头还了没有﹖你们用计巧强夺弱势
者的东西﹐归还了没有呢﹖」(参结33.15) 按照出埃及记﹐ 

22.26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作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22.27

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
甚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出
22.26-27﹐参申24.6, 10, 12, 17﹐伯22.6, 24.3, 9﹐结18.7, 12, 

16) 

 在今天仍有财团跟政府勾结﹐由政府出面将好地段的地皮征
收﹐平价或低价卖给财团盖高价地产谋取暴利﹐这不就是「抢
夺」穷人或小老百姓的物业﹖若是有人干了这类的事﹐被神管教
指责时﹐就大呼小叫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
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结33.10)﹐谁听得下去呢﹖这种哀号
本身就是烟雾﹐只为遮盖他们不肯转离的过错。要既得利益者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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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法或不人道的所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神所责问的事只有一点﹕你们悔改了没有﹖你们的恶行改变
了没有﹖哀哼是虚假的。希伯来书12章说﹐凡是神所爱的儿女﹐
祂都会管教。可是当我们被神管教时﹐会出现两种抗拒的现象﹕
灰心或轻看(来12.5-6)。现在这种哀哼就是一种灰心﹐但它不是真
正的悔改﹐眼泪也不可取代行为的改变。14 神在此呼召祂的百姓
要真正地悔改。 

 神在12-16节较为深入回答他们的话。在这段经文里﹐钥字是
「转离/转回」(ׁשּוב)﹐共出现了九次(33.9x2, 11x3, 12, 14, 18, 19﹐
第15节出现者非此意)。旧约里论及「悔改」﹐用的多是这个动词
﹐它不仅是一种状态﹐而且是一种动作。忧伤痛悔不能取代真正
的悔改/转回。心中忧伤要有外在实际的行动来配合﹐这是神在此
辩解义人若犯罪﹐就不能存活﹔而恶人若转离恶行﹐反而能存活
的道理。 

2. 主的道不公平(33.17-20) 

 他们还推拖什么呢﹖「主的道不公平。」被神管教的人抗拒
神还有一招就是反过来指责神不公平﹐或说根本就轻看神的管
教。 

 先知哈巴谷曾经这样地质问过神。他先是为着犹大国中许多
强暴不公义的事质问神﹐向祂呼求﹐问说要到几时神才出手呢﹖
(哈1.2-4) 于是神就启示﹐祂要兴起残暴的巴比伦人来惩治犹大国
的罪孽(1.6)。按理说﹐哈巴谷应当为此感谢神才对﹐结果不是。
他却向神抱怨说﹐ 

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 

 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 

 你为何静默不语呢﹖(1.13b) 

                                                 

14 Block, Ezekiel 25-48. p.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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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主的道不公平」﹐因为主用一个更邪恶的国家来处罚不
义的犹大国。主是公平的﹐因为主让先知看到历史的下半段﹐原
来神日后还要审判巴比伦的暴政(哈2.4-20)。 

 诗篇73篇的作者也有类似的反应﹕他觉得神对待他不公平﹐
因为他眼见恶人平安﹑心想事成﹑生活安逸﹑财富加增﹑至终好
死(诗73.3-12)。诗人自己则是「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14)

﹐枉费他追求圣洁(13)﹐人生苦水满杯(10)﹐因此心怀不平(1)。
他是怎么过来的﹖因为神给他看到人生启示的完结篇﹐谁才真正
笑到最后的。是谁呢﹖乃是那些将人生焦点定在主身上的人。 

 针对这种轻看主管教的人﹐主的回复还是一样﹕转离罪行﹐
否则将必因此死亡(结33.18)﹗ 

3. 选民有恃无恐(33.23-29) 

 从前圣殿还在时﹐以色列人以它为傲(耶7.4)﹔现在连圣城圣
殿都毁了﹐他们还有什么引以为傲呢﹖还有﹗那些还留在圣地的
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
更是给我们为业的。」(结33.24) 

 本章自23节以后﹐犹大已亡国了﹐圣殿已烧毁了﹐当地存留
下来的百姓学会了什么功课没有﹖似乎没有。他们中间在说什么
话﹐上述的话流传在他们中间。这班人根本没有好好研读圣经﹐
不知道他们的先祖如何承受地业的﹐更不知道神就准备要剥夺他
们住在这应许之地的权了﹗神藉以西结揭发他们的罪行如下﹕ 

33.25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
得这地为业吗？33.26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
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 

十诫在他们中间已被澈底糟蹋了﹐严厉的审判即将降临﹐不是被
掳到巴比伦﹐就是被掳下埃及﹐或在原地做亡国奴。神指出﹐祂
起誓要用战争﹑野兽﹑瘟疫来消灭这群背逆的百姓﹐这已经是在
下哀的美敦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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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都有听道(33.30-33) 

 那么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又有什么话说呢﹖他们说﹐「来
吧！听听有甚么话从耶和华而出。」奇怪﹐连听道都成为他们可
以不悔改的借口。 

 听道而不行道﹐不把听到的神的话去身体力行﹐「就像对着
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雅1.23-24) 神在这里指责这些百姓「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
利」(结33.31)﹐没有真实的悔改﹐行为还是老套。以西结书33章
的最后一句话﹕「看哪﹐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
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33) 在圣城城破殿毁以后将要来的审判
﹐决非易事﹐那是「哀号﹑叹息﹑悲痛」的话(2.10)。神并没有
留下很久的时间让他们悔改。悔改是极其迫切的事。 

只有十六分半 

 2001年的九一一惨案于我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天早上我
一看了电视后﹐随即开车到海边高地上﹐眺望16哩外隔着Hudson 

Bay的世贸大楼。当天晴空万里﹐一片云都没有﹐视野极佳﹐大
楼已经没有了﹐成为两根向上冒烟的烟柱。高地上都是观看的人
﹐没有一丝声音。 

 惨案死了约三千人。我的教堂所在的Middletown (NJ)火车站
平时搭车的世贸受难者﹐就有三十几位之多。第一架飞机撞上北
楼是8:46﹐第二架撞上南楼第78层是9:03﹐其间相差时间约有16

分钟半。北楼的人连受到警戒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南楼有。南楼
第78层以上当天早上工作的人员约有两千人﹐但只有1400人逃生
﹐另外的六百人葬身火窟。其实这六百人都可以逃出来的﹐如果
他们听从警戒的话。惨案后一年﹐USA Today有一篇专文分析﹐
提到四个攸关生死的因素﹕ 

 1. 南楼的人有的眼睁睁地看到北楼的火焰﹐和有人纵身跳楼
的恐怖景象﹐就毅然决然立刻下楼。有一位同仁(97层)看到飞机
撞楼﹐头也不回地就逃命﹐连结婚戒指都不回头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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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经验又优秀的上司当机立断的指挥﹐命令属下立刻放下
手中一切工作﹑离开﹑下楼。 

 3. 用机智拒听错误的大楼播音。当天南楼安全管理处居然数
次播音﹐告诉楼内工作人员留在楼内﹐甚至说出到楼外反而危
险。那没逃出的六百人很多是被这个假讯息误导了而丧生。一个
办公室在第86-87层有15人﹐其中有一人正巧在楼下知道情况的危
殆﹐打手机叫同仁赶快下楼﹐同仁却说﹐「管理处播音了﹐叫我
们别下去﹐这里很平安。」结果有十一人丧生。 

 4. 以1993年恐怖攻击为鉴﹐选择立即逃离。在我住家附近有
一位年轻女士Nikki﹐圣诞节才结婚的﹐她和先生都在同一家股票
行工作。当她听到北楼有灾变时﹐立刻放下一切工作离开﹐而且
用力把不想离开的先生拖出去。她做对了﹐因为她亲身经历过
1993年世贸大楼的恐攻。 

 九一一当天南楼78层以上的人要逃生﹐只有十六分半的时间
﹐要把握﹐迟了就是死命一条。 

转捩点是悔改 

 老摩西牧养以色列百万会众的临别赠言是﹕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申30.19) 

耶稣来了﹐所传的第一个信息﹐就是「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
改﹐信福音。」(可1.15//太4.17) 1517/10/31马丁．路德贴出九十
五条﹐掀起宗改大业﹐其第一条是说﹐ 

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时﹐祂是说信徒一
生应当悔改。 

同样的﹐以西结在服事巴比伦被掳之民八年半以后﹐传达主最严
峻的话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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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
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结33.11) 

我们永远不要以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悔改﹐不﹐不一定。
启示录有毁灭人类命运的四骑士﹕战争﹑饥荒﹑瘟疫﹑野兽(启
6.1-8)﹐随时可夺去人命。 

 2011年我去阿根庭讲课。一位长老接待我﹐他跟我讲了他心
中的最痛。「去年突然之间我失去了我的女儿﹐是H1N1把她的
性命夺走的。」从染病到离世很快﹐没有几天﹐眼睁睁的看着病
魔把她拖走。她才结婚几年﹐留下了一个可爱的三岁的女儿。 

 2014年我到马利兰圣经教会(CBCM)服事﹐有人介绍一位黄
姊妹﹐她在2003年突然之间失去了她心爱的先生﹐那时两个女儿
才读小学很小。他们都是港人﹐留学美国﹐回港工作。先生是十
分成功执业的律师﹐京港两地跑。有一天从北京回港时﹐在机场
就被送进医院隔离治疗﹐因为他染上了致命的SARS﹐几天之内
不治过世﹐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去她家拜访时﹐看到墙
上贴了许多相片﹐只等天家见面。在她的先生一染病之时﹐神智
还清楚﹐医院牧师向他传福音﹐带他悔改归主。在他过世时﹐院
牧告诉该姊妹说﹐「妳的先生信主了﹐有永生﹐这是主赐给妳的
盼望和安慰。」办完了丧事﹐该姊妹带着女儿到美国来﹐一家都
归主了。 

 以上是夺命的瘟疫。战争更可怕。马航数十年来是信誉非常
好的航空公司﹐没想到在2014年接连两架飞机卷入战争而失事﹐
先是MH370的神秘失踪。MH17在飞越乌克兰上空时﹐被境内亲
苏军队用飞弹将一架平民飞机活生生地击落。 

 最后我们要注意﹐这个悔改的命令不只是赐给个人的﹐更是
赐族群或国家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诗
33.12a) 关于悔改﹐让我们聆听以赛亚的话﹕ 

55.6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祂﹐ 

 相近的时候求告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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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b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我们都活在危机四伏的世界﹐没有桃花源。耶稣和祂的救恩是我
们最大的保障﹐抓住时机﹐悔改就在此时今天。「神…不愿有一
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3.9c) 愿神恩待你。 

2019/8/25. ACCCN 

祷告 

救主领我免迷途 

(Saviour, Lead Me, Lest I Stray. H481) 

1 救主领我免迷途 温柔领我完世路 

在你身边我稳固 在你爱里我居住 

*领我 领我 救主领我免迷途 

我的前面无把握 救主领我完世路 
2 你是我魂避难所 何怕人生起风波 

有你亲近我安全 有你怜悯我无怨 
3 救主领我到尽头 人生结束的时候 

我要飞去光明地 不再流泪永安息 

Saviour, Lead Me, Lest I Stray. Frank M. Davis, 1882 

LEAD ME, SAVIOR 7.7.7.7.ref. Frank M. Davis, 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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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释经讲道下卷﹕神的荣耀回来了 

第二篇  好牧人 

 

读经﹕以西结书34.1-31 

唱诗﹕是爱的神作我牧人(The Lord My Shepherd Is.) 

救恩的大宪章 

 关于以色列家复兴的信息﹐虽然在本卷书的前半部－审判书
－里﹐只有吉光片羽﹔1 暴风雨后﹐彩虹终于出现了。这一章的
主题思想是「好牧人」﹐或说得更准确的话﹐是平安之约下的独
一牧人。在前面七处的吉光片羽里﹐主透露出归回﹑弥赛亚﹑永
约﹐甚至论及重生﹐可是没提过「牧人」﹔而这正是本章的主题
启示。 

 圣城沦陷了﹐圣殿也摧毁了﹐救恩史的篇章反而翻到了更荣
耀的一章。神不再缄默了﹐祂的灵降在先知的身上﹐他就开口传
讲神的预言﹐将神国新城和新殿的荣耀﹐描述在神的百姓中间。
第34章可以说是先知所诉说神要复兴以色列的第一篇信息﹐其重
要性不言可喻﹐我们洗耳恭听吧。 

 本章充满了神的签字﹐如﹕2「主耶和华如此说」(2, 10, 11, 

                                                 

1 以西结书里的吉光片羽﹕结11.14-21 (归回及新灵), 14.21-23 (余民), 16.53-63 

(归回及永约), 17.22-24 (新栽香柏树将发旺), 20.34-44 (归回), 28.24-26 (归回), 

29.21 (以色列家的角发生)。参Block, Ezekiel 25-48. p. 269, fn. 4. 

2 Daniel I. Block, Ezekiel 25-48. NICOT. (Eerdmans 1998.)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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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主耶和华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8, 15, 30, 31)﹑「要
听耶和华的话」(7, 9)﹑「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27, 30)﹑「我
指着我的永生起誓」(8)﹐算起来共有十四处﹐这是神迫切要宣示
给祂的百姓听到的话语﹐它的大纲如下﹕3 

34.1-10  释放的宣告 失败处站起来 

34.11-24  释放的性质 弥赛亚好牧人 

34.25-31 释放的目标 平安之约舞台 

钥字是「拯救/释放」﹐而执行这个救恩正是好牧人的职事。利未
记26.4-13是平安之约的内容最早的陈述﹐以西结将在此再度铺排
在第三段内﹐这也是好牧人演出救恩大剧的架构与舞台。我们若
说本章有如神在宣示祂的救恩大宪章﹐也不为过。 

失败处站起来(34.1-10) 

 乍听之下﹐34.1-10又好像是审判书的调儿﹐是神向那些「牧
人」发出审判的话语。但主的用意不是如此﹐祂在向神的百姓做
一个以色列国三百多年来的总检讨﹐为什么你们会亡国﹖主发现
失败的关键在于那些君王大多没有做好神托付给他们一个十分重
要的使命﹐就是要牧养神的百姓。第二节所讲的牧人﹐是指着以
色列南北两国的君王说的。(古代近东常认为君王就是牧人﹐中国
古代也有同样的讲法。) 以色列人在什么地方跌倒﹐就要在什么
地方站起来。 

 那些君王在什么事情上失职呢﹖他们「只知牧养自己…不牧
养群羊」(2-3)。「群羊」(צֹאן)这个字成为神的儿女的代名词﹐在
本章里出现有20次之多﹗(34.2, 3, 6x2, 8x410x3, 11, 12x2, 15, 17, 

19, 22, 31x2) 君王是牧人﹐神把群羊托付给他们﹐他们却「用强
暴严严地辖制」他们﹐以至于神的百姓分散了(34.5 ,ּפּוץx2, 6, 12, 

                                                 

3 参Block, Ezekiel 25-48. p. 274. 作者用「释放」为钥字来探讨本章。我将他的

段落稍作修改﹕他以34.11-22为第二分段﹐我延至第24节﹐因为23-24节都论及

牧人。此外﹐最右边的标题是我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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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即被掳了﹐这是太严重的事﹐对神来说﹐这是忍无可忍的
事。 

 第四节留下一段最精辟入里的「牧会」报告﹐你们看神有多
伤心﹕ 

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
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
寻找(34.4)。 

在下面第16节﹐神要亲自用牧养来逆转这种情景。以西结书34章
成了全圣经教牧论述与实行最重要的依据﹔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十
章﹑第21章(尤其是15-17节)﹑彼得前书5.1-5﹑使徒行传20.17-38

﹐都以本章为泉源。 

 可是在34.1-10的第一小段里﹐最重要的字眼却只出现过一次
﹐而且在第十节﹕「救」( יה ִ ִּ֤ ַצְלת  ַצל, 这个字是本章的钥字﹐出。(נָּ
现三次﹐三小段里各出现一次(10, 12, י ִּ֤ ַצְלת  ים ,27 ;ה  ַצְלת ִּ֔ 这个动。(ה ִ֙
词准确并完整地定义了好牧人所要做的工作﹕拯救神的百姓﹐即
救赎性的工作﹗这个字的原意是「取走﹑拿走﹑夺走」﹐当以色
列人在十灾后出埃及时﹐他们向埃及人要什么﹐埃及人就给他们
什么﹐只求他们快快离开埃及﹔于是「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
去了。」(出12.36, 3.22) 「夺去」就是这个字的原意。拯救就是
神将我们从各种难处中夺出来。这个字在KJV所用的原文出现有
213次﹐但是有191次当作使役动词(hiphil)使用﹐译为「拯救」之
意。拯救是神将我们从撒但﹑从罪恶﹑从世界里﹐夺取出来。 

平安之约舞台(34.25-31) 

 我们先讲平安之约﹐因为这是弥赛亚从事救恩工作的依据﹐
这也是祂的架构与舞台﹐祂要在这架构下将救恩大剧本﹐甚至牺
牲祂自己的性命﹐表演出来。以西结早在16.60-63那里提到这约
﹐是「追念」先前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恩约－即西乃山之约﹐因而
要再立定「永约」﹔在这新立定的恩约下﹐神要赦免他们一切所
行的罪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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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的约」一词最早出现是神与祭司非尼哈家族所立的﹐
因为他有忌邪之心﹐使神可以为以色列人赎罪(民25.10-13)。 

 然而在以赛亚54.6-17那里﹐平安的约扩大了﹐神起誓要借着
这约拯救祂的百姓。这个恩约的宏伟性﹐先知甚至用挪亚之约来
衬托比拟。 

平安福祉自由 

 不过﹐以西结书34.25-30的内容与利未记26.4-13之间﹐有惊
人的平行之处。4 后者其实是西乃山之约论及祝福的部份。在以
西结版的平安之约有什么内容呢﹖钥字是「安然」(ַטח  ,27 ,25 ,בֶּ

28)﹐出现三次。所以这约被称为「平安」(לֹום 之约也是很有道(ׁשָּ
理的﹐因为它会给百姓带来「完整﹑和谐﹑圆满」。5 这个约有
三方面的内容﹕ 

A 与野兽间的平安(25) 

B 时雨蔬果的福祉(26-27a) 

C 免受奴役的自由(27b-28a) 

A’ 与野兽间的平安(28bc) 

B’ 时雨蔬果的福祉(29ab)6 

C’ 免受奴役的自由(29c) 

在旧约里﹐我们常看见神要惩罚祂的百姓﹐就让他们落到刀剑﹑
饥荒﹑瘟疫﹑野兽四大咒诅之下(参启6.8)。在这里就提及了三样
﹐只是瘟疫没有提及﹐但免于瘟疫也包括在神的恩约之保护下。 

 有一年冬天(我在NJ州时)我和一位先生同行。那年冬天奇冷
﹐于是我就说﹐「今年冬天太冷了。」他却说﹐「如果去年冬天

                                                 

4 Block, Ezekiel 25-48. p. 304. 

5 Block, Ezekiel 25-48. p. 303. 

6 结34.26c比利26.4多了一句﹕「必有福如甘霖而降」。其中的「福如甘霖」英

译即“shower of bl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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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冷的话﹐可能我的女儿不会生病而死。」「怎么说呢﹖」
「冬天若不够冷的话﹐有一些细菌和病毒就会残存下来﹐来春就
会活跃起来﹐产生出一些怪病。」如果亚特兰大这里的冬天不冷
﹐次年又没有怪病的话﹐那就是「平安之约」的恩惠了﹐要感谢
主﹐要将额外的感恩祭献给主。 

 第29节提及「有名的」(ם ֵׁ֑ 植物﹐它是什么呢﹖不知道。中(ְלׁש 
英译都随从MT版本如此翻译。这个字串可能有传抄时的倒置
(metathesis)﹐如果前两个字母换位的话﹐这字就是「平安」
ֹלם)  这样的读法与上下文都十分贴切。7。(ׁשָּ

神人之间和睦 

 第25节的动词「立」(י ִּ֤ ַרת  原意是「砍」﹐耶利米书34.18﹐(כָּ

和创世记15.9-11, 17-19是一幅犹太人立约的画面。祭牲劈成一
半，立约者从其中走过，表达他们向对方守约的忠诚，不论从其
中走过的是人还是神自己。以赛亚书42.6说，弥赛亚要做「众民
的约」，即做其中保之意，祂就成了那被劈成一半对列的牺牲，
好成就恩约。 

 不过﹐这个平安更是指着属灵的和好说的。耶稣降生的那夜
﹐「在地上平安归与祂所喜悦的人」(路2.14)。一些人说这个平
安是指「外在的平安﹑丰富和繁荣」，可是它所关切的是「灵
魂，一种由耶稣的血所赢得的平安」(西1.20)。8 祂也借着死﹐将
隔断外邦人的墙拆毁了﹐成就了神人之间的和睦，而原文的意思
是祂根本就是那「和睦」(弗2.14)。这个平安成了神国的标记(罗
14.17)。 

                                                 

7 Block, Ezekiel 25-48. p. 295, fn. 128. 有LXX, Targum, Syriac这样读法。RSV作

prosperous, NRS作splendid﹐都采平安之意。 

8 William Greenhill, An Exposition of Ezekiel. 1645~1667. (Reprint by BOT, 1994.) 

692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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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赛亚作牧人(34.11-22) 

 最后我们来看本章经文的主题思想﹐即第23节所说的﹐神要
立那独一的(ד חָּ 牧人来照管祂的群羊。本卷书在这里用「牧人」(אֶּ
的画像﹐来刻画弥赛亚的形像。 

神亲自来牧养(34.11-15) 

 从第11节到第14节﹐我们看到有一连串的动词﹐都是这位大
牧人的牧养工作﹕ 

寻找…寻见…拯救…领出…聚集…引导…躺卧…喂养 

大卫在诗篇23篇绘出的美丽图画﹐也是这牧养工作的素描﹕草地
(躺卧)水边(苏醒)义路(引导)死谷(安慰)敌前(筵席)殿中
(安住)﹐这六个场景大概涵盖了我们一生各样的情形﹐而主都在
牧养我们。 

危机状况逆转(34.16) 

 以上是一般性的工作﹐针对前面第四节所提的惨状﹐祂要逆
转﹕ 

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我必养壮﹖ 

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我必医治(16d) 

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我必缠裹(16c) 

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我必领回(16b) 

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我必寻找(16a) 

 在第五项那里(16e)﹐我们希望看到的经文﹐「瘦弱的﹐我必
养壮」﹐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
יד) ִ֖ 若改读为SMR﹐意思就柔和多了﹕监(除灭/摧毁) ׁשמד「。(ַאְׁשמ 
控(police NIC; watch over RSV)。9 可是MT (SMD)的读法与下文
(17-22)是衔接的。  

                                                 

9 Block, Ezekiel 25-48. p. 287, fn.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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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接着先知在第17-22节一长段的篇幅﹐都在处理他在
第16e所碰触的牧会难题。教会有两大难处﹐一是外在的﹐另一
是内在的。前者就如第1-10节所遭遇到的困难。不敬虔的﹑根本
不信基督的政府﹐常常会找教会的麻烦。我记得1996年我还在NJ

州美门教会牧会时﹐我们要另择地二次建堂﹐金钱还是小事﹐镇
公所的计划局和工程局不知给我们找了多少麻烦﹐给我们穿各种
小鞋。那时在NJ州一个教会要建堂﹐平均要十年﹔等我们走完了
全程﹐我终于明白了教会界为何这样说。 

主要秉公牧养(34.17-22) 

 可是这是教会真正的难处吗﹖不是﹐乃是内在的﹐就是记在
第17-22节这里所警惕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我们既是存活在教会
内部﹐就有可能被仇敌使用﹐而成阻拦教会成长的人。我们的大
牧人会怎样对待这样的人呢﹖今天祂会「秉公」牧养他们。注意
﹐主当然会大大﹑多多使用祂的恩惠﹐来牧养我们。可是这里说
﹐祂要「秉公」来治理那些不守规矩者。诗篇18.26b说﹐「乖僻
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加拉太书说﹕「6.7不要自欺﹐神是轻慢
不得的。人种的是甚么﹐收的也是甚么。6.8a顺着情欲撒种的﹐必
从情欲收败坏。」 

 这还是小事﹐因为是今生的事﹔没完﹐还有永远的事记在以
西结书34.17-22﹐如果我们用马太福音25.31-46的话来领会这段经
文的话。这是论及末日的审判﹐主要判决我们今日是怎样对待我
们周边的人﹐当他们饿了﹑渴了﹑无房可住了﹑无衣可穿了﹑病
了﹑下监了时。我们若善待他们﹐就是做在主身上﹔否则就是怠
慢主﹑得罪主了。 

良牧大牧牧长(34.23-24) 

 这位好牧人就是弥赛亚。在34.23那里﹐神不是立许多的牧君
﹐像祂在以往的世代所做的那样。不﹐祂改弦更辙了﹐祂立的牧
君只有一位(ד חָּ 当然这一位也是那独一的一位﹐即弥赛亚来做﹐(אֶּ
牧君。在大卫身上﹐牧人与君王的职份是合在一起的﹐可以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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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牧君。基督来了﹐祂乃是照着大卫的形像来做牧君。新约的启
示自然比旧约者要更精彩了。 

 祂究竟如何拯救我们呢﹖新约提及基督之为牧人的形像﹐有
三方面的叙述﹕(1)耶稣是好牧人(约10.11)。(2)祂大牧人(来13.20-

21)。(3)祂是牧长 (彼前5.4)。 

基督是好牧人(约10.11) 

 基督来到地上了﹐祂很清楚知道﹐祂之身为神家的牧君的角
色﹐早已刻画在预言里了。以色列人千百年来的祭祀制度一直在
期盼着一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1.29)；耶稣明白
祂就是那位羔羊﹐而且祂同时又是牧人﹐那么祂就是那位羔羊~

牧人﹐即为羊舍命的牧人了。 

 约十章是耶稣进一步将以西结书里的牧君思维﹐启示得更为
清楚﹕ 

10.10bc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10.11我是
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10.17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10.18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
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约10.10, 11, 17-18) 

耶稣是好牧人﹐为我们舍命﹐这样﹐祂好为我们赢得永远的救恩
(约10.11)。 

基督是大牧人(来13.20-21) 

 其次﹐祂是我们的大牧人﹐这是说到祂「在各样善事上成全
你们﹐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在心里行祂所喜悦的事。」(来
13.20-21) 这位大牧人也就是雅各晚年所说的「一生牧养我直到今
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创48.15-16)。诗篇23篇
不也在描绘大牧人吗﹖ 

基督也是牧长(彼前5.4) 

 祂还是那位将来要在荣耀中显现的牧长﹐在基督台前﹐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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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断我们今生的一切是得赏或受罚。若为得赏者﹐则决定我们是
否可以赢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前5.4)。 

主呼召小牧君 

 主是牧长﹐祂要呼召许多小牧者﹐和祂一同牧养教会。主复
活后﹐念兹在兹的就是挽回彼得﹐不要让他落在三次不认主后带
来的亏欠感和罪恶感的泥淖内。因此祂在复活后﹐就特别嘱咐报
信的姊妹们﹐一定要将这福音告诉给彼得(可16.7)。 

 约翰福音21章的后记里﹐主要是记述主怎样呼召彼得牧养主
的羊群。在这个叙事里﹐主要做一个神圣的工作﹐就是将彼得记
忆中跌倒羞辱所带来的痛苦除去。在提比哩亚湖边主向七位使徒
们显现的记叙里﹐提到三件事﹐我们要注意﹐因为它们都很有意
义：在湖边有炭火(9)﹔主问他「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
(15)﹔主三次问他说「你爱我么？」(17)  

 彼得曾在世俗炭火中烤火(可14.67)﹐而在小女子面前否认
主。而今主用祂的炭火和温暖来拥抱他﹐似乎是在呼召并对他说
﹐「你比比看﹐那一个才是真正的温暖？如果你肯定是主的﹐那
么就来我这里享受炭火的温暖﹐和鱼饼的早餐吧。」彼得享受了
﹐等于再度选择基督。 

 主的刻意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10 

等于光照彼得生命最深处的黑暗：骄傲﹐因为他曾夸口说：「我
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太26.35﹐路22.33。) 

这种自觉比别人更爱主的感觉﹐往往是一种连自己都觉察不出来
的属灵骄傲。这骄傲必须在光中治死。 

 最后主的第三次问他﹐叫他忧愁﹐因彼得曾三次否认主﹐所

                                                 

10 「这些」(tou,twn)这个复数﹑所有格的代名词﹐可以是中性﹐也可以是阳

性。若是中性﹐有人就拿该字指打渔或事物。若为阳性﹐就为一些人了﹐这些

人乃是彼得的同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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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现在也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约21.17) 这三问触及了
彼得的愧疚。 

 这三件事都触及他痛苦的回忆﹐现在主来了要将他记忆中的
痛苦除去。这样﹐他才能够面对撒但的控告﹐并安然事奉。神何
等恩待人。当主将彼得记忆中痛苦的刺一一拔掉以后﹐主再度呼
召他﹐「你喂养我的羊。」(约21.17) 

 主要建立祂的恩典的国度﹐祂要呼召许多的牧君(君尊的牧者)

﹐与祂同工。愿神赐福你。 

2019/9/1. ACCCN 

祷告 

是爱的神作我牧人(The Lord My Shepherd Is. H468) 

1 是爱的神作我牧人 祂常喂养祂常施恩 

祂是属我我是属祂 何来需要何来缺乏 
2 祂带我到嫩草地场 使我感觉满足欢畅 

又带我到平静溪流 交通不断安息无忧 
3 我时迷路祂来截回 再侧我心受祂支配 

我常摇动不甚坚定 祂引导我是为祂名 
4 何等不明何等可疑 怎能行走无所顾忌 

你竿扶持你杖引领 你的同在满我途径 
5 你使我能大胆夸胜 敌虽四布享恩如恒 

我头油润我杯酒溢 我神从来不曾吝惜 
6 你的甘甜奇妙的爱 测量我的一生年代 

你爱既然永不改变 我的赞美还要加添 

The Lord My Shepherd Is. Isaac Watts (1674~1748) 

ROCKINGHAM. L.M. Lowell Mason,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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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佳美产业实在美好 

 

读经﹕以西结书35.1-36.15 

唱诗﹕进深进深(Deeper, Deeper. H273) 

赢回失去地业 

 Dr. John B. Taylor给予这段画龙点睛的评语﹕1 

以西结书里给予以色列恢复的应许﹐在第34章开始了﹐其展
望是在耶和华亲自的领导下﹐提名了大卫家的弥赛亚为好牧
人。这展望再度带入未来的盼望﹐首先是得着一块新的地业
﹐然后有一群更新的百姓住在其上。其领袖﹑地业和百姓的
次序﹐是有趣的指标。 

在这一大段经文里﹐我们首先看见地业恢复了﹐接着看见百姓归
回了。基督徒通常熟悉当约书亚争战一生﹑年纪老迈时﹐神继续
对他发出的挑战﹐「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书13.1) 什么叫做
未得之地﹖就是福音从未传扬过﹑教会未曾建立过的地区。可是
在教会两千年的历史还有一个更严肃的挑战﹐就是在赢取未得之
地外﹐还要夺回失去的地业。 

 几年前当ISIS重创叙利亚之时﹐马利兰圣经教会(CBCM)透过
Barnabas Aid﹑办了一场为战地孤儿特别募捐的音乐会。会上我

                                                 

1 John B. Taylor, Ezekiel. Tyndale. (IVP, 1969.)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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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会众﹐华人教会最欠叙利亚人﹐因为首先将福音传入中国的
宣教团体﹐就是古叙利亚人。从主后635~781年的146年之间﹐该
教派陆续差派了七十几位宣教士到中国来宣教。你可以想象古叙
利亚教会是多么强大﹔我们今天在读旧约时﹐MT是主要经文﹐
此外最值得参考的古译文就是LXX和古叙利亚译文。可是该教会
而今何在呢﹖我们不只问叙利亚教会﹐土耳其﹑北非﹑中东等伊
斯兰教所占据的地区﹐在七世纪前原本都是福音和教会昌盛的地
区﹐为什么失去了呢﹖可以赢得回来吗﹖这比赢取未得之地更难
﹑更具挑战。 

 这大段经文的思路如下﹕2 

恢复地业先决－审判以东(35.1-15) 

 恢复先决序言(35.1-4) 

 谴责永怀仇恨(35.5-9) 

 惩罚侵略野心(35.10-12a) 

 定罪毁谤亵渎(35.12b-15) 

凭应许夺回地(36.1-7) 

地业发枝结果(36.8-11) 

圣民重住其上(36.12-15) 

这大段经文的主题明显是﹕以色列地业的恢复。 

 与此主题有关的钥字是「荒凉 /凄凉」(ה מָּ 出现七次﹐(ְׁשמָּ
(35.3, 4, 7x2, 9, 12, 14)。在第三节还出现了一个词串﹐「荒凉﹐
令人惊骇」(ה ָ֥ מָּ ה ְׁשמָּ ָּֽ 其实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第二个字﹔(ּוְמַׁשמָּ
其实是同义字(ה 一般英译都作「十分荒凉」。3 还有一个﹐(ְמַׁשמָּ
同义字「荒场/荒废之地」(ה ְרבָּ 出现有三次(35.4, 36.4, 10)。这三(חָּ

                                                 

2 Daniel I. Block, Ezekiel 25-48. NICOT. (Eerdmans 1998.) 309-337. 基本上我是照

著作者的思路﹐但是用字遣词我重新写过的。 

3 Taylor, Ezekiel. 226. 在结35.7的「荒凉﹐令人惊骇」﹐原文是由一字ה מָּ 重ְׁשִמָּ

复两次﹐亦可译为「十分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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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加起来﹐一共有十一次﹐合起来刻划迦南地在没有恢复之前
的光景﹕荒凉。恢复就是「以色列山哪﹐你必发枝条﹐为我的民
以色列结果子…」(36.8)﹐这是本段的主题。 

为何严审以东﹖(35.1-15) 

 大小先知书在批判选民时﹐同时也会审判周边的列国﹐像埃
及﹑摩押﹑亚们﹑非利士人等。然而我们在以西结书这里﹐只有
西珥(就是以东)单独被主挑出来严厉受审。以东的先祖是以扫﹐
和雅各是双胞胎兄弟﹐可是世代成仇。以扫本身还不错﹐当弟弟
二十年后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时﹐他早已不再恨他了﹐用爱去
拥抱他。而且他也顺服神﹐将应许之地让出来给弟弟﹐而举家迁
到西珥山以东﹐即以东地。西珥山是神赐给以东人为业的(申2.5)

﹐选民「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申23.7a) 所以
进迦南﹑经过以东时﹐当以东坚持不让以色列人过境﹐他们只好
大绕其道北上(民20.21﹐申2.4-8)。 

同根相煎太急﹗ 

 以东为何至终失去地业﹖一言以蔽之﹐缺少不可或缺的弟兄
之爱。「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当初为什么迦南七族所居
住的地业失去了﹖因为他们的道德实在太败坏﹐到一个地步﹐土
地的所有者－创造主神－按公义剥夺他们居住在迦南地的正当性
(创15.16﹐参13.13)。 

 不过﹐身为与雅各更亲的以东﹐他们在历史上对以色列人很
不友善。后者进迦南借路时不许(民20.14-21)﹐也曾与他们争战过
(撒下8.13-14﹐诗60篇﹐王下8.20-22, 14.7)。 

 最恶劣的是当尼布甲尼撒王攻陷圣城时﹕(1)他们出于「永怀
仇恨」﹐帮巴比伦人将以色列人「交于刀剑」(结35.5)。35.6说到
当雅各家的人被以东人害死了﹐故事没了﹐人虽死了﹐但是他们
的「血必追赶」以东人﹗这幅画面令我们想起了亚伯被他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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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隐杀死了以后﹐事情没了﹐原来亚伯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
[神]哀告」(创4.10)。4 

 (2)看到他们被掳﹐以东就趁机说﹐这地「必归于我﹐我必得
为业」﹐其实他们素来「嫉妒」选民(35.10-11)。 

 (3)还有他们说了许多「毁谤…攻击以色列山的话」(35.12)﹐
其实这等同于攻击耶和华本身﹐十分亵渎神了。先知书里留下丰
富的信息﹐论到神对以东的严厉审判(诗137.7﹐赛34章﹐耶49.7-

22﹐哀4.21-22﹐摩1.11-12﹐玛1.2-5等)。 

弟兄爱定生死 

 一个教会为什么会失去金灯台的见证﹖为什么有一天主耶稣
不再行走在我们中间﹐而将金灯台从我们中间挪走呢﹖以东人的
受审是我们最好的提醒与借镜。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是专一批
判以东的书卷﹐他怎么说呢﹖ 

1.10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 

 羞愧必遮盖你﹐ 

 你也必永远断绝。 

1.11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 

 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 

 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 

你竟站在一旁﹐ 

 像与他们同伙。 

落井下石 

1.12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
瞪眼看着﹔ 

冷眼旁观 

 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
因此欢乐﹔ 

幸灾乐祸 

 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
狂傲的话。 

冷眼冷语 

                                                 

4 Block, Ezekiel 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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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
他们的城门﹔ 

 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
眼看着他们受苦﹔ 

见死不救 

 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
手抢他们的财物。 

趁火打劫 

1.14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
中间逃脱的﹔ 

助纣为虐 

 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
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 

借刀杀人 

表面上看来﹐以东好像没有做什么淊天大罪﹐但是他们的不爱兄
弟的心地﹐斑斑可考。没有做该做的事﹐或是做了一些自己觉得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会使教会失去神给我们原有的地业﹑我们
在此地所建立的金灯台。 

 教会蒙赎以后最重要的事﹐就是行善﹐而行善的核心就是彼
此相爱﹐它决定教会的存亡绝续。这不仅是一种行为的表现﹐它
也是我们有新鲜属灵生命而有的流露。以西结书用一整章经文告
诉我们﹕教会兴旺与否﹐在于我们是否彼此相爱。这点决定了神
是否把地业赐给我们﹐去扩展神的国度的疆界。 

神主权的救恩(36.1-7) 

 如果你打开迦南地的地图来看的话﹐以东在死海东边的山区
﹐不在应许地的范畴之内﹐就是在本卷书新以色列的境界来看﹐
它也不在其内(参结47.18)﹐那么在宣告神要重建以色列国时﹐为
什么要以审判以东作为开始呢﹖ 

 第35章起头时是「向西珥山发预言攻击它」﹐而第36章起头
是说﹐「以色列山哪﹐要听耶和华的话。」这两座山代表两股势
力﹐就如同神在伊甸园里对夏娃所说第一句救恩的预言一样﹕蛇
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是对立的﹐那么西珥山与以色列山也是对立
的。这样的对立要一直持续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以西结书释经讲道下卷﹕神的荣耀回来了 

 - 28 - 

 圣奥古斯丁在他晚年写了他一生的代表作﹕神的城 (413 

~426)。他为什么要写这部宏伟的作品﹐等于是一部救恩史﹐从
伊甸园一直点评到新耶路撒冷﹖因为他发现人类的历史不管怎样
变化﹐逃不出两城的对立与斗争﹕上帝的城与世俗的城。 

我们如果看恩约内的对立也是一样﹐以亚伯拉罕之约为例。
神对亚伯拉罕说﹕ 

12.2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
要叫别人得福。12.3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12.2-3) 

在这约两个国是对立的﹐即神的国以及咒诅﹑拦阻神国发展的世
俗国度。美国曾经是大蒙神赐福的国度﹐可是她在许多地方偏离
了道德律﹐2001年的九一一惨案可以说是神向这个国家举起黄牌
了。神在以西结书35章重申祂要建立祂的国度的决心﹐是永不改
变的﹐是出于祂绝对的恩惠主权的。审判者以祂的「愤恨和忿
怒」在此宣布﹐以东出局了。从前它如何使以色列山荒凉﹐现在
翻盘了﹐西珥山将成为荒凉之地﹐而前者将「发枝条…结果子」
了(36.8)。 

新创世伊甸园(36.8-15) 

 在这一章的经文﹐主角不是以色列民﹐而是以色列山﹑或说
应许之地﹐所以它被拟人化为第二人称的「你」。在36.5这地业
被神称为「我的地」。你们读这一章经文时﹐除了第一节和第六
节两处的「你」是指先知之外﹐其余的「你」都是拟人化的以色
列山﹐它才是主角。 

应许地是主角 

 我们常念诵主祷文(太6.9-10)﹐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片语是「在
地如天」(ὡς ἐν οὐρανῷ καὶ ἐπὶ γῆς)﹐它是用来修饰前面三句
的﹐不是只有「愿你的旨意行」一句而已。换言之﹐主祷文的主
角也一样﹐是「地」﹐神的心愿是「在地如天」﹐叫将来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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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末世的荣耀﹐今天就先表演在地上﹐是预告片﹐但要演
得逼真。主祷文一共有六个祈求﹐都以「地」为核心去演绎。 

 在36.8-15这段经文里﹐神的说话都是用命令语气－必－来翻
译﹐(虽然用的是imperfect或者perfect aspect)。读起来像不像创世
记第一章﹐神对宇宙发命令﹐要有什么﹐于是就有什么。所不同
的﹐现在是重新打造应许之地﹐这是新伊甸园﹐「旧事已过﹐都
变成新的了。」(林后5.17b) 你们可以想象﹐当神在发出一连串的
命令时﹐祂的心情是多么愉快﹐就像在创造新世界一样﹕「若有
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林后5.17a)  

地业发枝结果(36.8-11) 

 神一发命令﹐这段就像创世记第一章﹐地发枝条了﹐长出果
子了。被掳之民回归了﹐城邑重新有人居住﹐荒凉结束了﹐牲畜
也增加了。 

 我们要用想象力来读这段经文﹐它又好像挪亚出方舟一样﹐
亲眼看到一片曾被大洪水蹂躏过的大地﹐如今在圣灵春风的吹拂
下﹐展现生机。神在创世的六天一共说了七次的「好」(טֹוב)﹐而
且第七次是说「甚好」(创1.31)﹐于是神加上祝福(1.28, 2.3)。而
今神对于这个新以色列也赐下更大的祝福﹐比先前更多﹐好叫神
的百姓知道祂是耶和华(结36.11)。 

圣民重住其上(36.12-15) 

 千呼万唤始出来﹐到了第12节﹐配角上场了。神的百姓要从
被掳之地归回﹐重新住到应许之地上。我们不过是配角﹐主角还
是这片土地。当神的百姓得着这地为业时﹐这地过去所受的冤屈
才得平反﹐圣民将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而且使他们得这地为
业。 

愿神转向我们﹗(35.10b, 36.9a) 

 当以东在迦南地上恶搞时﹐他忘了一件事。35.10b怎么说﹖
和合本把它括弧起来了﹕「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地上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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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要乱炒地皮﹐房子是用来给人住的﹐不是给人炒房牟求不合
法的利润的。土地更不是给野心家用来侵略占领的﹐而是神用来
赐给世人住的(参申32.8 DSS, LXX﹐徒17.26)。全地都是属乎神的
﹐而且任何时候﹐祂都在那里﹗ 

 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 1912~1984)在1968年出版了他的代
表作﹕The God Who Is There。当时基督教受到重创﹐ 

自从无神论存在主义者尼采在1882年宣扬「神已死了」的言论起
﹐新派神学一再扣美国保守气氛的关口﹐说什么神已经死了。
1966/4/8的时代杂志封面大胆地询问﹕「神死了吗﹖」于是知识
界更弥漫着一股神已缺席的气氛﹐人世间不再是圣经说了算﹐而
以人意为依归。在这样的氛围下﹐薛华吹起了这个号音﹐告诉世
人﹐神依旧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祂的话－圣经－永远是准
绳﹐有权威有能力。 

 神对迦南地说安慰的话﹕「看哪﹐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
转意…」(结36.9) 其实在这里的「帮助你」和「向你」都是同一
个介词(ם ֵׁ֑ יכֶּ 神不但在这里﹐而且祂的心是向着这片地的。因﹕(ֲאל 
此才有第八节起一连串的神的命令﹐总结一句话﹐以色列山再度
蒙福了。诸位﹐你们想过吗﹖神一直在本堂所在地Johns Creek﹐
一直在美国﹐一直在中国﹐一直在目前动荡中的香港﹐一直在台
湾﹐在世上每一个地方﹐但我们最介意的是祂的心转向了我们吗
﹖旧约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玛拉基书4.5-6﹕ 

4.5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
亚到你们那里去。4.6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
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当神的心转向了我们时﹐各样的福祉就都下降了。好不好啊
﹖太好了。让我们都学习做会祷告的以利亚﹐使神的心转向我
们。 

2019/9/8. ACCCN 



第三篇  佳美产业实在美好(35.1-36.15) 

 - 31 - 

祷告 

进深进深(Deeper, Deeper. H273) 

1 进深进深 进入耶稣大爱 每日更进深 

登高登高在主智慧学校 经历主恩深 

*求主助我进深 我愿登峰造极 

使我悟性更新 领我进入真理 
2 进深进深 借着全能圣灵 不断的进深 

直到生命消失在基督里 溶于祂旨意 
3 进深进深 虽经艰难试炼 仍不断进深 

根深蒂固在主神圣爱中 结果好收成 
4进深登高 每日活在主里 直到争战过 

靠主得胜长成基督形像 丰富进天国 

Deeper, Deeper. Charles P. Jones, 1900 

DEEPER, DEEPER 10.5.10.5.Ref. Charles P. Jones,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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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重生－为着神国的荣耀 

 

读经﹕以西结书36.16-38 

唱诗﹕耶稣你的全胜的爱(Jesus, Thine All Victorious Love) 

重生教义泉源 

 以西结书36章是新约重生教义的泉源﹐因此我们若说本章是
旧约神学的一个高峰﹐当之无愧。什么是重生呢﹖Bonnye Spino

是一个十分幸运的女士(57岁)﹐2001年八月时﹐她已经没有办法
离开Robert Wood Johnson医院(美国纽泽西州)﹐因为她的心脏已
经坏了﹐必须靠机器过活。8/25当天她得着一颗心脏﹐第二天早
上就移植给她。第三天她就可以起来走路﹐自己呼吸。复元以后
﹐她一直很想知道﹐这是谁的心脏呢﹖原来那个心脏是一个27岁
的年轻人叫James Schaefer的﹐死于摩托车车祸。James的父亲
Cliff也很想知道他儿子的心脏如今在谁的心中跳动。有一个组织
帮助捐赠者与受惠者双方联络起来。惟有当双方都成熟了﹑真想
见面时﹐该组织才为他们安排见面。这样﹐Spino与Schaefer双方
家族在翌年八月终于见面了﹐那是十分叫人激动的一刻。 

 当Cliff看见Spino女士坐在约会地点时﹐他激动地对妻子说﹐
「看哪﹐我儿子的心就在那里﹗」Spino女士就走上来紧紧地拥抱
着Schaefer夫妻俩人﹐好叫他们感受到Jimmy的心就在她的里面跳
动。自从Spino女士得着了这颗年轻人的心以后﹐她每一刻都在享
受新生活。与Schaefer夫妻见面以后﹐她认识了她的新生活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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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个人﹐Jimmy Schaefer。她把Jimmy的照片放在电视上面
﹐每天早上开始新的一天时﹐她都和Jimmy先打一个招呼。Spino

说﹐「Jimmy如今已经成了我的一部份了。」1 

 重生就是我们感受到另一颗心的跳动﹐有另一个生命的原则
在我们里面活着支配我们﹑引领我们﹐它已成了我们生命中最重
要的一部份。 

神总是在那里 

 以西结书33章是全卷书的转捩点﹔耶路撒冷城池和圣殿被摧
毁了﹐反而成为转捩点(结33.21)。真相是神兴起新巴比伦帝国﹐
南下来严惩以色列人。神比祂的百姓更心痛﹐因为当选民离弃神
去拜偶像时﹐对神来说﹐祂的妻子－神的百姓－如同死了。被神
变为咽哑不能说话的先知﹐现在要张口说话了﹐因为神有福音要
赐给祂的百姓﹐其内容就是本卷书的下半部(34-48章)。 

 神首先宣示祂要兴起弥赛亚~好牧人﹐来牧养祂的百姓(34

章)。祂要为选民赢回失去的产业﹐应许之地将再度兴旺起来﹐犹
如伊甸园(35.1-36.15)。其实从头至尾﹐神都在那里﹐没离开过那
片地业﹐也没有离开过祂的百姓﹐神的心总是向着祂的百姓
(35.10b, 36.9)﹗这是福音中的福音。 

 Daniel I. Block为这段经文﹐理出很好的思路﹕2 

制式化的引言(36.16) 

a. 神的圣名危机(36.17-21) 

b. 神的圣名恢复(36.22-32) 

 主名显圣目的(36.22-23) 

 主名显圣作为(36.24-30) 

 主名显圣目的(36.31-32) 

                                                 

1 Asbury Park Press [美国纽泽西州海边地方报] Freb. 24, 2003, Monday. A1-2. 

2 Daniel I. Block, Ezekiel 25-48. NICOT. (Eerdmans 1998.)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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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神的圣名平反(36.33-38a) 

制式化的结语(36.38b) 

神顾惜祂圣名(36.17-21) 

 36.1的话与35.1一样﹐意味着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36.16-21

这一小段的话﹐你读完以后﹐有什么感受﹖注意﹐这一小段话是
神对先知说的﹐不是对全以色列人说的。在其中神宣示了36.16-

38的主题思想﹕不是以色列人的得赎﹐而是神的圣名的平反。以
往因为神的百姓犯罪－杀人及拜偶像－应许之地被玷污了﹐神为
祂的公义与圣洁﹐不得不审判祂自己的百姓。然后这审判导致祂
的圣名在天下被人亵渎﹔为此﹐神非常在意﹑十分顾惜祂的圣
名。 

主名再度显圣(36.22-23, 31-32) 

 36.22的「所以」意味着神要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叫世人和选
民都再度「知道」祂是耶和华－祂的圣名﹐钥字「知道」出现四
次(36.23, 32, 36, 38)。神如何做成呢﹖就是使祂的大名再度显为
圣(23)﹔怎么显为圣呢﹖是在祂的百姓身上显为圣。所以虽说主
题不是选民的得赎﹐可是该得赎仍是神的大名显为圣的必须。神
顾惜圣名的同时﹐神的百姓成了第一的受惠者而得到释放﹐因为
主名的显为圣基本上是在祂的百姓身上显为圣的(36.23)。 

 这一段经文读起来很像神的自白﹐因为祂心中难受﹐祂的圣
名被祂的百姓因杀戮和拜偶像而有的失败﹐玷污了应许之地﹐导
致神要奋起自清。所以神两度明言﹕「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
是为我的圣名。」(36.22, 32) 

主显圣大手笔(36.24-30) 

 这一段经文很著名﹐因为它涉及重生。约翰福音3.1-8的旧约
渊源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参结11.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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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批判问题 

 无独有偶﹐这小段经文(36.23b-30)偏偏有异文﹕LXX Papyrus 

967 (2-3 cent. A.D.)及Old Latin Codex Wirceburgen-sis。怎么个异
文法呢﹖根本没有这一段经文﹐1451个希伯来文消失了﹗学者们
在这个事件上写出许多论文﹐有激烈的讨论﹔不过有一点是确凿
的﹕这绝非抄写时的错误﹐而是刻意的摘除﹗Block教授以为﹐
「没有必要扬弃MT经文﹐而赞成一个假设性的原始经文﹐即
Papyrus 967翻译的底本﹐并用后者做解经的依据。」3 学术上这
样的断案是对的﹐因为「在以西结书36.24-30这段里﹐本卷书的
神学达到了巅峰。」4 如果你将以西结书11.17-21与36.24-30作一
对比﹐它们几乎是雷同的。即使将36章的经文摘掉﹐也无法将重
生教义从以西结书里摘掉﹔然而第36章若缺少了这小段经文﹐读
起来会觉得十分突兀﹐有了才会顺畅。 

重生神国大业 

 我们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读重生﹐会很自然地得到一个结论
﹕重生是个人的经历。可是当重生教义放在以西结书36章的背景
下﹐它的意义非凡﹕它是神在神家显圣的必要关键过程﹐透过重
生﹐新出埃及记发生了﹐5 新伊甸园恢复了﹐神国兴旺起来﹐以
色列大大复兴﹐圣殿也恢复荣景。重生不只是个人的经历﹐它远
远胜过﹐它乃是神国大业。 

 神喜爱在族群中做大工﹐在教会过去的历史上证明如此﹐神
今日明日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做主工要信得过神喜欢我们全家归
主﹑公司归主﹑族群归主﹐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尽管求告
﹐看祂如何施恩。 

                                                 

3 Block, Ezekiel 25-48. p. 342. 

4 Block, Ezekiel 25-48. p. 340. 

5 Block, Ezekiel 25-48. p. 353, fn 86. 先知很喜欢「出埃及」的意象﹐提及十次之

多﹕11.17, 20.34-35, 41-42, 28.25, 29.13, 34.13, 36.24, 37.12, 21, 39.2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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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族群归信的。基督教抗议宗里由于个人
主义盛行﹐于是我们渐渐将基督教极端个人化了﹐而忽视了主恩
够用﹐足以使群体归主。韩国教会在过去一世纪的复兴﹐显示了
他们极其注意群体归主﹐而教堂也成了韩国人走到天涯海角的社
区中心。 

清水洗去污秽(36.25) 

 在旧约里﹐每一位祭司都需要用水洗净了(利8.6)﹔求洁净的
大痳疯患者都要用牛膝草蘸在活水鸟血上洒七次(利14.1-7)﹔红母
牛的灰更有威力﹐它可调成除罪水﹐使人得洁净(民19.1-10)。 

 这个「水」究竟是什么呢﹖弗5.26-27说﹐ 

5.26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5.27可以
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
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水」指的是圣灵洁净我们的功能﹐而且祂是借着圣经工作的。
「少年人用甚么洁净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诗119.9) 

这是圣灵像水一般的工作﹐洗去我们天然的污秽(参诗19.12﹐来
4.12-13)。身为祭司的以西结更为明白所罗门的圣殿有铜海及十
个洗濯盆(代下4.6)﹐都是为着洁净用的。 

新心新灵神灵(36.26-27a) 

 神说祂的名字要在祂的百姓身上显为圣﹐意思很明显的就是
神要将祂的圣洁的性情﹐编织到我们的生命中﹐这是何等大的恩
典﹐「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
分。」(彼后1.4b) 

 这个圣灵的工作在旧约里只有诗篇51.10堪与相比﹕「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可是这正
是割礼所象征的圣灵的工作﹐「在祂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
割礼」(西2.11﹐参利26.41﹐申10.16, 30.6﹐耶4.4, 14﹐罗2.28-

29)。「肉心」是相对于重生前的「石心」说的﹐蒙恩后﹐心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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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会顺从神的旨意。所谓「新」乃更新之意。Dr. John B. 

Taylor解释说﹐6 

心包括了心思﹑意志﹐以及情感﹐其实它乃是人格之所在﹐
是人最内在的性情。灵是冲劲﹐它推动人﹐左右他的欲望﹑
思想和行为。…圣灵的授与乃是弥赛亚时代来临的记号。 

圣灵的内住真是旧约神学的高峰﹐神浩大的恩典﹐它也是弥赛亚
时代的标记。 

主要缔订新约(36.27b-30) 

 因此﹐重生不仅是个人的经历﹐更是族群更新的工程。第28

节的「我」用的是较罕见的י ֹנכ  显示神是何等欢喜﹐(参耶30.22)אָּ
与他们立约﹐这是新约﹗他们要被掳归回(24)﹐重新得到应许之
地(28)﹐最重要的是在新约下﹐族群的生命都改变了﹐不但旧时
的污秽洗净了﹐而且他们拥有热爱律法﹑遵行主话的新心(27)。 

 我们可以预见﹐这个族群将在这块上形成新文化﹐叫神得到
荣耀。 

显圣在于复兴(36.33-38a) 

 神的名如何真正地得到平反﹖主祷文说﹐「愿人都遵你的名
为圣。」在以西结书36章四次提及的「知道」(23, 32, 36, 38)其实
就是福音传扬的结果﹐人们认识主了﹐当然他们要归向主。惟有
在一个人归主时﹐主名才得到平反﹐否则天然人总是不将神所当
得的荣耀归神(罗1.21)。现在人－不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
知道主的救恩了﹐他当然要来一同敬拜耶和华了﹕ 

19.24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
得福﹔19.25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
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赛
19.24-25) 

                                                 

6 John B. Taylor, Ezekiel. Tyndale. (IVP, 1969.) 232. 



第四篇  重生－为着神国的荣耀(36.16-38) 

 - 39 - 

这是新伊甸园(35)﹐并且也打破了种族的界限(加3.28﹐启5.9, 

7.9)。 

 以西结书36.16-38的主题是神要平反祂的圣名﹐或说使祂的
名再次显为圣﹐怎么显圣呢﹖乃是借着神国的复兴﹐别无他途﹐
而36.33-38最后这一小段所刻划的﹐就是神国或说教会的复兴。 

神家求告复兴(36.37b) 

 最后我们来到本段最紧要的一句话﹐第37节的下半句﹕「他
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7 神一再启示祂要复
兴以色列﹐听得被掳之民心都激动振奋了。那么事情要怎样成就
呢﹖它会自动从天上掉下来么﹖我们读到过这样的经文﹐「万军
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赛9.7, 37.32)﹐大概就以为我们
什么事也不用做﹐只要等着看就有了。是这样吗﹖ 

 复兴这样美好﹐但我们有责任。什么责任﹖求告的责任。我
们在下章就看见以西结接着做的事﹐就是祷告﹐「向风发预言…

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
了。」(37.9) 圣灵的风就真的吹入彷佛有如枯骨的以色列民的心
中﹐使他们站起来可以成为极大的军队。 

 教会复兴是确定的﹐剩下的工作就是神的儿女听见了复兴的
应许﹐而起来为它祷告。我们不要以为以西结看见复兴﹐它就来
临了。不﹐历史上的数据是这样的﹕8 

以西结开始为复兴祷告(33.21) 585/1/8 

在异象中看见新圣殿(40.1)  573/4/28 12年后 

巴比伦灭亡(但5.30)   539/10 44年后 

被掳者归回(拉1.1-4)   537/3 48年后 

                                                 

7 千万别小看这个祷告的特权﹐在先前神根本连听都不听他们的(8.18, 14.3, 

20.3)。主还说﹐有Noah, Daniel, Job这么会代祷的人﹐都没有用。 

8 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更新﹐1996。) 831, 1537. 



以西结书释经讲道下卷﹕神的荣耀回来了 

 - 40 - 

开始重建圣殿(拉3.8)   536/4-5 49年后 

*哈该~撒迦利亚复兴(拉5.1)  520/9 65年后 

圣殿完工(拉6.15)    516/3 69年后 

*以斯拉复兴(拉10.1-15)  458/12 127年后 

重建圣城(尼6.15)    445/10 140年后 

*尼希米复兴(尼10.1-15)  445/10 140年后 

在被掳归回者中间有过属灵的复兴吗﹖有。哈该~撒迦利亚复兴
带领的复兴(拉5.1)﹐那是520/9的事。又有以斯拉带领的复兴(拉
10.1-15)﹐那是458/12的事。之后﹐尼希米归国重建圣城﹐献城时
﹐复兴也爆发了﹐那是445/10的事。 

 神家是接力赛﹐在历史中一棒接一棒﹐大家同心合意起来建
造教会。以西结书36.37a, 38a的话是确切的﹐但关键是37b﹕「他
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教会史与被掳归回史
一样﹐有主要复兴祂的家的应许﹐当神的百姓凭信心为复兴向主
求问时﹐主要给他们成就。重生的波涛将大大升起﹐将各族群卷
入神的恩典的洪流中。 

怒江的福音谷 

 最后我要提宣教士富能仁(James O. Fraser, 1886~ 1938)﹐他在
怒江流域的傈僳族中29年的服事﹐连PRC政府都承认这个族群绝
大多数是基督教信仰者。他的出身很高贵﹐但在20岁读大学时经
历了悔改归正﹐整个人转变了。接触了内地会的宣教士﹐尤其是
史达德(C. T. Studd, 1860~ 1931)以后﹐决心申请到中国宣教。 

 1908/11/2 [22岁]他抵达上海﹐1909/5/24到达云南腾冲宣教
站。早在1910年他在芒市传福音时﹐踫上了一位赶集的莫丁昌先
生﹐这人奇妙的归主﹐是最早因他归主的傈僳人。1913/1~3他在
傈僳人中得到第一批的果子。1916年他获得许可专向山区的
12,000傈僳人传福音。次年二月统计﹐已有160家800人归主。 

 这族群对福音的反应远远比汉人热烈﹐可是他们是拜偶像很
厉害的族群﹐使Fraser在宣教上遇上激烈的属灵争战﹐迫使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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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清心依赖主﹐迫切的祷告﹐也邀许多英国朋友代祷。他从弗
6.10-20学习了保罗当年在以弗所曾遭遇过的亚底米女神崇拜的剧
烈灵战。他也发现在傈僳人中带人归主必须群体归主﹐不然﹐落
单的基督徒很容易在拜偶的傈僳人村落﹐在信仰上跌倒。 

 你能想象吗﹖以1921年为例﹐富能仁缅甸那边的傈僳人中住
一年﹐带领了约200多家傈僳人信主。当地仍有20多家在种鸦
片。他逐家劝戒﹐除两家外﹐其余皆愿意烧掉鸦片而归向主。此
举对那些贫穷的信徒来说﹐实在难能可贵。不久﹐在怒江两岸有
七﹑八间礼拜堂建立起来。 

 祷告﹑代祷﹑再争战﹐他们在傈僳人中终于有显著的收获
了。可是Fraser还不满足﹐因为他在安息年(1934)路过加拿大时﹐
从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那里学习到复兴的道理和
做法﹐他把这些信息带回到云南的宣教前线﹐他看到复兴从宣教
士本人开始﹐尔后扩散到当地信徒之中。圣灵的工作没有因为
Fraser在1938年的过世而停止。1950年统计﹐信徒有14,800﹐1995

年有十万﹐今日约有20万以上﹐官方的数字是说50%以上为基督
徒﹐这是PRC境内惟一的一个族群﹐以基督教为主要的宗教﹗
2007年在缅甸Salween流域的傈僳人七万中﹐有80-90%是归主
的。 

 林茨是一位摄影记者﹐基督徒﹐1996~2001年五度往怒江流
域专门采访傈僳人的基督徒信仰﹐2003年出版了图文并茂的福音
谷一书。尽管旅游业一直想染指怒江地区﹐但是傈僳人守住他们
的信仰﹐安贫乐道。当地人最喜爱的事是主日听道﹑唱诗。作者
问司机此里付一些问题﹕ 

「为什么要信教﹖」 

「可以和所有的人一起去教堂。」 

「去那儿做什么﹖」 

「听宣教﹐越听越爱听。」 

「今天听到什么﹖」 

「耶稣的死﹑祂的复活﹐和以后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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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知道的事还会忘记。」 

「记住了又作样﹖」 

「我们就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 

「什么事不能做﹖」 

「国家法律不允许的事」﹐此里付思索了一下﹐突然激动地
说﹐「什么都卖﹗」 

「什么都卖﹗」 

「卖山上的林木﹑卖地下的资源﹑卖动物﹐女人卖她们自己
﹗」9 

傈僳人教会用他们的信仰见证了高尚的文化﹐靠主战胜物欲的横
流。在那里﹐耶稣是人们的最爱。这个最爱也是最强劲的文化力
﹐塑造一个重生的国度。 

2019/10/6. ACCCN 

祷告 

耶稣你的全胜的爱 

(Jesus, Thine All Victorious Love. H233) 

1 耶稣你的全胜的爱 已经浇灌我心 

我心就不再会摇摆 就能生根于神 
2 但愿圣火今在我心 就已发旺不休 

烧掉所有卑情下品 并使高山镕流 
3 你曾赐下祭坛火炭 求你烧掉我罪 

我向焚烧的灵呼喊 圣灵满我心内 
4 我心要接锻炼的火 照亮我魂光耀 

散布生命在每角落 并使全人圣洁 
5 摇动的心求你扶掖 使它变成坚崖 

                                                 

9 林茨﹐福音谷。「边缘部落」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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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成为我的世界 我的全心成爱 

Jesus, Thine All Victorious Love. Charles Wesley, 1740 

ORTONVILLE C.M.rep. Thomas Hasting, 1837 

有关富能仁书目 

Eileen Crossman, Mountain Rain: A New Biography of James O. Fra-

ser. OMF, 1982. 中译﹕冉超智译﹐山雨－富能仁新传。福音
文宣社﹐1989。作者是教士的女儿。这是目前论及富能仁教
士最好的一本传记。 

黄锡培﹐舍命的爱－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小传。中信﹐2006。Pp. 

282-307对富能仁有十分翔实的报导。 

林茨﹐福音谷。(属「边缘部落」丛书)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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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释经讲道下卷﹕神的荣耀回来了 

第五篇  一个求复兴的祷告 

 

读经﹕以西结书37.1-14 

诗歌：保惠师已经来(The Comforter Has Come.) 

神家复兴美景 

 1950年代初期﹐台湾动荡不安﹐当时有一位青年传道人才从
上海到台湾﹐经验到传福音很有效﹐就在台北市新公园内露天布
道﹐人来一批讲一批﹐就有人信主。更夸张的是﹐他去另一个城
市讲福音﹐找人翻译。呼召时﹐台湾人和外省人信主的都很多。
现场懂两种语言的人说﹐那个翻译根本就不是翻译﹐而是在讲另
外一篇道﹗可是在圣灵运行﹑教会复兴的情形下﹐两篇道各自带
人悔改归主﹗ 

神的荣耀离去(9-11) 

 以西结书是一卷不忍卒读的书﹐不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
神的百姓的堕落﹐以至于被掳﹐更看见神的荣耀三步一徘徊﹑五
步一回头﹐至终离开了以色列﹗ 

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
(结9.3a) 

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结10.4a) 

基路伯升上去了。(结10.15a) 
10.18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
10.19…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结1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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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结11.23) 

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结11.24b) 

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掳掠过三次﹐以至于亡国(609, 597, 587 B. 

C.)。以西结是第二批被掳的﹐可是他的心痛绝对不下于留在圣城
﹑亲眼目睹国破山河在的耶利米之下﹐因为前者在异象中亲眼预
见「以迦博」－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撒上4.21)。他是预先看见
的﹐六年半以后﹐城破逃亡者来到他那里报导这件事(33.21-22)﹐
验证预言之确凿。1 

神要兴起牧君(34) 

 峰回路转﹐第34章是分水岭﹐因为神在那里应许祂的百姓﹐
神亲自要做他们的牧者﹐而且神要兴起一位牧君－大卫的后裔﹐
来牧养祂的百姓。第36章是重生篇﹗这是神家复兴的基础﹔第37

章是复兴篇﹐哈利路亚﹐我们要细看37.1-14﹐在这一段经文里﹐
神吩咐我们要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不只是我们自己要祷告﹐更是
由于神要我们﹑神命令我们去祷告﹐而且是十分独特的祷告﹐求
神复兴神家的祷告。 

神家终必复兴(37-39) 

 我们千万别误解第37章枯骨复生的异象﹔这不是讲身体的复
活﹐也不是讲属灵的重生﹐2 更不是讲政治以色列国的复起﹐而
是讲以色列家属灵的复苏﹑即教会的复兴。3 这14节经文呈现希

                                                 

1 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队攻陷﹐换成今历是在主前586/8/14﹐见王下

25.8﹐耶52.4-9﹐参代下36.17-21。出逃者来到巴比伦是主前585/1/8。NIV 

Study Bible, (Zondervan, 1985.) 1273. 其实以西结是在主前592/9/17即在异象中

看见神的荣耀如何弃殿而去(结8-11章)﹐NIV Study Bible, 1227。换言之﹐在他

听到报告之前六年半﹐他就已从异象中看到了。 

2 John B. Taylor, Ezekiel. Tyndale OTC. (IVP, 1969.) 234. 

3 Taylor, Ezekiel. 236 (“the revival of His dispirited people, Israel”), 238 (论及人在

神家复兴中的责任)。作者显然将此章定位在以色列家属灵的复兴。Iai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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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来文典型的交错式的排列﹕4 

A. 先知被神的灵安置在平原(37.1-2) 

 B. 两度预言使复兴来临(37.3-6/7-8, 9/10) 

  C. 这些骸骨的意思(37.11a) 

  C’. 这些骸骨的哀歌(37.11b) 

 B’. 两度解释复兴的来临(37.12-13) 

A’. 神家被神的灵安置在美地(37.14) 

一旦神家复兴了﹐且是真复兴﹐紧接着是37.15-28的荣景﹐就是
神家的合一也出现了﹗于是在第38-39章﹐我们看见教会再度站立
起来了﹐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可以抵挡仇敌﹑就是玛各和歌革的
入侵﹐而且大大得胜。Patrick Fairbairn说﹐神家的复兴﹑合一﹑
得胜是先知异象的三个阶段。5 

神的荣耀归来(40-48) 

 第40-48章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异象﹐神的荣耀回到祂的百姓
的当中﹕ 

43.1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43.2以色列神的
荣光从东而来。祂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祂的荣耀
发光。43.3其状如从前…我在迦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
伏在地。43.4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43.5灵将我
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神的家中再度活水涌流﹐生命树生长起来﹐每月都结出新果子(参
结47章)。 

                                                                                                                   

Duguid, Ezeki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Zondervan 1999.) 429-430. 作者

看法同。 

4 参D. I. Block, Ezekiel 25-48. (Eerdmans 1998.) 371-372. Taylor, Ezekiel. 235. 作

者也观察到预言有两个阶段(3-8, 9-10)﹐其对象不同。 

5 Patrick Fairbairn, Commentary on Ezekiel. 1876. (Zondervan, 1960.) 40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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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承认第37章的关键性﹐因为在这里神吩咐我们去祷
告﹐而且是为教会复兴而有的特殊的祷告﹐这也是主祷文前三项
的祷告﹐是耶稣亲教导我们的祷告。 

平原震撼教育(37.1-2, 11, 3) 

 然而我们首先需要圣灵把我们带到「平原」。第一节提到神
的「手」。旧约每回提及神的手时都意味着「神这一方超然的介
入」﹐而先知也处在一种「属灵的狂喜」(spiritual ecstasy)之中。
6 复兴的第一步就是神的手降在我们身上﹐整个局面就要翻转﹐
蓄势待发。37.1-10是所看见的异象﹐而37.11-14是所听闻的诠
释。 

 这个平原应当就是先前先知看见神的荣耀的「平原」(3.22-

23, 8.4)﹐这个字的意思是指宽阔的山谷﹐两边的山坡是平缓的
(HALOT)。这是震撼教育﹐神要他在灵界里看见什么﹖「37.1b这
平原遍满骸骨。37.2…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37.1b-

2) 这幅异象和先前的荣耀形成何等巨大的反差。他先前看到什么
呢﹖以西结书3.22-23说﹐ 

3.22耶和华的手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
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3.23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
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迦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
里﹐我就俯伏于地。 

他在那平原上先前所看见的荣耀﹐正是神在第一章里向他所开启
祂宝座的荣耀。神的荣耀会过去吗﹖不会﹐因为祂的宝座安置于
天。如今﹐神的手又将先知带到同一个平原﹐这次神要他看的是

                                                 

6 C. F. Keil & F. Delitzsch,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1864~1865. (Eerd-

mans. 1980.) 9:2:115. 参结1.3, 3.22, 8.1, 33.22, 37.1, 40.1。和合本将之译为

「灵」﹐或许是参照结11.5﹐及多处旧约经文如﹕民11.29, 士3.10, 6.34, 11.29

﹐赛63.11等。Leslie C. Allen, Ezekiel 20-48. WBC. (Word 1990.) 184. 详细的解

说﹐见上册的结1.3b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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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原上的光景﹐而不是天上的荣景。地上和天上是何等的差
异。 

看明今日光景(37.1-2) 

 可是神刻意要我们看明今日教会的实情﹐看到我们的心中震
撼﹐看到我们的心中绝望﹐却又极其不甘。我们看今日教会的荒
凉不是徒然看看而已﹐而是像以西结一样﹐在神的光中看﹐被神
的手抓住而看。这样﹐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这幅荒凉景
象的意义是什么﹐其中的信息是什么。 

 当然我们第一个困惑就是﹐这些骸骨象征什么呢﹖主在第11

节启示了它的意义﹕ 

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
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结37.11) 

1517/10/31路德贴出九十五条一事﹐不过就是把当时教会一如骸
骨的枯干﹑绝望和灭尽﹐说穿了而已。 

 这岂非我们今日在美国所看到的光景﹖我在NJ州的美门郡服
事了19年﹐当地有一美国浸信会在1952年差派了一位宣教士到台
湾﹐Barbara Livingston教士。她在台湾共服事了39年﹐到她退休
年龄。回到家乡时是1991年。没想到在她的家乡居然有一家教会
﹐其中的会友几乎都是从台湾来的﹐于是她告诉母会﹐她去华人
教会了。在2007年初她过世以后﹐我才有机会去她的母会看看。
我看了非常难过﹐我不相信这个教会在1952年时曾差派一个宣教
士去台湾﹐才短短的半世纪﹐怎么两百人的教会就荒凉到只剩下
约20个人﹖而且都是七十﹑八十岁以上的会友﹖ 

 我每主日看教会周报﹐都是先看上主日儿童和青少年出席的
数字﹐这两个数字是最重要的了。儿童出席下降了﹐六年以内﹐
青少年就下降﹐再六年整个教会就「朝如青丝暮成雪」﹐快得
很。就算我们是美国本土人教会﹐也一样面临这样的挑战﹐况且
我们还是移民教会呢。一般的美国人教会为何会衰微呢？因为教
会产生了断层﹐当年轻人不再上教会时﹐当青年人一旦上大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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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他们的信仰时﹐大学生和青年专业人士就不再回教会了。
以往更正教大国的美国荣景早就不再了﹐你们看政客就知道整个
社会的世风日下。神的儿女的伦理比起世界上一般人士者﹐没差
多少﹗ 

 多少人怀旧﹐难道他们怀念过去的不方便吗？当然不是。今
日网路化的时代我们不得不称赞几句﹐实在方便﹔可是伦理道德
的沦亡﹐要亡国了﹐社会要走不下去了。你去购物中心吗？小心
﹐听到枪声时怎么办？先想好。你的小孩上学吗？大学﹑中学﹑
小学都可能落在滥杀无辜者的枪下亡魂。今日的世界叫做「无道
德」(amoral)﹐注意不是「不道德」(immoral)。许多滥杀凶手对
于为何杀人一事﹐没有感觉﹐就像打电玩一样。这世界不仅弄瞎
了他们的心眼﹐连良心也抹去了﹗ 

聆听神家哀歌(37.11) 

 前年前是诺曼第登陆七十周年纪念﹐当年登陆著名的Omaha

滩头阵地﹐血流成海﹗2017年七七是抗日八十周年。我父亲的那
一辈是生于战患﹐长于战患。我们亟需忧患意识。在以西结书
37.2这里﹐先知接连两次用了一个字(ְמֹאד)来形容神家的破败﹐
「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面对这种绝望的光景﹐神的百姓
除了哀歌﹐还能做什么呢？37.11b是他们的哀歌： 

我们的骨头枯干了﹐ 

 我们的指望失去了﹐ 

 我们灭绝净尽了。 

圣灵接连用了三个强烈的字眼﹐来刻划教会荒凉的实情﹗也已落
在恩约的咒诅之下(申28.15-68﹐诗88篇)。 

神向我们挑战(37.3) 

 但是神没有停在异象本身那里﹐祂进一步向我们发出挑战﹕
「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37.3a) 它的答案很清楚的﹐可
是不容易回答。按我们的天然﹐直觉的反应是「不能」﹔以西结
的答案比我们的好一些﹐他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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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b) 可是这会是神要我们回答的答案吗﹖让我们用1807/5/12那
天﹐近代第一位赴华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对Trident船长
的回话﹐替我们回答﹕ 

「我不能﹐但神能」 

当时那位船长认为马礼逊不可能改变古老庞大中国帝国的信仰﹐
而对他大泼冷水。 

 如何翻转整个局面呢﹖秘诀在第七节和第十节的「遵命」。
第七节是遵命说预言﹐即勇敢地传扬神大能的福音﹔第十节是遵
命向圣灵发预言﹐即热切地求灵风吹来。 

圣道神风共鸣(37.4-6, 9, 12-14) 

 第三节是序曲﹐接着神就出手了﹗第4-10节分为两个阶段：
4-8节是神要他对骸骨发预言﹐而9-10节是神要他对「风」发预
言。在这一大段经文里﹐我们发现有一些词汇重复出现：「祂对
我说」(37.3, 4, 9, 11)有四次﹔「发/说预言」(37.4, 7, 9, 10, 12)有
五次﹔「灵/气息/风/方」(37.1, 5, 6, 8, 9x3, 10, 14)有九次之多﹐而
且有几种意思﹐看上下文而定﹔「复活/活」(10 ,9 ,6 ,5 ,37.3 ,ָחַיה, 

14)有六次。 

 我们从37.4-10清楚看到﹕圣道与圣灵是共轭工作﹐缺一不
可。 

对枯骨说预言(37.4-6, 12-13) 

 对枯骨说预言?﹗是的﹐在人眼中是一片枯骨﹐但在神的眼
中﹐他们可以「活」过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
要活了。」(约5.25) 当主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时﹐那已
死了四天﹑且「必是臭了」的他就从坟墓里出来了﹐肯定是跳出
来的﹗(约11.39-44)。 

 所以「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提后4.2) 

保罗在同卷书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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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
导﹐存心忍耐﹐2.25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
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2.26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
﹐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时﹐阻力很大。然而神在异象中勉励他说﹐
「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
姓。」(徒18.9-10) 谁会信主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保罗的经验﹐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徒13.48b)  

 以西结书37章说明了这个原则﹐当我们忠心地传讲主的话时
﹐主的灵就要在蒙恩者的心中工作﹐使他活过来(参37.5)。以西
结书36.25-27讲重生﹐而37.6也讲重生﹔不过后者更强调重生犹如
从死里复活。我发现以西结书里所讲的重生﹐是寄寓在神家的复
兴里面。零星的个人重生不带来复兴的荣景﹐但是群体的重生就
带来复兴的荣景。以西结书和教会复兴史叫我们看见的﹐都属后
者。 

 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区之人要信耶稣的阻力﹐可能比
曾经是基督教化地区之人信耶稣的阻力要小﹗因为后者的心思中
反而有排斥福音的「免疫力」﹐换言之﹐美国若要复兴所需的灵
力﹐比向未传之地所需的灵力﹐反而要大得多。 

恳求灵风吹来(37.9, 14) 

 在第四节那里﹐是要向骸骨发预言﹔而在第九节向风发预
言。37.1和合本的「神的灵」﹐原文是「神的手」﹐其实是指着
神的灵说的。在「灵/气息」这个字眼出现的九次里﹐最重要的是
第九节者。那么﹐「向风发预言」(9)的「风」何所指呢﹖7 什么
叫做向着「风」发预言呢﹖很明显的﹐风就是神的灵。以西结书

                                                 

7 英译本都译作wind (KJV), breath (others)。Block, Ezekiel 25-48. p. 377. 他以为

是「气息」。Leslie C. Allen, Ezekiel 20-48. (Word 1990.) 185. 他进一步引用创

1.2﹐以为是神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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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4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对照
第五节﹐可见「气息」就是「灵」。约3.8说﹐「风随着意思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
﹐也是如此。」气息﹑风﹑灵等字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在以西
结书37.9这里﹐主吩咐先知要向神的灵发预言﹗ 

 第九节是一个求复兴的祷告。我们或许会惊讶﹐神竟然谦卑
到要我们吩咐祂如何行﹗「[神的]灵啊﹐要…来﹐吹在这些…人
身上﹐使他们活了。」圣经连用了两个祈使动词﹔主要我们吩咐
神的灵去做神要祂去做的事﹗这是神自己迫切要做的事﹐所以祂
吩咐我们﹐要我们吩咐神的灵去做。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怎
么可以吩咐神的灵去做什么事呢﹖然而经文千真万确地这样说﹐
我想只有一个原因了﹐那就是这件事太重要了﹐是神迫切要做的
事﹐所以祂宁可谦卑自己﹐让我们来吩咐祂的灵去做。 

 使徒的工作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徒6.4)﹐祈祷是为
了叫神的道传开(西4.3﹐帖前1.8)。我们忠心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
的馨香﹐叫人生或叫人死的权柄取决在神(林后2.14)﹔但我们又
要常常地祷告﹐求神拯救他们﹐而且相信神甚愿拯救他们﹐因为
这是神自己的旨意﹐祂「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彼后3.9c) 人人是所有的人(πάντας)﹐这是神在福音上明显的旨意
﹐换言之﹐是要我们努力祈祷的动力。 

 向风发预言就是使徒行传里马可楼的祷告(徒1.14﹐参4.24-31, 

13.1-3)。启8.3-5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解说﹕ 

8.3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
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8.4那
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8.5天
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
﹑闪电﹑地震。(参启5.8) 

向风发预言就是「在圣灵里祷告」(犹1.20b)﹐被灵火点燃焚烧的
祷告﹐被神的旨意充满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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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命出埃及记(37.7-8, 10) 

 以西结书37.7-8节是行动与其结果。「不料」(ִהנֵּה)这个字是惊
叹语﹐意思是「看哪」﹐要我们注意。在这一段里出现了六次
(37.2「谁知」, 5, 7「不料」, 8, 11, 12)﹐和合本只译了两次。我
们能想象37.7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地大震动﹐且有响声﹐坟墓原
是没有声音的﹐是静寂的﹐如今满了生机。我听有人这样描述美
国中西部大平原玉米田在盛夏成长之时﹐白天当然你听不到玉米
成长的声音﹐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可以听见玉米田里沙沙的
声音﹐那是生命在成长的响声。 

 在耶稣死亡的那一剎那﹐耶路撒冷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
为两半﹐象征着通往永生的道路从此打开了﹐再有就是地大震动
﹐那是复活的力量震动了人心﹐在旁观行刑的百夫长都不得不捶
胸表示哀恸﹐因为原本刚硬的心如今也熔化了﹑柔软了。新生命
正在成形﹐「只是还没有气息。」(37.8b) 

 先知一方面遵命向人群传讲神的话﹐另一方面同时遵命向神
的灵发预言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
上﹐使他们活了。」(37.9) 气息就是神的灵﹐这是向神的灵祷告
﹐求主的灵吹入这些人的心中﹐使他们活过来(参37.14)。第十节
是先知遵命去做的结果﹕「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
的军队。」 

 这和创世记2.7的话相似﹐「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
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当耶稣
复活的那晚﹐也做过类似的事：「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
圣灵﹗」(约20.22) 

 这个「活/复活」字(ַיה 在旧约里出现262次﹐以西结爱用它(חָּ
﹐在本段枯骨复活的异象里﹐就用了六次(结37.3, 5, 6, 9, 10, 14)

﹐说到枯骨的复活或活过来。这就是复兴﹐是神迫切要做的事。 

 这是神的工作﹐第12节是回应第11b节： 

看哪﹗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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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原来是枯干﹑绝望﹑灭尽﹐现在却是复活﹑行动﹑归回。倒下去
的时候是一个个的枯骨﹐站起的时候却是「极大的军队」(10)﹐
在这里原文有一个有趣的文字游戏。在第二节那里形容枯骨时﹐
用了两次的ְמֹאד﹕「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现在教
会复兴了﹐先知也用了两次的﹐来形容这支复活的军团为「极大
的(ד  军队」。8(ְמֹאד־ְמֹאָּֽ

 在第一节﹐圣灵将他带到平原中﹐而在第14节﹐神把祂的百
姓放置在本地﹐就是以色列地(12)。「地」是争战的焦点﹐神借
着复兴﹐把地夺回。神做成这一切的事﹐是要叫人知道祂是耶和
华(37.6, 13, 14)。这是新出埃及记﹐神要将祂救恩的应许赐祂的
全家﹗9 这个出埃及是从枯干﹑绝望﹑灭尽中走出来﹐简而言之
﹐是从属灵的死亡中走出来﹐犹如复活过来﹐是从黑暗走向光明
(参西1.12-13)。在这一大段里频频出现的灵/风一字﹐大多是指着
圣灵复兴教会的工作﹕「你们就要活了﹗」(37.5, 6, 14, 参9, 10) 

它是这段经文的基调﹐也是耶和华神处心积虑要成就的大事。 

 最后请大家注意最重要的一个字﹕「遵命」(37.7, 10)﹐这是
教会复兴的关键。这样的人会「放胆」传讲主道(徒4.30等十次)

﹐会「刚强壮胆」(书1.9等)﹐会在事奉上「大有信心」(徒6.5﹐
林前12.9)。神国的局面就是这样打开的。 

忆山东大复兴 

 1927~1937年中国教会发生大复兴﹐以山东大复兴为最。这
段历史不仅是教会宝贵的属灵遗产﹐也是教会今日奋进的推力。 

                                                 

8 Allen, Ezekiel 20-48. pp. 183, 186. 

9 Allen, Ezekiel 20-48. pp. 186-188. 作者将启11章的两见证人比喻为结37.1-14复

活的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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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理培教士(Charles L. Culpepper Sr., 1895~1986)于1923年踏
上中国宣教路﹐主要的工作以山东掖县(莱州)为中心﹐展开艰苦
的乡村布道工作。1927年后转往黄县(龙口市)﹐并从1930年起担
任华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直到1941年底遭日军拘禁为止。孟慕
贞教士(Miss Marie Monsen, 1878~1962)曾叙及山东大复兴以及柯
理培等教士： 

1929年秋天﹐我再度出发前去拜访几位前些年在烟台相处甚
欢的美国浸信会宣教士。他们是一群脚踏实地﹑训练精良﹑
虔诚爱主﹑热心诚恳的宣教士﹐为中国教会的复兴已祷告多
年﹐我觉得好像是来到一片结实累累的禾田里﹐眼前所要做
的就是下田收割。 

 这次大复兴带来了美好的效果﹐例如﹕黄县的神学院学生由
原来的四名增加到150人以上﹔六百名中学女生全部悔改归主﹐
一千名男学生中也有九百人归主﹔一间二十人的小教会在十天的
布道会中﹐带了约百人归主﹔另一间教会一次就有203人接受浸
﹔整个复兴运动中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 

 这次大复兴的序幕是因孟教士「遵命」向柯理培教士「说预
言」(结37.7)﹐要他为妻子所患严重的眼疾祷告而起的。柯有顾
虑﹐因为美南浸信会向来没有这种习惯。柯回忆说﹕ 

第二天早晨﹐大约二十人来我家一同祷告﹐我们感到好似电
波流通全身﹐我预感神准备我们认识从未知道的事。再祷告
了数小时﹐我们全体灵里好像与主在晚餐桌上一般亲密。忽
然藕莲(柯牧师的妻子)取下她的眼镜﹐放在火炉架上﹔我随
之照雅各书的教导﹐用油抹她。我们又跪着继续祷告﹐这期
间神好像亲自进入房内﹐每一个人出声祷告﹐我们感到天堂
降临人间。神的荣耀充满了我们的灵魂。 

柯的妻子的眼疾竟然完全治愈了﹐神真的听他们的祷告。这件神
迹点燃了当地「枯骨复活」的神迹。 

 一次孟教士与柯理培牧师交通﹐她说：「一个大的复兴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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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同时将要在华北教区开始。」「神过去所立的约﹐今年照
样会成就。」她是根据历代志下10.14的内容说的：「这称为我名
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
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给他们的地。」这是她遵命向
风发预言(结37.10)﹗ 

 这次大复兴的特别之处﹐就是当人亲近神时敏锐认罪。有人
为童年时偷了小钱经历挣扎﹐最后得胜认罪。另有一位教师向主
承认六十多条罪﹐领了十八个学生为全校祷告﹐都被圣灵充满﹐
后来被选为布道团团长。又有人因邻人借钱不还﹐私自宰了对方
的鸡吃抵偿﹐但因圣灵光照而认罪﹐最后引领邻人信主。 

 当时有不少神迹奇事发生﹐令人不得不赞叹神的作为。一位
弟兄的太太瘫痪了十八年之久﹐得到了神医﹐他辞去了教师的职
务﹐努力为主传福音。一位妇人已死并穿上寿衣要出殡下葬﹐突
然一位初信妇人为她祷告﹐那死了的妇人竟然复活了﹐结果全家
及村里一大群人都得救了。 

 当时也有不少反基督教的政治势力渗透到学校里﹐有组织性
敌挡福音。柯牧师发觉「潜伏…的人…有八至十个人﹐大约一
半…得救了。另一半离开了学校﹐他们的网络全毁灭了。」神的
权能将仇敌一一攻破。 

 大复兴好像火焰一般﹐遍传所有的乡村。孟教士经常见人便
问「你重生了没有？」最令人希奇的﹐这一问确实带人真正经历
重生。这是「遵命说预言」(结37.7)。 

 复兴是圣灵伟大的作为﹐并非人力所能达至。「不是依靠势
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3.7)。教士
和被主复兴的人经常向主祷告﹐「向风发预言」(结37.9)。复兴
也遍及河南﹑绥远(内蒙古)﹑山西及陕西等地的教会。西教士固
然功不可没﹐然而神却在兴起一群本土的青年领袖﹐如计志文﹑
宋尚节﹑王明道﹑倪柝声﹑贾玉铭﹑王载﹑王峙﹑陈崇桂﹑杨绍
唐﹑赵世光等﹐真是「极大的军队」(结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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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我们透过山东大复兴的属灵遗产﹐成为今日我们个人或
是教会的祝福﹐使走在困乏之中的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仗着圣
灵的大能大力﹐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并且努力建立神的教会﹐使
荣耀归与父神。 

2014/6/8. ACCCN 

2018/1/21. CBCM. ver. 1.5; 2019/10/13, ACCCN 

祷告 

保惠师已经来(The Comforter Has Come. H238) 

1 应当传此喜信 只要有人之地 只要有人有心 只要有人饮泣 

弟兄应当殷勤 传此喜乐信息 保惠师已经来 

*保惠师已经来 保惠师已经来 主的应许可信 圣灵已经降临 

只要有人之地 应当传此消息 保惠师已经来 
2 漫漫长夜已逝 最终清晓已破 悲哭声音停止 哀求声音不作 

远山出现金丝 晨曦逐渐炳烁 保惠师已经来 
3 请看万王之王 带有医治大光 所有属灵囚网 都得完全释放 

现今空虚监房 无不凯歌高唱 保惠师已经来 
4 无限神圣爱疼 我口有何能耐 向着流浪的人 说你无比大爱 

我原是个罪身 今活出你形像 保惠师已经来 
5 唱阿直到回响 飞射上下碧苍 所有众圣在上 响应在下声浪 

无穷的爱提倡 我来引吭歌唱 保惠师已经来 

The Comforter Has Come. Frank Bottome, 1890 

THE COMFORTER HAS COME. 6.6.6.6.6.6.6 D.  

William Kirkpatrick,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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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平安的永约 

 

读经﹕以西结书37.15-28 

唱诗﹕彩虹下的约定(SP 2-5) 

步步高升启示 

 以西结书37章的前半﹐我们看到最精彩的一幕﹕枯骨复活了
﹐即以色列家复兴了﹐神的百姓复苏了﹐教会奋起了。紧接着神
会赐下什么新的信息呢﹖在37.15-28这里﹐神赐下本卷书最后的
一个象征﹑记号﹐即神吩咐先知要取用两根木杖﹐将它们合为一
根(37.16-18)。它有什么意义呢﹖ 

 神自己在赐予象征物之后﹐也透过先知诠释其意义(37.19-24a, 

24b-28)。其实这十四节的启示﹐是进一步诠释神家复兴的涵义。
在这段里﹐神的启示是步步高升的(见下页图表)﹕1 

 当你读完经文时﹐你大概不会忽略掉出现最多的词汇﹕
「一」(ד חָּ 。37.16x2, 17x4, 19x2, 22ab, 24a)﹐一共有八次之多 ,אֶּ
神在这里很清楚地在诉求一件事﹐就是原来的南北两国(犹大和以
色列)的联结﹐再也不分离了。因此在这些经文启示的对象是「以
色列/以色列全家」(37.16, 21, 22, 28﹐参37.11, 12)。 

 这两杖一方面像是一根木杖﹐但它的上面是可以写东西的﹐

                                                 

1 Daniel I. Block, Ezekiel 25-48. NICOT. (Eerdmans 1998.)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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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两度吩咐先知要写下信息(16x2)﹐或许这两根木杖和其上的记
录﹐就是神两度进一步的启示(21-24a, 24b-28)。我们一一来看﹐
圣灵在此要对我们诉说的信息。 

   耶和华用永约

将两国与祂自

己联结起来

(37.24b-28) 

  耶和华将两国

联为一国

(37.21-24a) 

 

 耶和华将两杖

合为一根 

(37.19-20) 

  

以西结将两杖

合为一根 

(37.15-18) 

   

 在第22-23节里﹐「决不再/不再」( א ִֹ֙ ֛עֹוד...ל )一词出现三次﹔这
代表神的决心﹐祂不容许分裂的事再度发生在祂的百姓之中。2 

神家复兴合一(37.15-24a) 

 我们方才说过﹐这段经的钥字是「一」﹐出现过八次。神当
初建立的以色列国是合一的国度﹐它的君王是大卫。可是他的儿
子所罗门王在位的四十年﹐埋下了日后分裂的原因(王上11.1-13, 

12.24)﹐于是从所罗门之后的罗波安起﹐王国分裂为北国和南国
﹐他们在约300年后先后被掳到两河流域﹐亡国了﹑圣殿也被摧
毁了。就在这时﹐先知传达神要复兴以色列国的启示。 

                                                 

2 Block, Ezekiel 25-48. p.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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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复兴没合一 

 神先吩咐先知先后取两木杖﹐并在其上写字(16ab)﹐并将两
木杖接连为一根(17)。这些是先知明明白白在被掳之民中间所做
清楚的动作﹐目的就是要吸引他们来问先知﹐「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指示我们么﹖」(18) 当百姓这样问时﹐神的目的就达到了。
接着神透过先知继续诠释这个象征动作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从第
19节起﹐是「主耶和华如此说」之启示性的诠释。因为太重要了
﹐神亲自来解释。 

 神特别要先知把联结为一的木杖﹐呈现在以色列全家的面前
﹐让他们注意它是「一」的﹐是合一了的﹐不再分裂的。从前为
什么分裂呢﹖因为所罗门王拜偶像﹐犯了可憎之罪﹐王国的分裂
就是神的惩罚(37.23a)。 

四方面的整全 

 神再进一步诠释这个「一」是怎样的合一。3 首先﹐这个一
是「种族的整全」(ethnic integrity)﹕他们历经三百年的分裂﹐如
今在神的恩典之斡旋下﹐将合为一国了。在第21节﹐神用了三个
动词说明祂将要施行的恩典﹕收取…聚集…归回。这事发生在
538年﹐约五十年后(参耶25.12)。 

 神家首先要问自己﹐我们是基督徒吗﹖我们是蒙恩的人吗﹖
我们得救了吗﹖这是起点。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不同﹐我们的传
承必须是生命的传承﹐必须是垂直的传承﹐必须是神与信徒直接
的传承。每一个成员必须亲自经历了重生﹐在生命上转变了﹐ 

 其次﹐他们乃是归回故土﹐要重新取回失去的领土﹐这是
「领域的整全」(territorial integrity)。 

 第三﹐他们成为同一个国度﹐不再是分裂的两国了。这是

                                                 

3 四方面的整全﹐见Block, Ezekiel 25-48. pp. 410-414. Block用「整全」的观念

﹐来诠释「一」(ד חָּ  。(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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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整全」(political integrity)﹕任何世上的政体都会对道德
发表他们的取向﹐而且以为他们所说的是有权柄的判决。今日世
上的国度在神的眼中犹如大巴比伦﹐是个道德上的大淫妇﹐干犯
了十诫道德律。神的儿女每次到了投票的时候﹐心中十分作难﹐
只能在候选人中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取舍。今日在世上还有
合神心意的政治人物吗﹖十分困难。可是神心目中的教会社区﹐
同时要透过政治﹐诉求道德上的整全。神有两把剑﹐一把是心灵
性的﹐这是教会手中的剑﹐即传扬神的道﹐柔性地劝化人民﹐要
顺从十诫的要求。另一把剑是政府手中的剑﹐是威权性的﹐透过
政治力的运作﹐抑制罪恶的影响。 

 第四﹐最重要的是「属灵的整全」(spiritual integrity)﹕这点
是根源﹐是从重生产生出来的﹐我们在第36-37章已经看过了。4 

本章第23节﹐神说一切的恩典都出乎祂的主权的作为﹐是祂「拯
救」他们﹐祂「洁净」他们﹐使他们与神缔订恩约﹕「他们要作
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23)  

 为什么说﹐神能将「属灵的整全」成就在祂的百姓身上呢﹖
因为祂在他们中间立了一位牧君「大卫」(24a)。这位「大卫」就
是弥赛亚﹐只有祂能忠心又有大能可以实施神救赎的旨意﹐在我
们中间。 

 Daniel I. Block说﹐这个「一」犹如本段的中心思想
(Leitwörter)﹐因为有那位独一的牧君﹐所以神能在教会中得着属
灵的整全﹐进而我们可以说神的儿女都是重生的﹐是特殊的族群
﹐因为我们都是有份于神的生命的。教会于是乎成为神手中特别
的器皿﹐可以为神承受地业。神在各处建立祂的教会﹐高举祂的
名。不但如此﹐教会也在福音使命上继续发挥文化使命。什么叫
做文化使命﹖初步来说﹐就是追求道德的整全﹐或藉属灵柔性的

                                                 

4 John B. Taylor认为先知撒迦利亚取两杖﹐名为「荣美」与「联索」﹐其灵感

出于此。见Taylor, Ezekiel. Tyndale OTC. (IVP, 1969.) 240. 



第六篇  平安的永约(37.15-28) 

 - 63 - 

方式﹐或藉政治威权的方式﹐叫圣洁的神可以安然住在我们中
间。 

合一规划前景 

 什么是教会的合一呢﹖这段经文展现四方面﹑或说四重的合
一﹕属灵的整全种族的整全领域的整全政治/道德的整全。 

 我们综合以西结书在此有关「合一」的启示﹐我们发现它的
意思是这样的﹕合一的根基在重生(36-37章)﹐因此教会是一群拥
有属灵新生命的族群。其次﹐他们的使命是要将神赐给他们的产
业﹐给夺回来。两千年教会史让我们看见﹐只有五百年前的宗教
改革﹐是把天主教所宣道过﹑而后沉沦的地区﹐给盘回来。事实
上﹐1453年当拜占庭被鄂图曼帝国攻垮时﹐那时伊斯兰教的气焰
有多高呢﹗1500年世界的金融﹑商贸﹑政权﹑军事﹑文化中心﹐
在那里呢﹖在巴格达﹗如果没有宗教改革﹐再几十年﹐欧洲的基
督教就会被穆斯林的势力整个吃掉。 

 宗教改革带来的科学昌明﹑技术突破﹑商业兴盛﹐在短短半
世纪就把伊斯兰的文明远远地甩到后面去了﹐如果不是晚近全世
界对石油的依赖﹐阿拉伯世界也不会神气起来。可是从632年起
﹐伊斯兰教所吃掉基督教原先的地盘﹐在过去的1400里﹐有那一
块后来又被基督教夺回的呢﹖可以说没有。 

 倒是欧美基督教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领域从世俗
主义的手中夺回。主祷文的前三句是基督教的DNA﹐它在历史上
不断地发挥功能﹐催促教会要开拓未得之地﹐也要巩固既有地
业。 

 在以西结书这段经文里﹐最强势的思维是神要建立祂的国
度。我们如果用加尔文神学的思维来表述的话﹐乃是要建立一个
基督教文化的国度﹐即让尊崇基督的思维﹐充满在我们所在文化
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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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约带来复兴(37.24b-28) 

 以西结的话没有停在37.24a。他继续向前讲。第24b-28的这
一段经文的核心是论及平安的永约。这一大段的钥字有两个﹐第
24a节以前是「一」﹐而第24b节以后则是「永远」(ם 出现﹐(עֹולָּ
五次(25x2, 26x2, 28)。5 这个思想与恩约息息相关﹐所以恩约在此
称之为永约(26a)﹐它给教会的复兴提供了属灵的动力及保证。 

神家复兴证据(37.24b-25) 

 这一小段是再度总结前面的论述。神说﹐教会必要复兴﹐而
且他们改变了的行为﹐以及他们蒙保守在各地建造教会﹐就见证
了弥赛亚确实是住在他们中间﹐率领他们复兴神的家。 

神家复兴动源(37.26-27) 

 这两节是典型的立约语言。神不仅是恩惠的神﹐而且是立约
的神﹐说明了祂的恩惠是不变的﹑持恒的﹑不悔的﹑不毁的﹑永
久的。希伯来书6.13, 17-18说﹐ 

6.13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
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6.17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
许的人格外显明祂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6.18藉这
两件不更改的事﹐神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
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神是怎样起誓的呢﹖创世记15.7-10, 17这样描述﹕ 

15.7耶和华又对他[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要将这地赐你
为业。」15.8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
为业呢﹖」15.9祂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
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
15.10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
一半地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15.17日落天黑﹐不料有冒

                                                 

5 参Block, Ezekiel 25-48. pp. 394,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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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这是一幅基督钉十字架的景象﹐印证神与我们立恩约的决心﹐是
起了誓的﹐是把祂的儿子的性命都搭上了的。这恩约是永不改变
的﹐是神以祂的儿子的死与我们立下的。 

 学者在此讨论﹐以西结书37.26-27这一小段的永约﹐究竟是
指旧约里的那一个盟约﹖「永约」一词在以西结书34.25-31里就
已经出现了﹔事实上﹐旧约里的恩约都是永远之约﹐以西结在此
陈述的恩约也可以说是新约(cf. 结34.25-31, 36.26-28, 37.24-28与耶
31.31-34)。神根据这个恩约定意要恩待祂的教会﹐「神决不能说
谎」﹐因此﹐「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
﹐可以大得勉励。」(来6.18) 

神家复兴影响(37.28) 

 「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是典型的立约语
言﹐在以西结书里就频频出现(结11.20, 14.11, 36.28, 37.23, 27)。
当神这样说时﹐祂就在祂的百姓中设立圣所﹐住在他们中间﹐而
且是直到永远的。这件事在耶稣身上尤为真实﹕「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1.14) 动词「住」(ἐσκήνωσεν)的
意思是「支搭帐幕」。这幅图画叫我们想起神曾怎样在旷野支搭
帐幕﹐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个动词在新约里也成了专门使用的
意思了(约1.14﹐启7.15, 12.12, 13.6, 21.3)。 

 以西结书37.28读起来﹐你可以感受神多么以祂的百姓为傲为
荣﹗祂不仅称他们为义﹐而且使他们成圣﹐当外邦人看见这些见
证时﹐神的心有多快乐啊﹗当然﹐这个美好的见证更是促使地极
的人都来归向神了。 

柏格理的精神 

 2008/5/12大地震后﹐中共的胡锦涛主席勉励救灾同志们﹐要
发挥「柏格理精神」。(不是雷锋精神。) 谁是柏格理﹖跌落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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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眼镜﹗然而跟随胡主席在贵州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柏格理是
谁。他是英国宣教士(Samuel Pollard, 1864~1915)﹐1887到达中国
宣教﹐凡28年﹐五十一岁时﹐因在伤寒流行时坚持仍要服事教区
﹐拒绝离开﹐而感染该病过世。 

 1985年时﹐胡先生在贵州任书记﹐就发现百年前曾有一位宣
教士在最贫困苗区成功地扶贫。他常用柏格理精神来勉励同志﹕ 

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了贵州…石门坎的小
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了投资﹐就在这
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
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
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 

 后来一场瘟疫﹐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了呵护
他所爱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柏格理去
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留下了他的坟墓﹐留下了他
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过三个博士﹐培
养出中共厅级干部二十名。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文化﹐留下
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至今这个小村老人﹐尽管不识字﹐居然
能说上几句英语。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
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的落后地区﹐实现教育的超常规科
学发展。 

 柏格理于1888年﹐到了云南昭通﹐他举目看到更远的工场。
1903年﹐他注意到贵州石门坎花苗的需要。那是一个高地﹐几乎
与世隔绝。少数民族是文盲﹐生活困苦﹐受歧视﹐无异于本族土
司的农奴。柏格理1905年迁到当地宣教。他不仅关心他们的灵魂
得救﹐同时教育他们成为好公民。他定下的原则：那里有教堂﹐
那里就有学校。苗族必须受教育﹐不再作文盲﹐学习神的话。 

 柏格理向土司请得一片土地﹐建立学校﹐发明文字。苗人来
学习﹐从老到少都有﹐读书成为全民运动﹐一时之间学校多达千
人。十年后﹐更有学生赴成都深造返乡﹐成就了柏格理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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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苗教苗。在献堂礼拜中﹐有2000多信徒参加﹐并且有100人受
洗归入基督。由此开始﹐柏格理在大花苗地区的事工开始进入高
速发展的阶段。 

 柏格理以石门坎为中心﹐开始在周边的村寨陆续兴建教堂和
学校﹐辐射的面积和群体不断地扩大。他也训练出许多的教牧同
工﹐仅在1908年教会举办的培训班中﹐就有400多人接受了培训
﹐然后就大力的传扬福音。 

 百年前石门坎就实践双语教学﹐德智体群四育并重﹐学校有
游泳池﹑篮球场﹐还有足球队。在乌蒙山区创建西医院﹐接种牛
痘﹐预防天花﹐并创建痲疯病院。 

 针对大花苗中流传的许多陋习﹐柏格理也帮助他们进行了革
新。以往苗族保存着所谓的群婚制度的习俗﹐很多村寨都有所谓
的宿寨房﹐当女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就可以和她们喜爱的男人在
宿寨房里发生关系。当柏格理把福音传到这些村寨的时候﹐便将
这些宿寨房拆除﹐清除群婚制度的遗害﹐也透过教会纪律﹐在道
德行为上﹐严格要求信徒遵行圣经道德。要受洗的信徒除了基本
信仰的要求之外﹐还要戒除鸦片﹑酗酒和赌博等恶习。柏格理借
着福音之光﹐帮助苗族弃绝了巫师和巫术。他在大花苗中成功的
实践了文化使命。 

 这个复兴是不是奇迹﹖短短的十一年﹐福音就在石门坎花苗
地区传透了﹐并建立了教会~学校﹐深深地永远地改革了当地的
文化﹐「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
向神。」(徒26.18) 

2019/11/3. ACCCN 

祷告 

彩虹下的约定(SP 2-5) 

我 空虚的心灵 终于不再流泪 
期待着雨后 缤纷的彩虹 诉说你我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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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不安的脚步 终于可以停歇 
主你已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 

与你有约 是永恒的约 彩虹为证 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 为生命喜悦 

万物歌颂你的慈爱 大地诉说你的恩典 

词﹕万美兰﹐1994 

曲﹕游智婷﹐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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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神必为大为圣 

 

读经﹕以西结书38-39章 

唱诗﹕起来吧﹐神的儿女(SP 2-16) 

生于长于忧患 

 教会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直到永世降临。这也是以西结
书38-39章所传递的信息。或许我们会很觉得奇怪﹐以西结书的思
想是怎样前进的。第37章规划出神的家重生与合一的瑰丽的前景
﹐而先知在第40-42章看见了新圣殿的异象﹐怎么会其间插入了严
厉的争战呢﹖ 

 这两章经文有强烈的末世性﹐好像旧约里的启示录﹐论及哈
米吉多顿战争﹐那么对我们今日的教会有什么实用的意义呢﹖当
然有的。38.8说﹐神的百姓「安然居住」﹐同样的经文又出现在
39.26。这是教会今日的写照。但是就在这样平安的光景中﹐不时
神家的对头撒但仍会兴风作浪。那么它和这两章所描述的大争战
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不要忘掉神在伊甸园里对古蛇撒但的咒
诅﹕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创3.15) 

撒但今天可是不断地在伤教会~神家的脚跟﹐这是一场旷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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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战﹐而以西结书38-39章是它的完结篇。 

圣战结构大纲 

 这两章经文虽然很长﹐但是它的结构是秩序井然。1 弗2.1-3

说﹐ 

2.1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2.2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
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2.3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
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 

这小段经文所描述的不只是未得救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
既得救的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信主以后﹐鬼魔与我何有
哉。 

歌革终极败落(38.1-23) 

 歌革大军募集(2c-9) 

 歌革作乱阴谋(10-13) 

 歌革大军前进(14-16) 

 歌革受审消灭(17-22) 

 神的显大显圣(23) 

歌革败落细节(39.1-29) 

 歌革被神杀戮(1-8) 

 歌革大受掳掠(9-10) 

 歌革大军掩埋(11-16) 

 歌革成为筵席(17-20) 

 圣灵今日浇灌(21-29) 

 当耶稣问使徒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率先回答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立刻说他是有福的﹐因为
这答案乃是从天父而得的启示。接着耶稣就启示他们祂要上圣城
受苦被杀复活﹐彼得肯定是没听完又抢答说﹐「主啊﹐万不可如
此。」耶稣怎么回彼得呢﹖「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太16.15-

23) 耶稣清楚地看见撒但这时千真万确地运行在彼得的心思言语
中。 

 创世记3.15说﹐撒但要伤女人后裔－神的儿女－的脚跟。撒

                                                 

1 Daniel I. Block, Ezekiel 25-48. NICOT. (Eerdmans 1998.) 43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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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圣经里有许多名称。约16.11说﹐他是「世界的王」(12.31)﹐
老约翰也承认﹐「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约壹5.19) 我
们尚未得救前是他的手下败将﹐而得救以后﹐争战就开始﹐因为
我们仍住在今世之王的领土下﹗ 

 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撒但也有他所谓邪恶的三一﹐就是撒但
﹑世俗﹑肉体三者是声同气求的。你受过试探吗﹖当然﹐而且天
天有﹐甚至时刻不停。请问谁在试探我们呢﹖撒但遇有个名字叫
做「那试探人的」(太4.3)。雅各书1.14-15道尽了人类与罪恶搏斗
的艰辛﹕ 

1.14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1.15私欲
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说得准确的话﹐乃是撒但透过我们的私欲来诱惑我们﹐他是一切
罪恶的源头(约8.44)。基督徒的一生都在争战﹐是圣灵与情欲的
战争﹐罗马书8.5-6说﹕ 

8.5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
的事。8.6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
安。(参加5.17-18, 16) 

是我们在争战﹐但是我们拥有最伟大的资源﹐以马内利﹕神与我
们同在。当我们顺服神的话时﹐圣灵就帮助我们治死我们的情欲
﹐而我们也从祂得到生命与平安﹐积小胜为大胜。 

这是必赢战争 

 NBA的教练常常利用「垃圾时间」来训练新球员。所谓垃圾
时间是指球队已经大赢对方几十分﹐胜券在握了。这时﹐教练就
把优级球星撒下来﹐把板凳球员派上去﹐告诉他们好好打﹐不要
怕﹐能赢更多最好﹐若稍输也没关系﹐因为这场球已经赢定了。
于是新的没有什么经验的球员就放胆上场去打。 

 我们也是一样﹐创世记3.15所说的那场宇宙争战其实在耶稣
钉十架时﹐胜负已决了。当耶稣在十架上得胜时﹐祂完成了些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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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呢﹖祂的战果如何呢﹖第一﹐祂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罪恶(罗
3.21-26)﹐将我们会犯罪的肉体~旧人钉死了(罗6.6)。其次﹐祂也
将与神为敌的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加6.14)。第三﹐罪恶的源
头~撒但本身呢﹖难道主没有解决他了吗﹖当然解决了﹐新约这
方面的经文不多﹕ 

歌罗西2.15﹐「祂[基督]既然将一切执政的和掌权的废功了
﹐并靠着十字架夸胜了﹐就在凯旋的行列中将他们公开地示
众。」 

希伯来2.14-15﹐2.14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成了
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就是魔鬼﹐2.15并要释
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罗马书8.3-4﹐8.3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
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
罪了罪﹐8.4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
灵的人身上。 

创世记3.15的预言在十字架上应验了﹐这场宇宙大战已经底定了
﹐就像是NBA的球赛一样﹐赢定了﹐只是时间多少的问题而已。
可是剩下的时间不是垃圾时间﹐而是黄金时间﹐因为神藉此训练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起来做得胜的球员﹐少输为赢﹐积小胜为大
胜﹐渐渐多赢﹐输少胜多﹐最终得胜有余。 

这是末日战争 

 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38-39章。我们先注意经文里的时间因素
﹕「过了多日」﹑「末后之年」(38.8)﹑「末后的日子」(38.16)﹑
「那日」(38.19, 39.11, 22)﹑「这日」(39.8)等。这些是典型的启
示录性的语言﹐诉说在末日所要发生的事。这个日子在先知书里
频频出现﹐称之为「耶和华的日子/大日」(赛13.6, 9﹐结13.5, 

30.3﹐珥1.15, 2.1, 11, 3.14﹐摩5.18, 20﹐番1.7, 14﹐亚14.1)。以西
结书38.16是个很好的句子让我们看看这个时期会发生什么大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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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革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
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
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 

神家的仇敌会集结给予他们致命的攻击﹐而神也会亲自介入大大
地拯救祂的教会﹐并澈底歼灭撒但和他的随众。 

 我们如何先跳到启示录看这个大日的话﹐会看到这个宇宙性
的阵痛﹐是一系列的争战﹐而非一场就结束了的。最后一幕是记
载在启示录20.7-10﹐很短﹐只有四节﹕ 

20.7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从监牢里被释放﹐20.8出来要迷惑
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
的人数多如海沙。20.9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
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20.10那迷惑他们
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然而以西结书用了两章共52节的篇幅﹐来刻划这一场末日战争。 

究竟歌革是谁﹖ 

 以西结书38.2说﹐「玛各地的歌革﹐就是罗施﹑米设﹑土巴
的王…。」在这两章里﹐他是主角。他是谁呢﹖这名字除了同名
一次外﹐其余的九次都出现在本处(38.2, 3, 14, 16, 18, 39.1x2, 

11x2)。他是玛各地的君王。学者考证﹐这位歌革之名乃源自当时
吕底亚(Lydia)的君王Gyges﹐在亚述王Ashurbanipal遗留的六块石
刻上﹐都提过其名。2 不过﹐以西结显然是借用其名﹐当作这位
末世性的敌基督人物。 

 我们没时间跟大家细究38.2-6的这些地名﹐请注意歌革联军
以下﹐共领率了七个国家﹐意味着完整﹐其中米设﹑土巴﹑歌篾

                                                 

2 Block, Ezekiel 25-48. p.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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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迦玛代表以色列极北方的势力﹐而波斯﹑3 古实﹑弗(吕彼亚)

则代表极南方的势力。如此说来﹐歌革象征了一位将普世都卷入
反对势力的强人。4 老约翰在启示录20.8再度使用歌革﹑玛各来代
表敌对神的末世性大君﹐印证了他们在以西结书里的意义了。 

末日战争过桯 

其动机与招募(38.10-13, 2c-9) 

 末日战争是发生在教会在平安无事度日的时候(38.8, 11, 14, 

39.26﹐参帖前5.1-3﹐太24.44)﹗歌革的起心动念是为了抢夺财物
资源(38.10-13)。有一次亚历山大审判一个海盗﹐因为那个海盗辩
称何罪之有﹐大帝听到了很生气﹐他说要亲审。等他听完了海盗
的辩词﹐他也哑口无言。海盗说﹐「我不过抢一条船﹐你是抢夺
别人的许多国家﹐多少人国破家亡﹐流离失所﹐都是因为你的抢
夺。我一个小海盗算什么﹖」 

 在我们生存的这数十年﹐我们可曾听到过有什么公义战争吗
﹖今天的所谓大国不许别人在发展核武﹐自己却在大卖抢卖尖端
武器﹐惟恐天下不乱。那些国家讲起来冠冕堂皇﹐其实都是利字
当头。这些事都是耶和华神所痛恨的﹐总有一天神要跟这些政客
算总账。 

 歌革很有生意头脑﹐他以利诱天下各路兵马﹐这里列出了七
国联军(参启20.8)﹐一下子由各处开拔到以色列(38.8-9)﹐启16.16

称之为哈米吉多顿。以西结书38.4-5, 39.9描述他们的装备﹐有盾
牌﹑刀剑﹑头盔﹑马匹﹑梃杖﹑枪矛等﹐也是有七件头﹐十分齐
备。 

 其实歌革不过是傀儡﹐因为真正在他背后驱策他的﹐乃是末

                                                 

ַרס 3  .应该不是后来的波斯﹐而是与埃及关的一个地名。见Block, Ezekiel 25-48ּפָּ

pp. 439-440. 

4 Block, Ezekiel 25-48. p.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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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邪恶的三一﹕龙(撒但)~兽(敌基督)~假先知﹐所驱策的。可是
人算不如天算﹐祂早已预定了这一切事都要次第发生﹐祂是掌握
一切的主权之神(38.3-6)。 

这是一场圣战 

 这是一场神亲自参与的圣战﹐就好像祂帮助以色列人击败米
甸人(士7.22)﹐帮助约沙法王击败以东联军一样(代下20.23)。以色
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就是一场最典经典的圣战﹐耶和华与法老对决
﹐祂是战士(出15.3)﹐击败了仇敌。 

 歌革大军前进﹐像「密云遮盖地面」(38.14-16)﹐你看到会害
怕吗﹖末日的哈米吉多顿战争﹐与弥赛亚作对的军队﹐「多如海
沙…遍满全地。」(启20.8-9) 

 歌革应当是多么地意气风发﹐顷刻之间﹐神一出手﹐歌革大
军就灰飞烟灭。神怎样出手的呢﹖「地必有大震动」(38.19-20)﹑
「暴雨﹑大雹与火(闪电)﹐并硫磺」从天击打部队(38.22, 39.6)﹐
将他们的弓箭打落(39.2)。此外﹐瘟疫也参了一脚(38.22)。 

 不过最奇特的是神使他们混乱﹐彼此自相残杀(38.21﹐士7.22

﹐代下20.23)﹗太平天国是怎样消灭的﹖曾国藩等湘军和淮军有
这么大的本事吗﹖安禄山之乱最后怎样平定的﹖难道只靠郭子仪
吗﹖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内斗﹐互相残杀。 

 神是怎样击败法老的军队呢﹖出埃及记14.24的记述十分传神
﹕「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
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帖撒罗尼迦后书2.8说﹐「那时﹐这不法的
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
他。」启示录19.14的叙述显示﹐在这场圣战中﹐天军也没有缺
席。 

圣民圣地圣名 

 既是圣战﹐神的目的是什么﹖叫祂的百姓成为圣洁。以西结
书39.26-27是一段奇怪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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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6当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时﹐他们要担当自己
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39.27那时﹐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
回﹐从仇敌之地召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
为圣。 

和合本翻得很准﹐和KJV一样﹐贴着MT翻译﹔可是「担当」(א שָּ (נָּ
一字﹐NASV, NIV, ESV都领会为「忘掉」。人若蒙恩以后﹐就
忘掉自己从前悖逆神的本相﹐他会成圣吗﹖绝对不会﹐只会安
逸。惟有人经常意识到他的本相﹐他才会追求圣洁﹐成为表里一
致的圣徒。 

 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澈底解决了撒但了﹐从祂的复活到祂的
凯旋再来之间的新约时代﹐不是「垃圾时间」﹐而是教会世世代
代追求圣洁的黄金岁月。 

 以西结书39.11说﹐歌革大军的尸体要掩埋在哈们歌革谷﹐这
地方成为一座城哈摩那(39.16)﹐与「耶和华的所在」成为鲜明的
对比与对立(参天堂与火湖的对立﹐启22.15)。各种武器的焚烧长
达七年(39.9)﹐掩埋也花了七个月(39.12)﹐叫全地再次洁净了。神
要洁净祂的百姓﹐洁净应许之地﹐同时将祂的名字显大显圣
(38.23, 39.12)。5 

起来吧神儿女(39.25-29) 

今日圣灵浇灌(39.29) 

 以西结书39.25-29和前面不一样﹐它的时间座标是今天﹐不
是末日﹐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黄金岁月~新约教会时代。这个
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圣灵的浇灌﹐感谢神﹐从重生起﹐圣灵就住
进我们的心中﹐一路带领我们追求圣洁﹐问题是我们是否让祂作
主作王呢﹖ 

 有一位弟兄姓乐﹐是在贝尔公司(Bell Lab.)工作的。我去访问

                                                 

5 Block, Ezekiel 25-48. pp. 47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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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整个文革期间﹐他们家都和北大的教授们一样﹐下放到青海
省十分艰苦的地区。他告诉我﹐反而好﹐文革斗争安然渡过﹐而
且教授们教育自家的孩子﹐学业一点都没有荒废﹐所以文革后﹐
他就考入北大。到美国后﹐有人带他归主。他说﹐「张牧师﹐很
奇怪﹐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的学位更成为我的骄傲。可是信
主以后﹐每次我要骄傲﹐里面就不舒服﹐好像骄傲不起来。感谢
主﹐或许是主在教导我学习谦卑吧﹐这是我一辈子没有学习过的
﹐也学不来的。」 

 圣灵保惠师住在你的心中﹐祂在教导你学习什么重要的生命
功课呢﹖ 

深深向神悔改(39.26) 

 中国扬州大学专家目睹可怕的「殭尸蜜蜂」现象﹐在华东地
区﹐从浙江到安徽一带﹐内勤蜂有如殭尸般成群出走蜂巢﹐集体
迈向死亡。台湾大学昆虫学系杨恩诚教授受托为扬州大学解谜﹐
多年来全球蜜蜂大量消失的谜团终于解开了。 

 这种情况很类似「蜂群衰竭失调症候群」（Colony Collapse 

Disorder, CCD）﹐欧美都曾发生过﹐农药中毒是主因。它可分为
急性毒和慢性毒﹐蜂群衰竭失调症候群属于慢性毒﹐蜂巢内残留
很低剂量的除草剂﹑杀菌剂﹐损害蜜蜂的神经系统﹐导致内勤蜂
出走。 

 蜜蜂中毒以后﹐外观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变笨了。工蜂从羽
化一直到成为外勤蜂﹐神经数目随着增加﹔不过幼虫时中毒只要
有1 ppb (十亿分之一)的剂量﹐都足以使神经数减少﹐使得蜜蜂在
学习﹑记忆上变差了。 

 中国的可耕地只有全世界的8%﹐却要养活世界人口的22%﹐
农药用量占了世界的47%。这是严重问题之所在。蜂农陈情﹐桐
柏山地区高达五分之三的蜜蜂死亡。蜜蜂和人类息息相关﹐牠们
的死亡﹐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这则新闻对你我有什么开启﹖我们即使成为基督徒﹑神的儿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9C%9C%E8%9C%8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8%AD%E6%AF%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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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了﹐可是我们极可能在世俗中中了太多的毒﹐在我们的心思意
念内﹐以至于我们的婚姻﹑亲子﹑家庭﹑职场﹑人际等各种生活
中﹐都乱了套。 

 有一个家庭很不错﹐两个宝贝儿子都读中学了﹐先生在工业
界工作得很称职﹐妻子是全职母亲。结婚十几年了﹐妻子觉得在
感情上不满足﹐她看到听到别家的先生常会口惠实惠表达对妻子
的爱﹐而她的先生怎么都不会呢﹖除了忠心地将薪水带回家来﹐
一个子都不少。 

 有一天团契里的一位弟兄鼓励那位先生至少私下对妻子说那
最重要的三个字﹐他却说「说不出口」﹔书都读到博士了﹐那三
个字却说不出来。这位弟兄隔一阵子就问一次说出来没有啊﹐
「没有。」「加油﹗」直到有一天﹐不用问了﹐因为他的妻子的
表情﹐就像花园透透地浇过水一样﹐开心极了。别太为难这位弟
兄﹐客家人﹐很保守的﹐可是他必须突破对不对﹖ 

 在中国一句话很有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
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真是这样吗﹖我们的基督教是﹕ 

与己斗﹐其乐无穷﹗ 

我们在世俗中都中毒太深了﹐必须常向自己挑战。历史上的汉武
帝为什么被人称为著名的君王﹐打通西域和丝路﹖不﹐因为他向
自己挑战﹐向天下百姓下罪己诏。我们要经常向神深深悔改。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
看。」(诗51.17) 大卫因而从神获得赦罪的喜乐。 

教会显主为圣(39.27) 

 这两章圣战的钥词是圣民﹑圣地﹑圣名。当神的百姓成圣了
﹐神就极其乐意从天而降打圣战﹐击溃仇敌﹐并且洁净圣地。只
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神的名耶和华就显为圣﹐不但在教会身上﹐
也在外邦人身上。 

2019/11/17. AC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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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起来吧﹐神的儿女(SP 2-16) 

起来吧 神的儿女 不要灰心失望 
起来吧 神的儿女 不要沮丧 
纵然前路迷茫 虽遇狂风巨浪 
祂永远是你的避风港 祂在你旁 

不畏撒旦阻挡 不怕魔鬼技俩 
祂永远是我的避风港 祂在我旁 
起来吧 为主传扬 不要失去盼望 
起来吧 为主发光 为祂打仗 
纵然前路迷茫 虽遇狂风巨浪 
祂永远是你的避风港 祂在你旁 
不畏撒旦阻挡 不怕魔鬼技俩 
祂永远是我的避风港 祂在我旁 

词﹕洪启元﹐1994 

曲﹕游智婷﹐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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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圣殿 

 

读经﹕以西结书40-42章 

唱诗﹕进入幔内出到营外(Enter the Veil and Go Without.) 

神也渴慕有家(40.1-4) 

 你还会记得你第一次为自己的家买房子吗﹖房子不是家﹐但
房子象征家﹐因为全家人住在其中﹐其乐也融融。 

 神造天地﹐创造具有祂的形像的人类﹐祂的目的是什么﹖祂
要与他们同住。可惜始祖亚当与夏娃犯罪了﹐被神驱逐出伊甸园
﹐可是神要恢复祂的家园的梦想﹐从未放弃过。 

 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到西乃山下时﹐神兴奋地说﹐ 

19.4b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19.5如今你们若实
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19.6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
国民。(出19.4b-6) 

紧接着神与他们立约﹔之后﹐神就呼召以色列人说﹐「当为我造
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25.8) 这是在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神要为祂自己建造一个家﹐这样﹐祂可以和祂的百姓同
住。这个理想初步实现了﹐当圣所建造完毕时﹕ 

40.34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40.35

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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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了帐幕。(出40.34-35) 

这个圣所是活动的圣殿﹐白日云柱﹑夜间火柱﹐神与祂的百姓同
住同行。 

 旷野时代圣所建造的构想是神自己提出来的﹐那么圣殿呢﹖
神还没有说﹐大卫一建国后﹐就主动向神提出了。可是神不让他
建造﹐因为他身经百战﹑流人的血太多﹐不宜为神建造圣殿。神
把这个特权赐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代上22.6-9)。这圣殿在主前586

年被尼布甲尼撒王﹐摧毁了(结33.21)。 

 圣殿被毁的这一日起﹐以西结反而大破大立﹐开始从神那里
传讲复兴的信息﹐这是我们从以西结书34章起看到一系列的信息
﹕好牧人﹑新产业﹑新生命﹑大复兴﹑立新约﹑新圣战﹐太精彩
了﹐神家的好消息破表﹗ 

 以上都是靠近586年圣殿被毁之后的信息。然后呢﹖我们没
有在本卷书里读到什么新的信息﹐直到40.1-4的话。这是十三年
后﹐573/4/28发生的事﹐主的灵(手)从高天将先知提起﹐从巴比伦
带到以色列地﹐叫他看见「神的异象」﹐涵盖了40-48章﹐有九章
之长﹐其壮阔宏伟比起摩西当年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所看见者
(参出19.8, 16, 20, 24.9, 18, 34.28)﹐有过之而无不及。 

 像从前一样﹐耶和华的灵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降在先知身
上(结1.3, 3.14, 22, 8.1, 11.5, 33.22, 37.1, 40.1)﹐将他带到「至高的
山上」﹐让他看到一座城﹐就是本卷书压轴的「耶和华所在」的
那座新城(48.35)﹐可说是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启21.2, 10)之
原型。不过﹐在40-42章三章长达95节的启示里﹐重点是新圣殿
(结45.2, 48.15)﹐有别于那城。 

 以西结是新摩西﹐1 在神的山上﹐蒙天使铜人步步引领。他
对先知说﹐ 

                                                 

1 Daniel I. Block, Ezekiel 25-48. NICOT. (Eerdmans 1998.)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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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
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
都要告诉以色列家。(40.4﹐参43.10) 

这殿乃是圣洁之神居住的所在﹐必须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造(参
出25.9, 40, 26.30, 27.8﹐徒7.44﹐来8.5, 9.23﹔代上28.19)。我们就
随着铜人的指引﹐来欣赏这座新圣殿。 

 没有入殿之前﹐我们得先知道一事﹐就是以西结书40-48章﹐
尤其是41和42章的经文﹐有些地方受损的情形颇严重﹐所以有时
要借助LXX等译文的佐助﹐期以更多明白MT经文的意思。2 

殿墙圣俗之分(40.5a)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殿墙(40.5a)﹐其厚及高皆为一竿﹐即六
肘。这肘是七掌为一肘之尺码(参40.5b)﹔换算每肘即为20.5”或
52cm (半公尺)。3 那么殿墙厚高皆为三公尺﹗ 

 圣俗之分有别于义罪之辨。公义和罪恶固然黑白分明﹐那么
圣洁与凡俗呢﹖这是圣殿严格的要求。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
所以人有份于神的知识﹑公义和圣洁﹔可是人犯罪时﹐这些都失
去了﹐尤其是圣洁。神的属性最重要的﹑最具特征的﹑最使神之
所以为神的﹐就是神的圣洁。「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
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一语(提前6.16)﹐是全圣
经经文中﹐神最好的定义。祂是圣洁的神(利11.44, 45, 19.2)﹗ 

 在以西结圣殿里﹐我们看见圣俗之分是重要的着眼点。从外
面步入殿区外院﹑从外院步入内院﹑从院步入圣殿﹐都有阶梯要
登上。所有建筑的围墙都很厚重。登院入殿都有洞门卫房要经过
﹐严防属神的圣洁。庶民包括君王都只能在安息日进出外院﹐在
内院东门口敬拜神﹐连内院都不许进入的﹐该区只有利未人可以

                                                 

2 Block, Ezekiel 25-48. p. 494. 

3 Block, Ezekiel 25-48. pp. 51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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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服事。 

 未信主受洗的人﹐可不可以参加教会的服事呢﹖这个问题很
难回答﹐要问得更仔细一点才好。譬如问﹐可以参加诗班吗﹖(当
然不宜。) 毕竟有圣俗之分。十诫最长的两条是第四诫和第二诫
﹐因为人最易犯﹕不守主日﹐或用世俗的﹑非启示的方式敬拜
神。 

外内院共六门(40.6-27, 28-37) 

 进入殿区外院有七层台阶(40.6, 22)。进入圣殿等于在上行。
圣灵在此用了22节之长篇(40.6-31)﹐详细地量度了外东门﹑北门
及南门。没有西门(41.12-14)。各门设计尺码样式都一样﹐其特色
是左右共有六个门洞卫房﹐目的明显是在把关。 

 进入内院的三门﹐各有八层台阶。各门的设计和样式﹐与外
院门一样。虽然设计一样﹐可是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进入内院的﹔
先知可以进入﹐是因为他本身是祭司(1.3)。 

 所罗门殿关于殿门﹐没有任何记述﹗为什么在新圣殿对门这
么讲究呢﹖或许原因是在第八章。先知曾被神的灵带到圣殿﹐去
看当时触怒神的事。拜偶像的人﹐奇怪﹐都聚集在门口﹕内院北
门口有偶像的坐位(8.3)﹐内院北门口也有偶像(8.5)﹐其门墙内室
还画有「各样爬物和可憎的兽」﹐更可怕的是有七十位长老在那
里拜偶像(8.7-12)。还有更可憎的﹐即在外院北门口﹐「有妇女坐
着为搭模斯哭泣」(8.14)。到了内院﹐「廊子和祭坛中间﹐有25

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向东方拜日头。」(8.16) 而东门口也有25

个人在「图谋罪孽」(11.1-2) 

 第八章所记述的可憎之事解释了耶和华的荣耀﹑之所以离开
以色列的最后原因。 

祭司献祭看守(40.38-47) 

 到了40.38起﹐铜人在介绍内院里祭司服事的设备或房屋。这
些设备是为平日用的﹐真的到了节日﹐肯定不敷使用的。像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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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宣述建殿美意之聚集﹐他们献上了公牛﹑公绵羊﹑羊羔各一
千只﹐再加上同献的素祭(代上29.21)﹔希西家年间的属灵复兴期
间﹐献祭量曾经高达王所赐的公牛一千只﹑羊七千只﹐以及众首
领所献的公牛一千只﹑羊一万只(代下30.24)﹐我们就不知祭司们
是怎样处理这样的盛况。 

 关于献祭﹐铜人在43.13-27有专门介绍﹐我们在此再度注意
一点﹕祭坛是500肘平方圣殿的几何中心。祭牲的血之所以能够
为百姓们赎罪﹐是因为牠在祭坛上流血牺牲了。同样的﹕ 

10.19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10.20是借着祂给
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祂的
身体－10.21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10.22并我们心中天良
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
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来10.19-22) 

引出第一亮点(40.45-46) 

 这一段经文涉及到祭司的两类工作﹕献祭及看守(40.45-46)﹐
这点和伊甸园的工作很像﹕耕种/修理(ַבד ַמר)看守﹑(עָּ 。(创2.15 ,ׁשָּ
4 注意铜人在整个导引过程﹐特别叮咛了四句话﹐都是亮点。第
一句就是40.45-46﹐用「他对我说」引出。在此铜人特别关照圣
殿里看守工作之重要﹐这是祭司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不仅要称
颂祂的荣耀﹐我们更要维护祂的圣洁。 

 在亚他利雅篡位的年间﹐就是一群「护卫」小约阿施王的兵
丁﹐成功地将危害他的亚他利雅赶出殿外﹐并除掉她 (王下
11.7)。 

 在乌西雅王年间﹐王曾心高气傲﹐要越位进入圣殿﹐在香坛
上烧香。当时有祭司亚撒利雅率领了八十位祭司勇敢地阻挡王﹐

                                                 

4 40.44有经文批判讲究。和合本是按MT译的。若按LXX﹐则译之如下﹕「在

内院门旁有两间屋子﹐在北门旁又有一间朝南﹐在南门旁又有一间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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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斥责他。立时王就额上生出大痲疯﹐显明神的降罚(代下26.16-

20)。但他们这样做保存了圣殿的圣洁﹐叫神可以安然与百姓同
住。 

 玛拿西王更是无法无天﹐甚至在圣殿内筑坛拜星象(代下
33.5)。为什么希西家王和约西亚王中兴时﹐都要洁净圣殿呢﹖因
为先前的君王拜偶像拜到圣殿里了﹐严重地破坏圣洁﹐最后使得
神不得不离开﹐大行审判。 

登高进入圣殿(40.48-41.26) 

 铜人带领先知再爬了十级台阶(40.49 LXX)。我们算一算﹐从
外面进来﹐一共爬了几阶了﹖25阶(参40.22, 34)。走完殿前二十
肘长的廊子后﹐终于进入圣殿的外殿了﹐是长四十肘﹑宽二十肘
的空间。对不起﹐祭司以西结就只能留在外殿了。41.3显示﹐惟
有铜人天使可以进去继续量度﹐出来再报告给先知听。 

引出第二亮点(41.4b) 

 有件奇特的事﹐这么冗长的圣殿介绍﹐关于内殿﹐只有短短
两节(41.3-4)﹗这两节是铜人单独进入的。圣灵在以西结圣殿的兴
趣似乎不在这一部份。是这样子吗﹖43.1-5又是高潮迭起﹐因为
耶和华又回到了祂的圣殿。我们怎么可以说﹐圣殿不重要呢﹖从
巴比伦归回的百姓是怎样再度奋起重建圣殿的呢﹖是因为挨骂了
﹖不﹐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老先知哈该的勉励说﹐ 

2.4c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2.7我必震动万国﹔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
耀。… 2.9a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哈该的预言与以西结是一致的(参拉6.15-22)。 

 启示录21章在描述新耶路撒冷城时﹐有一句非常惊人的叙述
﹕「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启
21.22) 诚然﹐「神是灵﹐所以拜祂的必须以心灵﹑按真理拜
祂。」(约4.24) 当末世的荣光逐渐渗透到以西结书的异象时﹐因



第八篇  新圣殿(40.1-42.20) 

 - 87 - 

着神是灵﹐圣殿的物质部份就跟着淡化了﹐这是可理解的。 

 介绍至圣所短固然是短﹐可是铜人说出了第二句亮点﹐也是
由「他对我说」引出﹕「这是至圣所。」(41.4b) 

圣殿藏着丰富(41.5-15) 

 这一小段最难翻译﹐也最难读懂。对照Dr. Block的图解(Fig. 

1, p. 508)﹐这些旁屋的设计与列王记上6.5-8者相似。以西结书这
小段经文并未说明这些旁屋所为何来。我们想象它们的功能极可
能是为了储存圣殿所收取的资源﹔譬如大卫退任前所编组的利未
人﹐百分之八十是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有24,000人之多(代
上23.4)﹐在其后的26.20-28进一步地说明管理什么物件﹐举凡归
入府库的圣物﹑奉献给神的战利品(参代下5.1﹐玛3.10﹐尼10.32-

39, 12.44)。5 

引出第三亮点(41.16-26) 

 铜人现在来到了内殿﹐大致地描述附属建筑(院廊﹑门槛﹑窗
棂﹑楼廊﹑墙壁﹑门柱﹑门扇等)。如果你真的可以走入内殿﹐你
看到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应是「墙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
(20)。铜人没报导内殿的金灯台﹑金香坛﹑约柜﹐只提及陈设饼
的桌子。 

 圣殿内部荣耀可以用铜人说出了第三句亮点﹐来表达。第三
句由「他对我说」引出﹕「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41.22b) 

歌罗西书2.9-10a做了最佳的诠释﹕「2.9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
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2.10a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基督
就是那个桌子上的陈设饼所象征的﹕「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祂[基督]里面藏着。」(2.3) 「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祂[基
督]里面居住。」(西1.19)  

 那么教会的定位是什么呢﹖「教会是祂[基督]的身体﹐是那

                                                 

5 Block, Ezekiel 25-48. p.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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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弗1.23) 或许旁屋丰富的收藏
象征着教会「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 

亲近更加亲近(42.1-14) 

 圣屋的设计之经文十分不易读﹐事实上学者们也是多方揣摸
﹐我希望用图形可以将经文图像化﹐一目了然。6 祭司的服事是
多方面的﹕夜间在殿内站着赞美神﹐经理灯台﹐为神家儆醒(诗
134篇﹐民8.1-4)﹔昼间在祭坛的事奉﹔尤其在内院看守圣殿﹐维
护它的圣洁。这段经文则说到祭司生活的另一面﹐字面上来说是
饮食之享受。享受什么呢﹖祭肉。利未祭祀制度下的献祭有五种
﹕燔祭﹑平安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等(利1.1-6.7)。燔祭是
全牲祭﹐在祭坛上焚烧归给神。平安祭基本上是归给献祭者﹐其
举祭的胸﹑摇祭的腿归给祭司﹐但我相信他们不会在圣殿吃它﹐
因为它以及同献的素祭可以带回家﹐给家人吃。剩下的就是赎罪
祭﹑赎愆祭了。素祭不与此两祭同献的﹐所以这小段经文里的素
祭应该是与平安祭同献的。 

引出第四亮点(42.13-14) 

 铜人在此说出了第四句亮点﹐由「他对我说」引出﹐这句就
很长了﹐强调圣屋的设计之目的(42.13-14)。铜人特别指出祭司是
在此「亲近耶和华」。这两种祭物真不容易吃。保罗说﹐「有谁
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林后11.29) 当他
在吃这些祭物时﹐他知道他必须切切为神的儿女祷告。 

 你尝过「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的滋味吗﹖(帖
前3.8) 当我们迫切地为他们求时﹐不知不觉我们也更加依靠主﹑
亲近主了。 

 希伯来书13.3说﹐「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

                                                 

6 Block, Ezekiel 25-48. p. 565. 第六图解﹕圣殿区西墙的平视(frontal view)及俯视

(top view)。这份图解使我们明白圣物收藏室(sacristies)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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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我们
越亲近主﹐这种同理心就会越强烈﹐因为主自己就是这样﹐「因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祂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只是祂没有犯罪。」(来4.15) 耶稣的人性与我们相
似到祂可以受到试探﹐祂可以体恤我们﹐但祂的人性又与我们者
不同﹐因为祂根本不知道罪(林后5.21)﹐祂是无罪的(来7.26﹐路
1.35)﹐祂当然也没有犯过罪﹐祂是完全的人﹐胜过罪的人(罗
8.3)。 

 教会中那些软弱的﹑不体面的﹑不俊美的﹐我们都要格外的
担待﹐尽可能地将同情﹑好处﹑鼓励﹑医治﹑代祷﹐加给他(林前
12.22-27)﹐这是教会身体的生活。 

 你们小时有没有养过蚕﹖光养长大了的不够﹐要从卵孵起。
当小蚕破卵而出时﹐牠多小﹖你能用手指去动牠吗﹖不能﹐你若
动牠﹐很可能会把牠踫死。怎么办﹖用毛笔尖轻轻地挑牠﹐把牠
推到有嫩桑叶的角落﹐使牠有东西吃。这是我们服事伤痕人士的
心态﹕同理心﹐要感同身受。 

 教会听说有人有婚外情﹐很难办。我们当然极力地安慰受害
的妻子﹐最好的办法是由她自己将先生挽回。这条路较慢﹐受伤
的妻子还有走更多的路﹑付出更多的爱心﹐但是一旦生效﹐可以
得到最好的果效﹕即将家保持住﹐将先生的令誉保持住。 

 有教会的长老或牧师第一反应则是动用教会权柄﹐公开或私
下的斥责﹐结果呢﹖家庭破碎了﹐教会也分裂了。提前5.20的话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
怕。」－要小心使用。它的上文是关乎长老级的人犯罪的问题﹐
不是一般的信徒。 

 祭司们在圣屋里吃与罪有关的祭肉﹐目的是要将他们挽回﹕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
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加6.1) 雅各书5.19-

20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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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
5.20这人就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
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这些祭肉象征着耶稣胜过罪的人性﹐借着吃祭肉﹐我们就是有份
于祂的得胜生命﹐用不止息的祷告与爱心﹐帮助软弱者至终得
胜。 

主的阔长高深(42.15-20) 

 整个殿区是分别为圣的500肘见方。它代表一种完美的意义
(参弗3.18)。圣殿是神所居住的家﹐就是教会﹐新约有太多经文
诉说这一件事实﹕ 

2.19这样﹐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了﹔2.20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
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2.21全房靠祂联
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2.22你们也靠祂同被建造﹐成
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弗2.19-22) 

3.16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3.17…因
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林前3.16-17)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
持到底﹐便是祂的家了。(来3.6) 

这[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b) 

2.4主乃活石…2.5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
灵宫﹐作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彼前2.4-5) 

你是彼得(Πέτρο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πέτρᾳ)

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她。(太16.18) 

这么多的经文都指着我们(教会)说的﹐我们能不兴奋吗﹖「神的
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妳说的。」(诗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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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奋归兴奋﹐神对我们有挑战。我们是圣殿﹐但我们也要日
日更新﹐得以建造在圣殿~灵宫内。本大段的钥字是动词「量」
ַדד) 它在旧约出现有51次之多﹐但在本卷用了37次﹐都用在﹐(מָּ
40-47章的异象内﹔而且几乎都用在40-42章内﹐有30次。为什么
一直要量呢﹖神在启示录11.1也吩咐约翰说﹐「起来﹐将神的殿
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如果我们就是神的殿(林
前3.16)﹐那么量殿也就是量我们每一个在教会中敬拜的人了﹗ 

 那么我们该注意什么呢﹖四个亮点﹕ 

 (1)我们都是看守圣殿的(结40.45-46)﹐我们都要「为从前一
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犹3)﹐「要…固守真道的奥
秘」(提前3.9)﹐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多1.9a)﹐所以也要
「羡慕…作先知讲道/说预言…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林前14.1b, 

3b) 

 (2)我们既然蒙恩得以进入至圣所﹐「神是灵﹐所以拜祂的必
须以心灵﹑按真理拜祂。」(约4.24) 

 (3)面对「耶和华面前的桌子」(41.22b)﹐「神本性一切的丰
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既然「在祂里面也得了
丰盛」(西2.9-10a)﹐就把那丰盛活出来。 

 (4)学习做亲近神的祭司﹐穿上圣衣服事众人﹐在「圣处」吃
赎罪祭和赎愆祭的「肉」确实不易﹐主爱阔长高深就是借着这样
的服事﹐流露到世人中间。希伯来书也诉说类似的事﹐它可以用
八个字总结基督徒今日当如何为主而活﹕进入幔内﹑出到营外(来
10.19, 13.13)。这也是这段经文今日给我们的勉励。 

2019/12/1. ACCCN 

祷告 

进入幔内出到营外 

(Enter the Veil and Go Without. H269) 



以西结书释经讲道下卷﹕神的荣耀回来了 

 - 92 - 

1进入幔内 就必出到营外 尝到天美 就必丢弃地爱 

圣中之圣如果满足我心 空中之空岂能欺骗我魂 
2进入幔内 就必出到营外 天一同在 就必使地离开 

天上荣耀如果吸引我灵 地上福乐岂能霸占我情 
3进入幔内 瞻仰荣耀基督 出到营外 跟随卑微耶稣 

宝座冠冕如果将我鼓舞 马槽十架岂能使我裹足 
4进入幔内 吸取复活大能 出到营外 奔跑十架路程 

我若看见祂在天上面容 就必步武祂在地上脚踪 
5进入幔内 饱尝天上肥甘 出到营外 忍受地上艰难 

地上经历虽使我心酸痛 天上交通却叫我灵赞颂 
6进入幔内 享受主的上好 出到营外 供应人的需要 

天上生命如果从我活出 地上灵魂就必因我得福 
7进入幔内 直到幔子不存 出到营外 直到营都灭尽 

直到天地所有同归于一 直到神人永远不再分离 

进入幔内出到营外. 作者不详 
TOULON 10.10.10.10.  

Geneva Psalter 1551. Louis Bourge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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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神的荣耀回来了 

 

读经﹕以西结书43.1-121 

诗歌﹕充满我心境(Fill All My Vision) 

     主我曾否叫圣灵忧愁(Oh, Have We Grieved Thee) 

神家大起大落(43.1) 

 在整卷以西结书里﹐43.1-5这一小段可以说是它的核心。看
这卷书的心情﹐就像看最近华尔街的股市的忽落忽起﹐心脏要很
强﹗这卷书是旧约的启示录﹐它一开始的时候﹐把我们带到天上
去了﹐看到神的宝座是何等地荣美﹐然后就是神家的败落被掳﹔
摔到谷底﹐万劫不复了。然而叫人诧异的是﹐神接着又启示先知
神家的复兴。 

 我们先看宝座的荣美﹕ 

                                                 

1 Leslie C. Allen, Ezekiel 20-48. WBC. (Word 1990.) 249-256. 作者讨论以西结书

43-46章的结构﹐43.12成为1-12节的结论。Daniel I. Block, Ezekiel 25-48. 

NICOT. (Eerdmans 1998.) 581, 590. 作者的分段与Allen类似﹐他也以为43.1-9与

10-11的联结强到两者之间断不开﹔而43.12却成为其后的43.14-46.24之新律法

的序言。事实上﹐43.12确实是其前与其后的转折点。John B. Taylor, Ezekiel. 

Tyndale. (IVP, 1969.) 264. 作者也将43.1-12当作一个单元。C. F. Keil & F. 

Delitzsch,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Daniel & Ezekial. 1864~1865. 

(Eerdmans, 1980.) 9:2:273ff. 作者也断在第12节。所以这篇信息将释经经文切在

43.12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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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像﹐彷佛蓝宝石﹔在宝座形像以上
有彷佛人的形状。1.27我见从他腰以上有彷佛光耀的精金﹐周
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彷佛火的形状﹐周围也
有光辉。1.28ab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
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像。 

这是全圣经讲到神的宝座最近距离的镜头了。看到神的荣光了吗
(1.28c)﹖紧接的是什么﹖呼召(2-3)﹐蒙召去传扬这光。先知以西
结的信息和许多先知者相似﹕ 

蒙召(1-3)﹑审判(4-32)﹑安慰(33-48) 

我们上回在37.1-14那里﹐看过一个十分关键的转变﹐那就是为教
会复兴的独特的祷告。紧接着先知在异象中看见神的家将要复
兴。 

 先知被掳后的第25年正月初十﹐也就是主前573/4/28﹐2这天
真是一个可记念的日子﹐虽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是﹕ 

40.1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祂把我带到以色列地。40.2在神
的异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
边有彷佛一座城建立。 

于是在以西结书40-42章的篇幅里﹐神借着一位形状如铜的使者﹐
带领先知仔细观看那一座新圣殿。3 这位使者分明是天使(参启
11.1-2)。使者的导览是由外墙﹑而外殿﹑而内殿的次序﹐叫先知
认明新圣殿的蓝图。4 在42.15-20那里﹐天使又把先知带到外院﹐
导览似乎告一段落。这时﹐他又将先知带到外殿的东门。 

                                                 

2 新国际版研读圣经﹐(更新﹐1996。) 1537。 

3 同上﹐1608。本页有一幅以西结书圣殿构造图﹔亦见D. I. Block, Ezekiel 25-48. 

NICOT. (Eerdmans 1998.) 572-573. 网路上许多构图﹔皆一目了然。 

4 同上﹐1541。作者在本卷的大纲里的结40-42章的部份﹐很简洁地这样介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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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42.29)为止﹐你若是先知﹐你有什么感触﹖他是主前
597年被掳到巴比伦的。五年后﹐他蒙召做先知﹐向神的百姓传
信息。但是我告诉你﹐从以西结书第四章起到32章为止﹐没有好
消息﹐神在异象中尤其让他看见的是在祖国圣城里﹐那些拜偶像
可怕的光景。再七年后﹐就是他被掳的12年十月初四的晚上
(33.21, 585/1/7)﹐耶和华的手再度降到他的身上﹐使他看见圣城
与圣殿皆已澈底沦陷了。但是就从这时起﹐神反而赐下一连串安
慰的信息﹑以色列要复兴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天使导览
他在异象中细看新圣殿时﹐他的心中有何等地振奋。 

 但是到了东门﹐想到神的荣耀是从这里离开以色列的(8.1-3 

[内院], 9.3, 10.4 [门槛], 东门[10.18-19], 橄榄山上[11.23], 上升去了
[11.24])﹐会伤悲吗﹖ 

神荣耀回来了(43.2-5) 

 我们一定会不住地祷告主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
这时候吗﹖」(徒1.6) 神家复兴的关键是什么呢﹖先知万万没有想
到就在这一刻﹐突然之间神向他启示了。43.2的时间是接着40.1

而来的﹐即被掳后第25年正月初十﹐也就是主前573/4/28那天。
43.2一开头的第一个字﹐和合本未译﹐是「看哪﹗」何等地不
同。当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时﹐是那样地依依不舍地﹐慢步徘徊
地﹐共有六个步骤(结8.1-11.24)。但是当祂回来时﹐却是突如其
来﹐骤然而至﹐只有一步﹐只用了一节﹗5 你们看﹐神自己是何
等地归心似箭啊﹗祂由东门离去﹐如今祂也由东门回来。先知看
到这荣耀正是他在二十年前所看见的那荣耀﹐于是他俯地敬拜神
(43.3)。 

 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回来后﹐去那里呢﹖神的灵再次将先知举
起﹐带入内院﹐内院不是内殿甚或至圣所﹐而是有别于外院的内
院﹐即祭坛所在之地﹐从那里可以向里看见殿内的一些光景。他

                                                 

5 Iain M. Duguid, Ezeki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Zondervan 1999.)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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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什么﹖「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43.5)。又是一个
惊叹语﹐「看哪﹗」 

 43.1-5是以西结书的「高潮」﹐因为「一个空空如也的圣殿
本身﹐是毫无价值的。」第40-46章的布局与创世记一章六天创造
的布局相似。头三天的造物不过是为后三天预备的﹐以西结书40-

42章的新圣殿之建造﹐是为了43-46章的充满﹐尤其是耶和华荣耀
的内住。6 

从至圣所启示(43.6-7b) 

 这是救赎史上的大事。神是先做了﹐然后用话语来诠释这件
大事的意义。第六节站在先知旁边的「人」是谁呢﹖他应该就是
一路在前面导引他的那位形状如铜的天使(40.3)﹐因为紧接着在
43.13-17﹐这位使者要继续量祭坛的许多尺寸。这位天使站在先
知的旁边﹐而向他启示的仍旧是前面一路上对他说话的耶和华﹔
这时祂回来了﹐不是从天上对先知说话﹐而是从至圣所(内殿)内
对他说话。7 

 主如何诠释祂的荣耀回来呢﹖神乃是回到祂的宝座﹐神在天
上有祂的宝座﹐而在地上居然也设立祂的宝座﹗对于神的家而言
﹐这是何等地殊荣﹗这宝座就是神的「脚掌所踏之地」﹐这话的
意思就是说﹐神在此设立约柜。8 换言之﹐因着恩约﹐神由天上
来到人间设立祂的宝座﹐而且祂因此也「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
永远。」 

                                                 

6 Duguid, Ezekiel. 488-489. 

7 Keil & Delitzsch, Commentary on the OT. Daniel & Ezekial. 9:2:277-279. 

8 Block, Ezekiel 25-48. p. 581. 赛60.13将脚踏之地等同于圣所﹐此乃「脚凳」之

意 (诗99.5, 132.7﹐哀2.1)﹔代上28.2明言它就是约柜。亦见Keil-Delitzsch, 

Commentary on the OT. 9: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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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峻的挑战(43.7c-9) 

 接着﹐主又说了什么呢﹖43.7c-9是主的荣耀回来以后所带来
严峻的挑战。主的荣耀回来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是我们所期望
的﹐可是当祂的荣耀回来时﹐祂的圣洁却是我们第一且最大的挑
战。在这里提到两件事﹕邪淫和碑柱。第七节所提及的「尸首」
ר) גֶּ   在这里译为「碑柱」(monument)更为合宜。9(ּפֶּ

 当然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都要圣洁(利11.45, 19.2﹐参彼前
1.16)。在所有不圣洁的事物中﹐这两样是尤其惹来神的憎恶的
(结43.8)﹐一是神的儿女属灵上的邪淫﹐拜各种偶像﹐用它们来
取代耶和华(参诗16.4)。以弗所书5.5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
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贪心是犯了第十诫
﹐淫乱等是犯了第七诫﹐这些和第一诫的「不可有别神」有什么
关系呢﹖有。当这些罪恶带着「罪瘾」的果效霸占了我们的心﹐
叫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都被它们取代了﹐这就是属灵上的邪淫﹐
形同于拜偶像。凡是足以取代耶和华的﹐就是偶像﹗这些都是可
憎之事。 

 另一样身为国家﹑社会或教会领袖犯忌的罪﹐就是「君王在
高处建立的碑柱」﹔他惟恐别人忘记了他﹐惟恐大家不知道他﹐
所以要立碑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形间等于取
代在人心目中神的地位﹐不就等于高捧自己如同偶像一样吗﹖这
当然也是可憎的。 

                                                 

9 TWOT引用Ugaritic文件说﹐此字的意思是monument, stela。结43.7, 9的译法与

利26.30一样﹐若作「尸首」不若「碑柱」来得更为合宜。先知以西结在此讽

刺君王的自高。HALOT的译法与之一致。NIV译为lifeless idols﹐ESV的译文与

和合本同﹐惟在译注说或作「碑柱」。Leslie C. Allen, Ezekiel 20-48. WBC. 

(Word 1990.) 238, 257. 作者也按Ugaritic文件的亮光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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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自觉羞惭(43.10-12) 

 我们别误会﹐以为神在这里说﹐你们要先清干净了我才回
来。当然我们自清﹐神更乐意回来。但是祂是大有主权之神﹐祂
要回来就回来﹔祂一旦回来﹐首先要办的大事就是清场﹗ 

 祂怎么清场呢﹖43.10-12继续这一话题﹐神再启示先知。第
十节是神要先知在祂的儿女中所做的一椿事﹐就是将这一个被神
的荣耀所充满的圣殿﹐不只是华美的新殿﹐更是住在其中坐宝座
的圣殿﹐指示给他们﹐好叫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而且要
他们量殿的「尺寸」(ית ְכנ   。(תָּ

 这也是神借着先知何西阿书5.15的信息﹕ 

我要回到原处﹐ 

 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 

他们在急难的时候﹐ 

 必切切寻求我。 

「尺寸」( י ְכנ  תתָּ )这个字在旧约里只出现过两次(另见结28.12)﹐在
此英译多译作「计划﹑样式」之意。它的原意是「完美﹑全备」
之意﹐以西结书28.12就是这样翻译的﹐这里也应如此。10 主的意
思是要我们用将来完美的新耶路撒冷的荣美﹐来衡量今日我们的
本相。43.10有两方面的悔罪﹐一方面是为罪过悔改﹐另一方面是
为着我们今日信主多年﹑却仍旧亏缺神的荣耀而痛悔。 

 「量」(ַדד 这个动词在旧约里出现49次﹐有35次用在以西结(מָּ
书﹐它可以说是以西结最爱用的一个字。那位专门来量新圣殿里
各种尺寸的铜状天使﹐在40到42章(40.5-42.20)里用这个动词﹐用
了29次(另见结43.10, 45.3, 47.3, 5, 18)﹔即在这三章里﹐神叫天使
量尺寸﹐量了29次﹐现在神要的百姓自己来量(43.10)﹐量什么﹖

                                                 

10 Block, Ezekiel 25-48. p.586. 作者译之为「完美」。许多英译本译为layout是将

该字tknyt修改为tkntw﹐是无此必要的﹐以惟持原字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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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新圣殿的完美全备。新圣殿像一面镜子﹐会衬托出我们的亏
欠。C. F. Keil在这里一段有很好的注释﹕11 

因此﹐以色列人要辨识出神的恩典之浩大﹐这样﹐他们就会
为自己的恶行羞惭﹔并且他们也会量度妥善设计的圣殿
ית) ְכנ  的意思与结28.12一样)﹐亦即仔细地考虑与思想主透过תָּ
这个圣所所要赐予祂的百姓的丰富是什么﹐以至于借着圣所
的荣耀﹐他们要被带入悔改。 

 在启示录11.1-2那里﹐神要那位穿毛衣的传道人也在量﹐
「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究竟在量什
么﹖乃是在殿中礼拜的「人」﹗不是别的﹐就是神的儿女。为什
么呢﹖因为「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么﹖」
(林前3.16﹐参6.19) 以弗所书2.19-21也说﹐ 

2.19这样﹐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了﹐2.20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
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2.21全房靠祂联络
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2.22你们也靠祂同被建造﹐成为
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以西结书43.10的可贵是当神的儿女被圣灵光照了﹑感动了﹐
不只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污﹐同时也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以弗所
书5.26-27也说﹐ 

5.26[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5.27可以献
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
圣洁没有瑕疵的。 

什么叫皱纹﹖就是属灵的老化。我们将来要去的﹐是什么地方呢
﹖是新耶路撒冷。这是永远常新的「新」(καινός)﹐与时间无关
﹐乃是品质上的常新。迦勒在他八十五岁时说了一句豪语﹕ 

14.10c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14.11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

                                                 

11 Keil & Delitzsch, Commentary on the OT. Daniel & Ezekial. 9: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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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争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
何﹐现在还是如何。(书14.10c-11) 

申命记33.25b所说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就是像迦勒这样的人﹐无论几岁﹐他向着主都另有一颗清新﹑单
纯﹑爱主﹑忌邪的灵(参民14.24)﹐没有一丝丝的皱纹。 

主在灵里回来 

 现在我们要将这段经文应用到我们新约教会的身上。 

约翰福音见证 

 基督回来了没有﹖当然还没有﹐要等到末日祂才回来。可是
约翰福音14章和16章有六处提及主还要再来﹕ 

14.18的「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14.21的「我…要向显现」 

14.23的「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14.28的「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16.16的「你们还要见我」 

16.19的「你们还要见我」 

主一再地说到祂的回来﹐并不是末日时以肉身显现的再来﹐而是
今日在灵里的回来﹐是属灵的﹐不是身体的。新约许多地方所说
的主同在﹐都是属于这种属灵的同在。启1.10-20那里﹐约翰所见
的耶稣﹐是在灵里的﹐(启1.10直译为「在灵里」。) 哥林多后书
12.1-4的保罗的被提到三层天上去﹐也不是带着肉身的被提﹐只
是一种灵魂的出窍而已﹐保罗的灵魂被提到天上看见肉身的耶
稣。这些情形和保罗在大马士革城外的遇见主不一样﹕在大马士
革城门外﹐是保罗在肉身里遇见从天上下来﹑以肉身显现的耶
稣。 

五旬节大断代 

 这个回来之开始﹐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在五旬节那一天﹐这
一天在救恩史上是件天大的事。五旬节之于圣灵﹐就如圣诞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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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圣子。启示录5.6宣告这件救赎大事﹕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
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使徒彼得也在五旬节当天宣告过同一件事﹕ 

2.32这耶稣神已经叫祂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2.33祂
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
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徒2.32-33) 

从那天起圣灵被浇灌到普天之下﹐而在圣灵的浇灌里﹐神的儿子
耶稣又在灵里回到祂的教会之中﹗没有一段经文比以西结书43.1-

12刻划这件大事﹐更清楚了。 

荣耀大于先前 

 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的复兴﹐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神
的家中﹐旧约时代如此﹐新约时代更是一样。它第一次应验是在
主前516年当第二圣殿峻工之日(拉6.15)。12 

 当时有五万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归回﹐那是主前537年。回来
做什么﹖重建圣殿(536年)﹐这是欢欣鼓舞的事。可是没多久﹐神
的百姓用政治环境上发生的外在的拦阻﹐当作一百个借口﹐停工
了。这一停摆就是16年﹐到了主前520年﹐先知哈该与撒迦利亚
连袂传讲神激励神的百姓﹑起来建造圣殿的信息。 

 原来在536年当他们立下第二圣殿根基时﹐许多利未人都
「大声哭号」(拉3.12a)。哭什么﹖或许是喜极而泣﹐毕竟圣殿被
焚毁后半世纪能够重建﹐岂非喜极而泣之事﹖但也有一说是曾见
过所罗门圣殿的利未族人﹐如今看到圣殿根基的规模这么小﹐便
悲从中来。可是先知哈该在520/10/17当天的信息预言说﹐ 

2.3「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

                                                 

12 新国际版研读圣经﹐830。本页有一份年代表﹐资讯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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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2.6「过不多时﹐我
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2.7我必震动万国﹔万国
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2.9这殿后来的荣
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 

哈该呼吁神的百姓要看见那一位住在他们中间者的宝贵﹐而不在
圣殿规模的大小。 

看见复兴了吗﹖ 

 你看见主大大地与我们同在吗﹖你看见神的荣耀充满在本教
会的这圣殿吗﹖哈该在第二圣殿盖好之前十六年﹐就看见神的荣
耀充满这殿﹐大过所罗门时代的荣耀。爱德华滋在1721年(十八岁)

那年经历了被神的荣耀充满﹐他就笃信不疑﹐神的荣耀也要如此
充满神的教会。1734~1735年的冬天﹐他真的在他的教区看见神
的荣耀回来了﹔他更在第一次大奋兴时(1740~1742)﹐看见神的荣
耀横扫当时的美洲殖民地。 

 先知们的信息是一致的。撒迦利亚描述当神的荣耀回到以色
列民的中间﹐而带起的复兴之光景﹕ 

12.10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
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
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12.11那日﹐耶路撒冷必有
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12.12境内一
家一家地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
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12.13利未家﹐
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
的独在一处。12.14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
处。13.1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
除罪恶与污秽。 

使徒约翰就如同新约时代的以西结一样﹐看见圣灵像风一样吹来
﹐给社区带来属灵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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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祂[保惠师]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
己责备自己。16.9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16.10为义﹐是因我
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16.11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
王受了审判。 

可是这些画面都没有以西结书43.10描述得更透澈﹕社区不但认罪
悔改﹐而且期许被圣灵量成将来的完美全备的(ית ְכנ  新耶路撒(תָּ
冷。43.12是何等恢宏的异象﹐在全圣经里﹐只有约翰在启示录尽
末了的异象﹐方可相比﹕「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
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看哪﹗这就是殿的法则。」 

渖辽复兴见证(1908) 

宣教士古约翰 

 十九~二十世纪来华的宣教士中﹐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是一位传讲复兴并且带动复兴的宣教士。他是加拿大
长老会宣教士﹐先后在中国的山东﹑河南﹑河北和东北宣教长达
48年之久(26-72岁)。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部小镇农家。母亲珍
妮(Jenny)敬虔爱主﹐当古氏小时﹐就将敬畏神深深烙印在他的心
中。 

 十八岁那年(1877)有一主日崇拜时﹐圣灵感动了他﹐使他奉
献委身于神。当时马偕牧师(Rev.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 

1901)刚好回国休假﹐到处呼吁青年人跟他到台湾去开荒布道。此
事令古约翰深受感动﹐遂产生海外宣教的负担。古约翰进入诺克
斯神学院攻读﹐研读圣经﹐又积极的在同学中挑旺海外宣道的热
忱。 

 1887年六月(28岁)﹐加拿大长老会差派古约翰前往中国宣
教。1888年初﹐古约翰夫妇抵达烟台﹐克服中文障碍后﹐前往河
南安阳服事。当戴德生获悉古约翰以此为工场时﹐特地写信用他
的名字的谐音叮咛他说：「弟兄啊﹐如果你想进入河南省传福音
﹐一定要以膝代步啊﹗(Go forward on your knees!)」从此「以膝
代步」这句话就成为古约翰与豫北同工们的座右铭。他们深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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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敌视﹑石击﹐也经历儿女的逝去﹐但他们爱中国人灵魂的心
矢志不移。他们也遭逢义和团之乱﹐显些丧命。此后他反而扩大
宣教地区。 

 事变后﹐1904年(45岁)爆发了威尔斯大复兴(Welsh Revival)﹐
使他留心教会复兴的史迹﹐他也从圣经与属灵伟人的传记中去寻
找其线索﹐其间他受到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的影响最
大。1907年古约翰去朝鲜﹐正遇上平壤教会复兴。他在那里停留
了三个星期后﹐回程时在渖辽一些教会中报导见闻。1908年(49岁)

春﹐他应邀前往东北领会时﹐渖辽教会的复兴爆发了。他的信息
大致环绕着一个主题－「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
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4.6) 他晚年口述东北大复兴的书名即
定为靠着我的灵(By My Spirit)。他同工韦雅各(James Webster, 

1854~1923)也留下了一份满州教会复兴记实(The Revival in Man-

churia 中文暂译)﹐印证他的口述历史。 

 东北教会的复兴使1908年受洗人数骤增为3,500人。它也蔓延
到中国其它地区﹔其后仍然余波荡漾﹐到辛亥革命爆发才告终
止。 

教会复兴剪影 

 滕近辉牧师给我们留下了一本宝贵的译作﹕饮于能力之源(宣
道﹐1974)。这本书有三本译作﹐分别是陶恕﹑邦兹﹑古约翰写作
的。13 古约翰教士在1929年(70岁)口述了靠着我的灵一书﹐记述
发生在1908年及其后的辽阳教会之复兴。 

 古氏才到沈阳教会第一晚﹐其实十分沮丧…。当时是二月。
当晚他流泪向主呼求﹐主对他说﹐「这是你的工作﹑还是我的工
作呢﹖我不能以我的权柄来工作么﹖」接着主就用耶利米书33.3

的话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

                                                 

13 古约翰﹐能力的彰显﹕教会复兴实况。收于饮于能力之源﹐(宣道﹐1974。) 

145-206。以下所引文字之详情﹐见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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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指示你。」次晨一位长老来谈话﹐最后哭泣认罪﹐因为拳乱
时﹐他作司库﹐帐本毁了﹐他却私自将一笔教会存款贪没了﹐用
到生意上。但昨夜听他讲道时﹐心如火烧﹐澈夜难眠。他知道他
必须向全教会认罪并且赔偿﹐否则他得不到心中的平安。 

 早上(第二天)当他公开认罪后﹐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位长
老听了发出一声尖锐的呼喊。到第四天他才认犯了奸淫的罪﹐而
且三次想要毒死妻子。接着把金戒指和金环取下献出﹐并把长老
证撕碎﹐辞去长老﹐因为深觉不配。 

 沈阳教会长执认罪者很多﹐牧师自己也觉得当受责备﹐引咎
辞职﹔可是到了最后会众却纷纷请求他们重新担任圣职服事﹐彼
此信任的关系﹐十分美丽。类似的复兴也发生在辽阳﹑广宁﹑新
民﹑锦州﹐以及华北其他省份。 

 这些记述证实了以西结书43章的话语。不是神的儿女的认罪
带来复兴﹐而是当灵风吹来了﹐带来众人悔改与教会复兴。主已
经在灵里回来了﹐你看见了没有呢？主已经在教会中设立宝座﹐
你洁净自己﹐好叫祂充满这殿吗？ 

2018/2/18. CBCM; 2018/10/7. ACCCN 

祷告 

充满我心境(Fill All My Vision. H405) 

1 充满我心境 荣耀异象 今只见耶稣是我恳请 

虽经死荫谷救主前领 主荣耀四绕漫溢不稍停 

*充满我心境 神圣救主 直到主荣耀从我灵反映 

充满我心境 使人共睹 主圣洁荣形从我内反映 
2 充满我心境 使每欲求 皆为主荣耀而蒙保守 

愿你的完全激励我心 倾注你大爱漫溢我全程 
3 充满我心境 使我罪影 不遮蔽心中荣耀辉映 

使我只见你可颂面容 我魂常饱享你无限恩中 

Fill All My Vision. Avis M. B. Christiansen,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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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BACK 9.9.9.10.9.10.9.10. Homer Hammontree, 1940 

 

主我曾否叫圣灵忧愁(Oh, Have We Grieved Thee. H251) 

1 主我曾否叫圣灵忧愁 流荡随便并冷落 

然而我的犯罪和退后 未曾叫祂厌倦过 

*求你多赐我们以圣灵 让祂光照并焚烧 

将你供给我们作生命 使我不住的祷告 
2 你的圣灵曾如何忍耐 等我慢慢心转变 

我曾如何弃绝你热爱 当祂为我忧心煎 
3 你的圣灵今在我心内 我要以祂为我主 

因为爱你使我能敬畏 你的最小的宣布 
4 我们现今虽不能爱你 如你那样爱我们 

你在我心若将火点起 它就不会终冷沉 

Oh, Have We Grieved Thee? Frederick W. Faber (1814~1863) 

CATONSVILLE 9.7.9.7.D. Russell Kelso Carter,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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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十架永是我的荣耀 

 

读经﹕以西结43.13-27 

诗歌﹕求主使我近十架(Jesus Keep Me Near the Cross.) 

金戈铁马时代 

 今天已是2018年十月秋季了。我们要怎样更深地领会先知以
西结当年看到这些异象所受的冲击﹐以及领会它的涵义呢﹖他出
身祭司世家﹐但在很年轻时﹐即主前597年古代近东尼布甲尼撒
大帝﹐二度攻打犹大国﹐并攻陷圣城﹐掳走了约雅斤王等一万八
千人(王下24.10-16)时﹐以西结也被掳走了(结1.2)。从此他就开始
他在异邦巴比伦帝国﹑幼发拉底河的迦巴鲁运河一带之岁月。 

 国破山河在的心情﹐你能体会吗﹖以西结书好读吗﹖我发现
你如果喜欢读南宋大词人辛弃疾金戈铁马的词文的话﹐你会比较
体会亡国士大夫(祭司)﹑局促异国一隅的以西结了﹔只不过以西
结的格局更为恢宏﹐因为他突破了四度时空﹐而穿越到第五空间
﹐并活在末日荣耀的照射之下。 

 整个主前七世纪前后数十年﹐是大王朝更替的岁月﹐有古巴
比伦﹑亚述﹑新巴比伦﹑玛代﹑波斯﹑埃及等强权互相倾轧。你
喜欢看金庸的小说吗﹖他最精采的作品都是驰骋在两宋﹑契丹~

辽﹑金﹑元﹑西夏﹑吐蕃诸国之间的争战大时代之间﹑构思出来
的。你如果喜欢金镛﹐那么你也会喜欢以西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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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惊喜预言 

 以西结书在全圣经里是一卷十分独特的书﹐还好他留下了13

处的系年﹐使我们读起他的天马行空的书卷﹐还会有充足的历史
感。1 以西结书给你穿越剧的感觉﹐它是步步惊心的历史﹐但其
终极是步步惊喜的预言。在先知蒙召的那一年(593/7/11)﹐他看见
天开了。最叫他难过的是被掳后十二年10/5 (585/1/8)的事﹐因为
圣城被毁的恶信﹐终于传到他那里了﹐虽然这灾难在半年前已经
发生了(586/7/18)。 

春天还会远吗﹖ 

 「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以西结书的大分野就在
第33章﹐即圣城和圣殿被毁以后。可是高潮却是在他被掳后第25

年(573/4/28)﹐他看到了新耶路撒冷城的异象(40-42章)﹔不但如此
﹐他还在其中看到神的荣耀从东而来﹐住入圣殿之中。神回到祂
的百姓当中﹐神的荣耀回来了。这是高潮﹗ 

 我们上回曾从约翰福音14-16章看到新约时代一个同样的真理
﹕在五旬节那天﹐不但圣灵大大地浇灌全地﹐而且复活的耶稣在
灵里也回来了﹐回到祂的百姓之中(约14.18, 21, 23, 28, 16.16, 19)

﹗这件事实﹑这个真理是整个教会时代的起点。 

异象带来挑战 

 不错﹐神叫先知看见新圣殿的「完美」(结43.10﹐和合本译
为「尺寸」, ית ְכנ  ﹐那个异象出现在40.2, 43.12。异象归异象﹐(תָּ
在43.7c-9那里我们读到神的荣耀回到我们中间后所带来最严峻的
挑战﹐就是神要在祂的百姓中除去邪淫和碑柱(和合本译为「尸
首」)。在我们天然的想法是﹐要等我们都全然成圣了﹐神才欣然

                                                 

1 新国际版研读圣经。(1985; 中译﹕更新﹐1996。) 1537。Daniel I. Block, Eze-

kiel 1-24. NICOT. (Eerdmans 1997.) 28-29. 这一位穿越时空的先知﹐透过这份表

格显示他实在是性情中人﹐在历史中留下清晰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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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中间。但是圣经真理乃是神已经回到祂的百姓中间﹐祂
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也要圣洁﹐圣灵也帮助我们除去不圣不
洁。在43.7c-9这里﹐圣经用邪淫和碑柱来总结人落在罪恶中的光
景﹕邪淫是人在独一真神之外另有敬拜﹐碑柱是指人将荣耀归给
自己。罗马书1.18用「不虔﹑不义」讲到人类所陷同样的困境。
诗篇16.4a说的最好﹕「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
增。」邪淫是人以别神取代耶和华﹐这叫不虔﹐不把耶和华所当
得的荣耀归给祂﹐那么会归给谁呢﹖会归给自己﹑推崇自己﹑张
扬自己﹐其结果必导致诸般的不义﹐人生将充满愁苦。 

祭坛惟一答案(43.13-17) 

 在43.10我们看到了人因自己不虔不义的罪悔改了﹐他们也同
时蒙圣灵的开启﹐看到了末日的圣殿将是何等地完美－而我们就
是那圣殿(林前3.16, 6.19﹐弗2.21)－更加自惭形秽。这是43.1-12

的结论。然后呢﹖我们看到神继续启示先知全圣经最重要的启示
﹕十字架﹐在43.13-27这段经文里﹐是用祭坛来表达﹗ 

 经文里的底座﹑下层(小)磴台﹑大磴台﹑供台﹐共有四层﹐
读起来眼花撩乱。这一段经文若用图片来表达﹐就一清二楚。主
要的祭坛是供台﹐有12肘见方﹐而且这肘是一肘零一掌(40.5, 

43.13)﹐比起会幕的祭坛(5x5x3, 出27.1)和所罗门殿者(20x20x10, 

代下4.1)﹐它的尺寸居中。这份图片最叫我感动的是它的底座和
大磴台的表达﹐它们都有凹槽﹐是做什么用的﹖是容祭牲的血流
下来的地方﹗ 

有一血泉血流盈满 流自以马内利 

罪人只要投身此泉 立去全人罪迹 

请注意﹐在供台上有四角﹐把祭牲的血取些抹在祭坛的四角上(出
29.12﹐利4.7 [香坛!], 18, 25, 30, 34)的祭﹐都是赎罪祭。在坛角上
有血﹑有救赎﹐罪人可以投奔﹐抓住这角﹐好得到神的赦免(出
21.13-14﹐王上1.50-53)。 

 我们在43.18-27看到在七日的献坛之礼上﹐每天都要献上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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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祭﹐这个祭是一切别的祭的基础。惟有当我们的罪得蒙赦免﹐
我们才可以将自己献为燔祭﹑全然归给神﹔我们也才可以献上平
安祭﹐得蒙神的悦纳(43.27)。 

到底几个圣殿﹖ 

 读以西结书的人常在这里会有困惑。圣经里有几个圣殿呢﹖ 

会幕所罗门圣殿所罗巴伯圣殿(希律维修) 

(每个圣所/圣殿当然都有祭坛，而且只有一个。) 以上前三个圣殿
神都有明文﹐嘱咐百姓要将它们建造出来。 

属灵以西结殿 

 可是以西结书里没有明文﹐要将所启示的圣殿建造出来的
话。2 换言之﹐明显地以西结圣殿只是灵里的启示﹐它不像其他
的圣殿﹐它只是属灵的圣殿﹐乃是新约圣殿预表之意﹐成全在启
示录第21-22章的终极圣殿上。 

十字架的荣耀(43.17-27) 

 如果没有赎罪祭为我们被献在祭坛上﹐救恩就没有盼望。感
谢神的是﹐羔羊基督为我们一次永远地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可
有赦罪之恩(林前5.7﹐约1.29, 36)。 

十架的属灵性 

 以西结书所启示的圣殿并不是为了以色列人不久后归回圣城
重建圣殿之用。所罗巴伯时所建造的圣殿之尺寸似乎大于所罗门
者。3 时代论者以为以西结书里圣殿是千禧年时代﹐基督再来时

                                                 

2 Daniel I. Block, Ezekiel 25-48. NICOT. (Eerdmans 1998.) 597. 

3 会幕圣所﹕30 x 10 x 10 (L-W-H, 单位﹕肘﹐出26.15-30)﹔所罗门者﹕60 x 20 

x 30﹐内殿是20 x 20 x 20 (王上6.2, 20)﹔所罗巴伯者﹕? x 60 x 60 (拉6.3)。以

西结者﹕40 x 20 x ? (结41.2)。顺带一说﹐拉3.12-13提及归回者在奠定重修圣

殿根基时的「哭号」﹐应当不是悲从中来﹐而是喜极而泣﹐毕竟圣殿修得更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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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城重建的圣殿。这个讲法是不合新约圣经的﹐因为希伯来书
一次永远成全救赎的真理(7.28, 9.12, 25-28, 10.10, 12)﹐说明了新
约时代不再有献祭的事了。 

 先知还在旧约时代﹐他自然用旧约语言﹑象征和预表﹐来描
述他所看见未来基督的荣耀。基督已经一次永远地献上了﹐它的
功效是直到永永远远。十字架好像一个凸透镜﹐将所有旧约的经
文都吸入了﹐聚焦在加略山上的基督身上﹐叫旧约所有的仪礼所
预表的丰富﹐都应验在羔羊耶稣的身上。这是以西结书﹐虽然它
用许多旧约仪文的语言来书写﹐但是透过基督﹐我们看到的是属
灵的意义。 

 启示录5.6-10有一幅新约最伟大最精采的三位一体的图画﹕
坐宝座的父神﹑羔羊﹑七灵。经文是怎样描述羔羊基督的﹖「像
是被杀过的」(ἐσφαγμένον)是完成式﹐它的含意是羔羊已被杀
了﹐可是它的果效是持续不断地在进行中。因此希伯来书9.14说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祂的血岂
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
么﹖」 

 基督的十字架是属灵的﹐所以它可以永远常新的。 

十架的独一性 

 其次我们要看见一件奇妙的事﹐在圣殿有所变化﹐圣器有所
增加时﹐祭坛却总是只有一个(参代下4.1-8)。十字架之所以只有
一个﹐是因为钉十架的羔羊只有一位﹐祂就是神的羔羊﹐祂是神
独生的儿子﹐祂就是神。惟有当祂为我们而死时﹐罪恶才�得以
洗净与赦免。 

 当神的荣耀回来了﹐向神的百姓提出了挑战﹐要他们除去属
灵的邪淫和君王为自己立碑柱时﹐也只有那位要在祭坛上为我们

                                                                                                                   

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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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身流血的神的儿子基督﹐可以将我们人类的厄运挽救回来。 

 我们最常听到一句话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退让来
说﹐就算这句话在理﹐我们要问﹐「罪人如何为善呢﹖罪人的本
质怎样转变为善呢﹖难道劝人为善的各种宗教﹐都提供救赎的解
药﹖」当福音初次在耶路撒冷传扬开来时﹐使徒彼得勇敢地向世
人做一个宣告﹕ 

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4.12) 

我读高中时﹐台北市建国中学校门口对面的教会门口大墙上﹐左
右边各写了一节经文﹕右边是约翰福音3.16﹐左边是使徒行传
4.12。那时我尚未信主﹐不明白经文的意思。这两节那一节厉害
﹖使徒行传4.12。 

十架的中心性 

 会幕时代的圣所启示﹐尺码很清楚。我们看这一幅会幕平面
图﹐就看见什么﹖它有两个中心﹕圣所本身的中心是约柜﹐而外
院的中心是祭坛。你想要进入神所在的至圣所吗﹖你必须经过祭
坛。 

 所罗门的圣殿没有留下平面图的尺码﹐但是以西结殿的平面
图的尺码十分清楚。大家一看这份图片﹐就不可能不看见整个圣
殿的中心点是什么﹖祭坛。祭坛是中心﹐十架是中心﹐这是教会
的密码﹐这是世界的密码﹐这也是整个浩瀚宇宙的密码。 

 以西结书43.18-27有七天的献坛典礼﹐每天都要献赎罪祭。
第一天只献赎罪祭﹐而且是用公牛犊。第二天到第七天的每一天
都由祭司献上(1)公山羊的赎罪祭﹐和(2)公牛犊与公绵羊的燔祭﹐
并且要加上盐。燔祭也具有赎罪祭的功能﹐凡是流血之祭都有赎
罪的功效(来9.22)。 

 到了第八日起﹐祭坛才开放给神的百姓献祭之用。前面七天
用了十九次的献祭﹐就是为突显神的羔羊是神家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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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的爆发性 

 这是神恩的爆炸性。耶稣曾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
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12.32) 主对祂的百姓说﹐「满了七日﹐
自八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
们。」(结43.27)  

 就在前第7c-9节﹐圣灵指出当神的荣耀回来﹐人们的罪过就
被暴露了﹐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多盼望保惠师来了﹐浇灌在我们
的社区﹐叫我们自己和众人既被光照﹐就主动起来寻救恩。 

女人心海底针 

 有一位姊妹活得很痛苦﹐为什么﹖女儿乖巧﹐儿子贴心﹐痛
苦什么﹖痛苦是因为先生有婚外情。James Dobson在1975年出版
了一本书女人心(What Wives Wich Their Husbands Knew About 

Women?) 这大概是他所出版少数有关婚姻方面的书籍﹐他的专业
是儿童心理学。许多女人的痛苦是自卑感重(low self-esteem)﹐更
不要说当先生有婚外情了。在这种痛苦之下﹐连去死的心都有
了。女人比男人有一点强处﹐就是愿意找人说出来。教会有人专
门去帮助她﹐和她祷告。劝慰她的人就带领她读人如何改变? 

(How People Change?) 信徒和非信徒一样﹐都需要福音﹐人在痛
苦中特别经历福音的宝贵﹔这位姊妹知道了﹑并经历了主这样爱
她﹐是她身为神的儿女何等尊贵的原因。 

 先生怎么办﹖先生居然也是受过洗的人﹐号称为基督徒﹐真
的假的只有神和他自己知道了。她主动和先生摊牌了。她并不要
离婚﹐但是她要求先生做人真诚。如果他真觉得不再爱她了﹐喜
欢野花﹐那么就请自便去了﹐不用再彼此折磨﹔否则悔改回到她
的怀抱里。这个男人想要里外通吃﹐天下那有这么好的事﹖妻子
跟她摊牌了﹐只能选一边。其实他虽然糊涂﹐但还有一点清楚﹐
就是第三者并不跟他认真﹐只是跟他玩玩﹐而他不想失去他的儿
女﹑他的家。 

 这位姊妹最大的利器就是祷告﹐她常把先生带到主的宝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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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求主挽回他的心。她也明白直爽地告诉先生要敬畏神﹐不
要落在祂的管教之下。就在先生还三心两意﹑不明快作成决定之
时﹐有一天夫妇俩人在开车﹐遇上一个大车祸﹐车全毁﹐太可怕
了﹐感谢神的保守﹐人得保全。这位男士在神管教之下回头了。 

婚爱向神贷款 

 我们不要一味地看到救赎祭里只有神的慈爱之面向﹔不﹐也
有神的公义之面向。在救赎中神的慈爱与公义二大属性是并行的
(参罗3.24-26)。 

 有一位姊妹到教会来聚会﹐她心中的痛苦只有主知道。她为
什么来﹖没有人找她来﹐她住在社区很久了﹐有不少教会的朋友
们﹐当然也知道教堂在那里。为什么自己来了呢﹖她终于想起神
了﹗毕竟她在教会学校读过书﹐知道耶稣的名字﹐于是在她最无
助时﹐她来投靠神。「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诗25.3a) 当她
受苦时﹐姊妹淘有人劝她﹐这样的男人离了算了。但她不愿﹐毕
竟有三个小孩﹐都还在中学﹐而且这个婚姻以往有很坚实的爱情
基础的。 

 你们听过一种「婚爱存款说」没有﹖顾名思义﹐婚姻就像存
款﹐你今天要不断地存入﹐那一天要提款时﹐不至于崩盘。那么
对于仁至义尽的婚姻﹐这种说法不啻于叫人离了算了。这种说法
在华人教会界还颇流行。不对﹐难怪它不能帮助人真正解决婚姻
中的疑难杂症。 

 让我们回到救赎祭。在婚姻痛苦中﹐谁的爱会够用﹖谁不想
快刀斩乱麻﹐长痛不如短痛﹖然而﹐什么是圣经的婚姻观﹖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 

这不只是神给祂的儿女的观点﹐也是天下终成眷属有情人的诫
命。当婚姻发生困难时﹐怎么办﹖用爱。爱不够怎么办﹖对方从
前都没好好爱我﹐现在出事了﹐叫我怎样还忍受他/她呢﹖有办法
﹐贷款﹗向神贷神的爱来忍受对方﹐因为「爱是恒久忍耐」(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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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a)。 

 方才提及的这位姊妹她真能忍﹐她不听旁边好友的声音﹐
忍。细节我真不忍说。神看见了没有﹖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慈爱
又怎样﹖又公义﹗神看她的先生看不看得过去﹖当然看不过去。
祂要出来主持什么﹖公道。何时主持﹖就在小三对这个男人说爱
得不得了的时候﹐男主角在他的事业及人生鼎盛时﹐突然发现得
了癌症。小三一听说有这事﹐立刻怎样﹖从人间蒸发了。剩下的
是谁在痛苦﹖那一位所谓的丈夫。他立刻就明白谁真正爱他﹐也
明白什么才是真爱。 

 我们方才说那位姊妹爱先生爱不足﹐后来的爱又是怎么来的
﹖向神贷款来的。好了﹐现在婚姻危机解除了﹐这一大笔贷款要
不要连本带利归还﹖当然要。谁来还﹖当然是先前制造痛苦者－
先生。怎么还﹖向神悔改归主﹐并且日后好好地爱神﹐终生爱妻
子。 

神必悦纳我们 

 教会八月洗礼时﹐我们听到许多奇妙的悔改归正的见证。这
些都是十架恩典的爆发力﹐藉此神对我们说﹐「我必悦纳你
们。」(结43.27b) 你们想不想将十字架的爆发力从你们身上爆发
出去﹖请你们好好思想﹐来主日学受训﹐学习真道﹐装备自己﹐
为主所用。要羡慕成为十架福音的爆发者。 

十架的永远性 

 有一位传道人﹐今年春天过世了﹐九十多岁。大约不到十年
前﹐他第三次到NJ州美门教会讲道。(其实我在大学时就认识他
了﹐他常来台大团契讲道。) 这回讲道里他讲到了一个十分奇怪
的思想﹕三位一体是权宜之计﹐是神在时间内为了创造与救赎而
有的作法﹐因此一位神就变为三位神了。等到那天宇宙都得蒙救
赎时﹐三位神又要归一成为一位了。 

 这是古代亚流异端的变种﹐在学术上叫做functional tr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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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不说﹐对那位先生而言﹐十架不是永远的﹐只是救赎的权宜
之计罢了。然而﹐十架的功效是永远的(启1.6, 18, 5.13, 7.12, 11.15, 

22.5等)﹐加略山的牺牲只是救赎的开始﹐它的果效要存到永远。
启5.6说这位羔羊像是才被杀过的﹔你怎么知道呢﹖因为祂的身上
带着永远的伤痕－头上的荆棘伤﹐手上脚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
伤。复活的耶稣呼召多马伸手来触摸主的钉痕(约20.27)﹐不只是
主在复活后四十日还在地上之所为﹐将来在永世里﹐当我们与祂
面对面时﹐祂或许仍乐意我们去触摸祂的钉痕﹐因为没有比祂的
钉痕更能诉说祂对我们牺牲的大爱。祂的钉痕是永远的﹐祂的十
字架也是永远的。 

 人生能活几年﹖一百岁好不好﹖你几岁信主﹖信主以后又几
岁开始爱主﹐这样算下来﹐你一生多少时间用来认识神﹑爱祂﹖
你知道祂的爱有多少吗﹖以弗所书3.18说基督的爱是「阔长高
深」的﹐你一个人体验不足﹐要和众圣徒一同来体验﹔一代领会
还不够﹐要历世历代的圣徒一同来领会。还不够﹐要品尝祂直到
永远﹗人性的堕落有多深多黑﹐你有自知之明吗﹖感谢神﹐基督
的十字架的救赎存到永远﹗ 

十架的宇宙性 

 歌罗西书1.20有非常惊人的启示﹕「既然借着祂在十字架上
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祂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十字架全宇宙性的威力﹐常是西方(拉丁)

教会未重视的﹐可是东方(希腊)教会所著力的。希伯来书9.23-24

说﹐耶稣的血的效力﹐把天上都洁净了﹗ 

 歌罗西书3.11b是怎样举荐耶稣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
一切之内。」(ἀλλὰ [τὰ] πάντα καὶ ἐν πᾶσιν Χριστός.) 这个充
满显然是透过十字架的救赎的。新约怎样定义教会﹖最好最到位
的定义是在以弗所书1.22-23﹐ 

1.22[神]又将万有服在祂[基督]的脚下﹐使祂为教会作万有之
首。1.23教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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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西1.19, 2.3, 9-10) 

在神的眼中没有个人的基督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神有一个
永旨﹐就是要使我活在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之内﹐而且和众
弟兄姊妹一同建造在一起﹐彰显基督的丰满﹔这才叫做教会。教
会是神的器皿﹐神要将祂的丰盛透过教会充满到整个万有。 

 气象学家Edward Lorenz在1979年底说﹐「亚玛逊河的一只蝴
蝶振动翅膀﹐可以引起Texas州的一场龙卷风。」我们千万别小
看自己﹐ACCCN不只是一个建立在亚特兰大北郊的教会而已。
你相信吗﹖我们蒙恩了﹐在Johns Creek周三祷告会时同心祷告﹐
神可以借着我们小小翅膀的振动﹐在世界别处﹑在宇宙各地掀起
一股属灵的龙卷风﹗因为十字架的恩典威力是宇宙性的。 

永远高举十架 

 面对我们心中的「邪淫」和「碑柱」﹐神为我们兴起祭坛﹐
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的基督﹔那么﹐我们面对祭坛十
架﹐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胡麦塔的奇迹 

 监狱团契的负责人寇尔森有一次到巴西圣荷西(São José dos 

Campos)的监狱参观访问。这是个很有名的监狱﹐被称为「胡麦
塔」﹐它的再犯率只有4%﹐相对于巴西一般者的75%。「胡麦
塔」(Humaitá)有730名犯人﹐可是却只有两名全职管理员﹐其他
工作都由受刑人自由选择承担。每两个囚犯成为一个小组﹐彼此
负责。每个主日全体囚犯都参加主日崇拜﹐周间有两个晚上还有
圣经学习课程。这个「胡麦塔」监狱﹐外表看起来与一般普通监
狱没两样﹐里面草木扶疏﹐就像一间学校。每一间狱室窗明几净
﹐每一个受刑人都面带微笑。 

 当寇尔森一行人参观到最后﹐接待的领班说﹕「待会将看到
他们的『单独酷刑室』」。经过长长的走廊﹐他再次强调﹕「这
间『单独酷刑室』很久没使用了﹐里面只有一个囚犯。」领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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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插入大铁门﹐突然停下问：「你们真的要看吗？」终于﹐领
班慢慢打开了铁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具囚犯们用手雕刻﹐精
美硕大的十字架﹐以及挂在上面的死刑犯－耶稣。「祂在为我们
所有的罪犯受刑坐牢。」领班哽咽地说﹐「监狱里所有的犯人入
监以后﹐都要来到这间特别的酷刑室。凡是看过那位为他们受刑
坐牢者﹐几乎整个人都改变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他
们在这间酷刑室里﹐看过那位代他们受刑坐牢的耶稣以后﹐良心
没有不大受震撼而澈底改变的。 

 你来到十架祭坛前﹐用手抓住其上的角吗﹖角上有耶稣为我
们所流的救赎的血﹗ 

为我你做什么﹖ 

 新生铎夫伯爵(Nic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1700~1760)为
祖母养大﹐承袭了她的敬虔主义﹐十岁到十六岁就读于富朗克所
设的学校。1715年首次领受圣餐时大受主爱激励。1716~1719在
威腾堡学习法律。1719年旅行到Düsseldorf时﹐在美术馆里看到
了Domenico Feti (1589~1623)的绘画﹐Ecce Homo。其画下写的一
句话﹐使他大受感动﹕ 

Ego pro te haec passus sum; Tu vero quid fecisti pro me? 

为你我受这苦﹐为我你今做什么﹖ 

他是贵族﹐承受了不少产业。后来他欢迎了在莫拉维亚(捷克)大
受逼迫而亡命天涯的弟兄们﹐住入他的庄园﹐建立了莫拉维亚教
会﹐并成为18~19世纪的族群宣教奇迹。 

 你尝过基督救赎的爱吗﹖为祂你舍下什么呢﹖4 

2018/10/21. ACCCN 

                                                 

4 Francis R. Havergal在她23岁那年不经意地写下了为你﹐我舍生命(I Gave My 

Life For Thee, 1859)一诗。几乎每本诗本都收集(Hymnary 297)。Sankey所记的

诗歌故事﹐可参cyberhyman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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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求主使我近十架(Jesus Keep Me Near the Cross.) 

1 求主使我近十架 在此有一宝泉 

医治活水无代价 流自加略山巅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夸耀 

等我被提到天家 生命河旁倚靠 
2 前我战兢就十架 得蒙爱怜宽饶 

明亮晨星的光华 在此仍将我照 
3 哦主当我近十架 示我以其情景 

在你十架荫庇下 天天助我前行 
4 就近十架而儆醒 时时信靠瞻仰 

直到被提得上升 永远见主面光 

Jesus Keep Me Near the Cross. Fanny J. Crosby, 1869 

NEAR THE CROSS 7.6.7.6.Ref. William H. Doane, 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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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释经讲道下卷﹕神的荣耀回来了 

第十一篇  以圣洁的妆饰敬拜神 

 

读经﹕以西结书44章 

诗歌﹕我已得佳美信息(I've Believed the True Report.) 

荣耀再度充满(44.4-5) 

 以西结书到了末了这一大段﹐读起来是令人振奋的。第四十
章峰回路转﹐神的灵将先知提起﹐在灵界里叫他看见新圣殿的异
象(40-42章)﹔不只如此﹐更看见神的荣耀回来了﹐充满在新圣殿
里﹐而且这殿的中心乃是祭坛(43章)。 

 从44章起到46章结束﹐我们看到圣经将焦点放在新圣殿中的
两班人－祭司及君王－身上﹔他们是事奉神的人。没有神的荣耀
﹐圣殿是空洞的﹔同样的﹐没有事奉神的人﹐圣殿也失去了意
义。「第40-42章空洞的圣殿结构群如今变活了。最重要的是耶和
华了祂的新家。」1 

 我们在圣经里﹐很少像在以西结书第44章听到神的急迫的﹑
近乎不耐烦的声音。圣经上有大多数的地方﹐都是神在为我们说
话﹔可是在这章里﹐我们读到罕见的一段﹐神在为祂自己说话﹗
说什么话呢﹖神要求的不多﹐神要一班忠心的祭司﹐在祂面前事

                                                 

1 Leslie C. Allen, Ezekiel 20-48. WBC. (Word 1990.)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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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祂。2 

 可是我们再思想一下﹐为什么神要回到以色列人中间﹖因为
祂先前曾弃他们而去。现在祂回来了﹐先知们的千呼万唤﹐神的
百姓的翘首盼望﹐祂终于回头了。 

 在这章里仍旧是由那位铜人使者在导引先知。由于外院的东
门已经关闭了(44.1﹐参40.6)﹐所以他们是由北门进入外院的﹐来
到圣殿前。在这里﹐先知再度经历他先前在43.1-5所看见的荣
景。44.4的语汇与43.3, 5者极其相似。44.5也与40.4相似。3 我们
在第43章的荣耀充满中﹐看见了圣殿的异象﹔现在我们在第44章
的荣耀充满中﹐则看见了神要建立祭司国度的心意﹗注释家
Daniel I. Block甚至称以西结扮演「新摩西」(“neo-Moses”)的角色
﹗4 

 早在出埃及记里﹐当神把祂的百姓在三个月后领到西乃山下
时﹐祂就启示他们祂最崇高﹑永远的心意是什么﹕ 

19.4…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19.5如今你们若
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
民…19.6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同样永旨的声音又出现在这里。在这章里﹐我们不但看见神的荣
耀充满祂的圣殿﹐我们也听神的启示充满其中。5「这是主耶和华
说的」一语在此出现三次(44.12, 15, 27)﹐「(主)耶和华…说」则

                                                 

2 Daniel I. Block将本章分为四段落﹕44.1-3,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Outer gate; 

44.4-31, Regulations Regarding Temple Service. 在第二段下又细分为﹕44.4-6a, 

Preamble; 44.6b-8, The Problems of the Past; 44.9-16, The Solutions for the Future; 

44.17-31, The New Zadokite Order. 见Daniel I. Block, Ezekiel 25-48. NICOT. 

(Eerdmans 1998.) 613-637. 

3 Block, Ezekiel 25-48. p. 619. 

4 Block, Ezekiel 25-48. pp. 616-617. 

5 Block, Ezekiel 25-48. p.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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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四次(44.2, 5, 6, 9)。这里真是﹕ 

到处荣耀  到处光明  到处是你  到处是神6 

让我们与先知以西结一同俯伏在地来敬拜﹐并领受信息。 

神家当够了吧！(44.6-8) 

 当祂回到千万百姓中间时﹐祂第一个工作是做什么呢﹖其实
这个答案从一开始就有了﹐因为当神的灵将先知带到异象中的新
圣殿时﹐他就看到一位特殊的使者﹐铜人﹗手拿麻绳和量度的竿
(40.3﹐参启11.1)。这位铜人一路在量度新圣殿里各处的尺寸
(43.10)。当神的荣耀一回来时﹐祂就指出祂要除去属灵的邪淫和
自高的碑柱(43.7)。 

 我们的观念是当一切渣滓都清干净以后﹐主才回到祂的百姓
中间﹐教会才得以复兴。可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却是﹐主权全然
在于神﹐当祂要复兴神的家时﹐祂的荣耀就回来了﹐教会就复兴
了﹐然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才是清除属灵的污秽﹔教会历史也证明
如此。先知所面对的绝非荣美圣殿的乌托邦﹐而是有罪的现实世
界﹐和我们今日一样。「悖逆之家」(6)在本卷书前面出现过八次
(2.5, 6, 8, 3.9, 26, 27, 17.12, 24.3)﹐在末了的40-48章只在此出现一
次 

 因此在神回到祂的百姓中间后﹐祂说了一句重话﹕「以色列
家啊﹐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什么叫可憎的事呢﹖
可憎的事有甚于罪恶的事。可憎的事是指伤害了神的圣洁﹐叫神
没办法再忍受的事﹔神只有一走了之﹐离弃祂的百姓﹐当然包括
祂的圣殿。在第6-9节这里﹐神指出三件可憎的事﹕(1)容许外邦
人进入圣所﹐(2)背弃恩约﹐(3)容许他人在圣所看守圣物。这些事
原来的祭司们做得太多﹑太过份了﹐神的圣洁不能再忍受﹐因此
神选择离去。现今当祂决定回来﹐祂第一件事就是要告诉祂的百

                                                 

6 诗歌「哦主耶稣当你在地」(圣徒诗歌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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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这些可憎的事﹐你们当做得够了吧﹐停在这里。不但不能再
做﹐而且你们要澈底悔改。「我的耐心已经用完了。」这个底线
神很清楚地告诉祂的百姓﹐绝对不可再次逾越。 

审判神家起首(44.9-14) 

 神回到祂的百姓中间﹐这是我们高兴来不及的事﹐但另一面
我们要及早警惕自己﹐祂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也要圣洁(参利
11.44-45, 19.2﹐彼前1.16)。或许我们觉得以西结书44章的内容指
的不是我们﹐乃是利未祭司。(本章受到责备者不只是利未人﹐而
且是其中的祭司。) 不错﹐神在这里确实是在指责他们﹐因为过
去神之所以弃以色列而去的最关键原因﹐乃是祭司团堕落了。7 

当神的百姓走迷时﹐他们不但没有发挥功能﹐传讲神的真理﹐把
他们挽回﹐反而先是远离神﹐然后与百姓们同流合污﹐随从时代
的偶像。这样的罪不只是自己犯罪﹐同时也是陷神的全家于不
义。 

 那么这些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因为在新约时代我们
都是祭司﹐不但是祭司﹐而且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在神的眼目中
﹑心坎里﹐是何等地尊贵。信仰绝对不只是只顾个人的救恩与否
﹐它同时牵涉到教会的全然圣洁。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参林前
3.16-17﹐弗2.21-22﹐彼前2.5)。当我们重生了﹐神不但住在我们
每个人的里面﹐而且祂更住在教会里。每个人自身固然要圣洁﹐
全教会在神面前也是一样。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百姓全体都是蒙召做祭司的。可是在
西乃山下当他们犯了拜金牛犊之罪时﹐神放弃了众支派﹐只呼召
利未人前来服事祂。这是本章经文的背景。 

 可是在新约教会时代因着圣灵的工作﹐神的永旨恢复了﹐在

                                                 

7 如果我们用绝望线(The Line of Despair)的观念来领会这件事的话﹐我们可以

说﹐当祭司团居然都堕落时﹐那个族群的文化也就踰越了绝望线了。参Francis 

A. Schaeffer, The God Who Is There. Work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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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百姓中不再有圣俗之分﹐都是君尊的祭司﹐人人都可以﹑也
都应当前来事奉主。「众徒皆祭司」是五百年前宗教改革时的理
想与战号﹐(甚至是更早一世纪的胡司﹐或再早的威克里夫所揭橥
的真理﹐) 它是我们与天主教之间最大的分野之一。因此﹐今天
在教会时代谁当负责守卫圣洁﹐叫神可以欢然住在教会之中呢﹖
你和我﹑即教会中的每一个真正重生归主的人。 

 神也不再静默了﹐祂会三不五时起来审判祂的家﹐叫那些不
能尽职的基督徒﹐受到神的警告﹐好起来追求圣洁﹐叫神可以持
续安住在我们中间。成圣不只是信徒个人的必修功课﹐同时也是
教会整体的神圣责任。 

 在以西结书44.9-14里﹐我们看到那些祭司因为失职﹐受到了
神的惩罚﹐神说﹐「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
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
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44.13)  

 今日我们会爱神﹑追求主﹐其实都是主的怜悯﹐因为祂在吸
引我们。如果神放手了﹐不再吸引我们了﹐就算祂不惩罚我们﹐
我们就已经落入十分可怜的光景里了。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有一段话是讲到神如何审判祂的儿女﹐
我们最好趁着还有今日﹐好好读一读﹕ 

3.11…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
根基。3.12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
造﹐3.13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3.14人在那根基上所
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3.15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
过的一样。 

这段启示上文下理都指明保罗是在讲建造在教会里的各人的工程
(ἔργον)。没有个人基督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内
的一员﹐所以我们的工程总是和旁边的各肢体有千丝万缕﹑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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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关系。因此﹐教会生活何等重要﹐千万别以为我们自己关起
门来有多爱主﹑多圣洁﹔我们的光景一定要在教会﹑社会﹑家庭
生活中实际试验﹐才知道我们到底牢靠不牢靠。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31-46那里﹐用绵羊与山羊的比喻﹐来
阐明将来的审判。绵羊代表往永生里去的人﹐而山羊代表往永刑
里去的人。主怎么区分﹖用约翰福音3.16﹐像我们传福音时那样
﹖不﹐主区别一个人信仰的真伪不是用口中的承认﹐而是用他在
爱中在饿者﹑渴者﹑客旅﹑弱势者﹑病人﹑囚犯等人所做的工作
来判定﹗爱人是一个人是否得救成圣最大的标记。 

 我们得再强调﹐在教会身体里的事奉何等重要﹐它不是神的
儿女的选项﹐乃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必有的特征。玛拉基书3.16-

18说﹕ 

3.16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记
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祂名的人。3.17万军
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
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服事自己的儿子。3.18那时你们必
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事奉神的和不事奉神的﹐分别出
来。」 

神怎样区分敬畏耶和华的人呢﹖看他的德行以及事奉来区分的。 

自洁贵重器皿(44.15-27, 29-30) 

 在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的荒凉岁月里﹐仍旧有忠诚的祭司撒
督家族之子孙﹐看守圣所﹐献祭服事﹐点亮圣殿里的金灯台。8 

他们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同流合污﹐在最黑暗的世代为主站
住。因此当神再次回到锡安时﹐就呼召撒督族人继续祭司的职份
﹕「4.15b他们必亲近我﹐事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

                                                 

8 在所罗门要接王位之前﹐祭司亚比亚他参与政争﹐投效亚多尼雅(王上1.19)﹐

被大卫王废弃了(2.26-27)。撒督取得了祭司的职位(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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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44.16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
我的桌前事奉我﹐守我所吩咐的。」 

 主不但再次呼召他们﹐而且在这新圣殿时代担任祭司的职份
﹐主有更为严格的要求﹐44.17-27, 29-30提及七个「不」﹕不可
穿羊毛衣服(17)﹑不可剃头(20)﹑不可喝酒(21)﹑不可娶寡妇(22)

﹑不可从俗(23)﹑不沾死亡(25)﹑不吃自死物(31)。9 这些规矩在
摩西五经里并没有﹐可以说是新规矩。时代变了﹐祭司的等次变
动了﹐自然他们事奉神的心志也更为坚强。总合来说﹐利未体制
下的祭司是血统性的﹐而以西结新圣殿的新次序下者﹐是属灵的
﹐是出自甘心乐意的﹐一言以蔽之﹐他们可说是拿细耳人﹐归耶
和华为圣(参民6.1-21)。10 

 这群撒督族的祭司们得以事奉神﹐与其说是出于他们天然的
血统﹐不如说是出于他们属灵的献身。一方面是因着他们的甘心
乐意﹐另一方面则是因着圣灵内在的工作。 

 在先知以西结同时代﹐利甲族人为着信仰做了美好的见证﹐
特别为神褒扬他们秉持拿细耳人的精神﹐丝毫不为世俗所迷惑﹐
而且拒绝其试探(耶35章)。11 一个人是否为神所重用﹐在人这边
有他当尽的职责﹕ 

                                                 

9 44.17-18的「不可…出汗」或许可由申23.9-14来领会。参Iain M. Duguid, Eze-

kiel. (Zondervan 1999.) 503. 

10 John B. Taylor, Ezekiel. Tyndale. (IVP, 1969.) 272. 作者说﹐这些叙述令他想

起民数记第六章的拿细耳人条例。John Peter Lange的看法与Taylor者一样﹐见

Lange’s Commentary on Ezekiel & Daniel. 1869. ET: 1876 by Philip Schaff. (Re-

print by Zondervan.) 416-417. 

 注释本卷极详细的Daniel I. Block却从头到尾都不提拿细耳人的条例﹐只

认定这是利未人之事。C. F. Keil的讨论也十分长﹐看法和Daniel I. Block者一

样。 

11 代上2.55将利甲家族上溯到基尼人﹐那么他们应是民10.29-32所记载之何巴

(米甸人)之后裔﹐参士1.16。ISBE (1988)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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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
重的﹐有作为卑贱的。2.21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
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
后2.20-21) 

所谓合乎主用﹐意味着他可以亲近神﹐侍立在祂的面前。 

主是我的基业(44.1-3, 28) 

 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它一起头时﹐先用三节论及君王享有的
特权及享受。12 我们从神起初的心意来看﹐明白了神在此刻意要
突显「君尊的祭司」(参来7.11-28﹐彼前2.9)。西敏士小教义问答
的第一问答﹕ 

WSC Q1: 人生主要的目的为何？ 

WSC A1: 人生主要的目的是为着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祂。 

在新约的眼光下﹐坐在东门门廊内享受神的君王﹐13 与圣殿内事

                                                 

12 结44.1-2说东门关闭了﹐原因是耶和华已经回来了。那么第三节又说君王

「必由这门的廊而入…而出」﹐是指东门吗﹖是的﹐参见NIC的圣殿构造图表

﹐我们会清楚多了。经文的意思应是这样﹕外院的东门关了﹐但是君王可坐在

门廊内享受祭物﹐但他不是由外院东门走入﹐而是由内院走入其门廊。46.1-8

讲得比44.3更清楚﹐君王是在安息日及月朔从内院东门进入其门廊﹐在那里敬

拜。但享受平安祭应是在外院东门门廊内。君王进出外院东门门廊﹐应该是由

其北门和南门(44.9-10)。关乎新圣殿的构造﹐见40-42章﹐46.19-24﹐NIC有十

分清楚的图表﹐见Block, Ezekiel 25-48. pp. 508-509, 572-573。我不同意John B. 

Taylor所说的﹐44.3的君王之进出东门﹐是44.1-2的例外﹔见Taylor, Ezekiel. 

270. C. F. Kei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Daniel & Ezekial. 1864~1865. 

(Reprint by Eerdmans, 1980.) 9:2:303-304. 作者提出十分冗长的讨论﹐最后他的

结论是君王可以例外进出东门﹐和John B. Taylor一样。 

 君王要献祭一事﹐显示结40-48章绝非一些注释家所说的千年国度时的圣

殿及祭祀。祭祀的事仍在显示先知仍在旧约的光中看事情。我们应当用旧约语

言来领会本卷论及敬拜之事。 

13 结44.3及本卷许多处用יא ש  -一字﹐和合本译作「王」。清教徒William Green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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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神的祭司﹐是同一班人﹐他们是君尊的祭司。 

 这一班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为神的自己是他们的基业
﹐当然这是属灵的产业﹐它们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
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前1.4) 

不乃成圣秘诀 

 最后我们要问﹐这章经文长达31节﹐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
﹖神如今回到祂的百姓中间﹐住在圣殿内﹐我们就是神的殿﹐神
的荣耀充满在我们中间。因此﹐神进一步要呼召亲近祂﹑事奉祂
的祭司团﹐44.15说这班人向神绝对忠诚﹐永远守住神的圣洁﹔十
诫在他们身上是活泼新鲜的。－这点是本章的焦点。 

 44.17-27, 29-30提及七个「不」﹐是这班人追求圣洁的秘诀
﹕不。一字真言。 

不可说得太迟 

 试探随时来袭﹐该说不时﹐千万不可太迟。以下是我读来的
一个故事﹕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Brian伸手去接。「Hello﹗」电话那
头传来熟悉的女人声音﹕「今天下午三点可以见个面吗？」他心
中一凛﹐有点厌烦﹐两道浓眉不禁蹙起来。那个时间他已经和妻
子约好去学校看女儿的管弦乐团演奏﹐何况…他并不认为应该再
跟她见面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闪过一个念头﹕「今天
就跟她做个了断吧！」打定主意﹐他轻轻呼了一口气﹐对着话筒
说﹕「Rebecca﹐我想跟妳谈谈…。」 

 然后﹐他打电话回家告诉妻子Lisa﹕「Honey﹐很抱歉﹐我下

                                                                                                                   

hill以为是指大祭司﹐他乃基督的预表﹔他也以为大祭司可以例外地进出已关

闭的东门。见Greenhill, An Exposition of Ezekiel. 1645~1667. (Reprint by BOT, 

1994.) 800. 我对他的讲法不以为然﹐不符合经文本身之叙述﹐而且作者多处十

分在预表及灵意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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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要开会﹐妳自己去学校看[女儿]Collin演奏吧！」 

 Rebecca是他过去的女同事﹐大学毕业不久就进了他工作的
单位﹐初入社会什么都不懂﹐盯上公司里资深又帅气的他。起初
他们只谈公事﹐她不懂﹐他教她。但不知从何时开始﹐话题渐渐
涉入生活领域﹐她没车﹐他开车送她回去﹔她孤单﹐他陪她吃晚
饭…。就在他们的关系一步一步越走越深﹐也越来越危险时﹐一
场金融海啸把美国企业搅得天翻地覆﹐公司大裁员﹐她年资浅﹐
就被裁掉了。 

 也好。Brian打定主意要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不料
Rebecca仍常常打电话来﹐想跟他重续旧好。他在电话里拒绝过
几次﹐她仍不死心﹔这次﹐他盘算着﹐就把话当面说清楚吧﹗他
不想在罪恶感中过日子﹐他仍爱着他的孩子和妻子…。 

 表演完了回家途中﹐Collin嚷着要吃冰淇淋酬劳自己的演出
成功﹐于是妈咪Lisa把车子开到购物中心停车场。下车后Collin即
兴奋的问﹕「爹地也要来吗？」「不﹐亲爱的﹐」Lisa回答女儿
说﹕「爹地在公司开会﹐走不开。」「可是﹐」Collin指着前方
不远处﹕「那不是爹地的车吗？」Lisa一楞﹐马上掏出手机拨
话。「你在哪里？」她焦急地问手机另一头的他。「Honey,」
Brian声音低沉地说：「我正在开会﹐现在说话不方便…」正说着
﹐他猛一抬头﹐车窗外站着一脸怒容的妻子﹐正瞪着他身边年轻
貌美的女人。他想解释她所看见的一切﹐但一切都太迟了。14 

 这个故事的标题是「离婚的故事」。男主角该说的「不」说
得太迟了。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不」﹐是你今天应该要说的
﹖我们该说不时﹐就要立刻说﹐切切不可迟延。 

一生留下三不 

 威廉．博得恩(William Whiting Borden, 1887~1913)是一位要
                                                 

14 黄彦琳写于2009年3月17日。取自网路「黄彦琳的工作坊」。男主角的名字

Brian是我为叙述方便另起的。这个故事看起来是十分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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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却没有踏上中华大地的宣教士﹐他一生只活了26岁﹐十分
短促。但我一点不疑惑﹐将来在永世的圣殿里﹐他肯定是一位极
其被神宠爱﹑亲近祂的一位祭司。他留给普世教会的﹐是三个宝
贵的「不」字。 

没有保留﹑没有退缩﹑没有后悔 
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 

这三个不字﹐说尽了本章经文的秘诀﹕不。 

 博得恩出生于敬虔又富有的家庭﹐从小爱主﹐1904年高中毕
业﹐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让他环游世界。他将近一年的时间走遍
各洲﹐看到的是什么﹖最贵重的东西﹐人的灵魂﹐而且他们尚未
归主﹐因此他决定献身传道﹐朋友都惊讶不已﹐但他在圣经的底
页写下： 

「没有保留」(“No Reserves”) 

他在日记上写道：「向自己总说不﹐向主总说是。」还写了这段
话：「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宝座和一个十字架。假若基督坐
在宝座上﹐自我就钉在十字架上。倘若自己﹐纵使是千分之一的
自己﹐坐在宝座上﹐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1905年他进入耶鲁大学读书﹐在校四年竭力事奉。其间曾在
退修会上借着宣教士Samuel Zwemer﹑听到了神给他的呼召﹐到
中国甘肃回民区传福音。大学毕业后﹐他进入Princeton Seminary

装备自己﹐于1912年底先往埃及学阿拉伯语及可兰经。他却不幸
于1913/3/21在开罗感染上脑膜炎﹐4/9就过世了。母亲赶到医院见
了儿子最后一面﹐她这样说：「当我看见William时﹐他虽然受了
极大的痛楚﹐但是他已经变成了基督的形像。他的唇颌长满了胡
须﹐面部轮廓也变形﹐我几乎都不认识他了…可是神透过苦难﹐
使威廉的生命变为无比的美丽。」 

 葬礼之后﹐同学在威廉的圣经底页﹐发现他在1913/3/21﹑即
诊断得了脑膜炎的那天﹐又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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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退缩」(“No Retreats”) 

一语﹔在逝世(4/9)之前几天再加上了﹕ 

「没有后悔」(“No Regrets”) 

 威廉生前留下遗嘱﹐将他所继承的约一百万美元的钱财分作
四份﹐全数捐出﹐其中一份是捐给中国内地会。内地会用这笔钱
在兰州盖了「博得恩纪念医院」﹐是当时西北边区惟一的医院﹐
以服务当地的回民。然而他留下来最贵重的遗产是他奉献的心志
﹐正如戴存义师母(Mrs. Howard Taylor)在博得恩传记上说的：
「波顿早把自己献上给神﹐在这奉献中﹐绝对没有保留﹐没有退
缩﹐没有后悔。」 

 诸位﹐你呢﹖ 

2018/12/2. ACCCN 

祷告 

我已得佳美信息(I've Believed the True Report. H285) 

1 我已得佳美信息 哈利路亚归羔羊 

我已从外院经过 哦 荣耀归于神 

一切献耶稣脚前 藉祭坛我已成圣 

对罪死我能夸胜 哈利路亚归羔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裂开幔子我已过 

这里荣耀不败落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 
2 我要从外幔经过 哈利路亚归羔羊 

神亮光在此蕴藏 哦 荣耀归于神 

藉宝血我能进入 至圣地何等光明 

敌权势全已失踪 哈利路亚归羔羊 
3 我是神君尊祭司 哈利路亚归羔羊 

藉宝血我得洁净 哦 荣耀归于神 

藉圣灵亮光权能 我今能终日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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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又圣洁之境 哈利路亚归羔羊 
4 我今活至圣境内 哈利路亚归羔羊 

我已从内幔经过 哦 荣耀归于神 

我已经成圣归神 藉宝血伟大权能 

主作我永远居所 哈利路亚归羔羊 

I've Believed the True Report. 

Charles Price Jones (1865~1949), 1908 

FLOYD 7.7.7.6.7.7.7.7.Ref. Charles Price Jones,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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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释经讲道下卷﹕神的荣耀回来了 

第十二篇  与主一同作王 

 

读经﹕以西结书45.1-46.18 

诗歌﹕要忠心(Be True.) 

神形像的基因 

 您有没有问过您自己﹕我是谁﹖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在
宇宙中存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今天归主了﹐我在世所扮演的
角色是什么呢﹖这一串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我是谁﹖」。本质
上来说﹐我们是「人」﹐是具有神的形像的人﹐因此要回答「我
是谁」的问题﹐最精辟的﹑或许说是惟一的答案﹐是在创世记
1.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
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
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于是神就照着祂自己荣耀的形像创造人类﹕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创造人﹐ 

 照着神的形像﹐祂创造了人﹔ 

 祂创造他们﹐有男有女。(创1.27) 

请诸位注意﹐创世记1.27不是散文﹐而是一首诗歌﹗神在唱歌﹐
祂太高兴了﹐因为祂在照着祂自己的形像造人。在创世记1.26的
启示里我们看见一件大事﹕人类的角色是祭司且君王﹐或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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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尊的祭司」﹐因为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的形像﹐同时我们又
代表神﹑来掌管宇宙﹐有君王的权柄。 

 因此﹐在先知的异象里﹐新圣殿主要有两种人﹕祭司(44章)

与君王(45-46章)﹐他们都是为着敬拜神而设立的。以西结书还在
旧约时代﹐启示的光尚不够明亮﹐到了新约就明光照亮了﹐原来
神的永旨就是要建立君尊祭司的国度(彼前2.9﹐启1.6, 20.6﹐参出
19.5-6﹐诗110.4﹐来5.6, 9, 6.20, 7.16-28)。在第44章﹐我们看到了
新圣殿的新祭司﹐现在我们在第45-46章来看新圣殿的新君王。 

正方形内乾坤(45.1-8a) 

 以西结书45.1-8a一共提及了三个与圣所有关的地业﹐它们合
起来是一个25,000肘的正方形﹐颇美丽的。在这短短的八节内﹐
「圣」字原文以两个同源字一共出现了13次之多﹗1 我们称这个
社区为金色的﹐也不为过﹐因为它的基调是圣洁的﹐被分别为圣
归给神的。2 

 第一区(45.1-4)可说是祭司区﹐是这个金色大社区的核心﹐叫
做圣供地﹐是25,000肘x10,000肘的长方形﹐东西向较长。此区居
中的是450肘平方的圣所﹐是至圣的﹐即前面所述之圣殿(2-3)。
环绕圣殿住的﹐是撒督祭司家族。 

 第二区(5)的大小与前者一样﹐它可能是在前区的北边﹐我们
可以称之为利未区。 

 第三区(6)可说是圣城区﹐是25,000肘x5,000肘的长方形﹐新
撒路撒冷城在中间﹐细节见48.15-20, 30-35。 

                                                 

ׁש 1 45.1x2 (「圣」供地﹑「圣地」), 2 (「圣所之地」), 3x2 (合为「至圣 :קֹדֶּ

的」), 4 (「圣」地), 6 (「圣」供地), 7x2 (「圣」供地)﹐共九次。ׁש ְקדָּ  45.3 :מ 

(「圣所」), 4x3 (「圣所」x2﹐「圣地」)﹐共四次。两者合计13次。 

2 参阅John B. Taylor, Ezekiel. Tyndale. (IVP, 1969.) 273. 在此有一图解﹐可助我

们领会45.1-8a的配置。在本信息的PPT之第八页﹐有一幅十分清楚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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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个正方形的左右边﹐延伸到地中海边或约旦河边的
地﹐可说是君王区。 

 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平行地分布在其北(七支派)和其南(五
支派)﹐秩序井然。 

 介绍完了这个正方形的社区排列后﹐神的启示就转向君王的
身上。先知以西结原来是由那位铜人导引他的﹐他被导引到圣殿
(44.4)﹐之后﹐他就停留在圣殿﹐一直到46.18。到了46.19﹐那位
铜人又出现了﹐将先知带到圣殿里最有趣的地方﹕祭司在内院的
厨房和利未人在外院的厨房。 

淊淊公义江河(45.8b-12, 46.16-18) 

 以西结书45.8b-12的经文说明了在神心中﹐君王的形像是什
么。君王是被神设立来管理百姓的﹐他确实是有神所授予他的权
柄﹐但是这个权柄惟独用于执行神的公义(ה קָּ 我们可以说君﹐(ְצדָּ
王的关切和祭司是相似的﹐只是方法与角色不同。在这两章经文
里﹐我们就可以看明君王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将十诫付诸实行。
执行神的公义其实就是将后六诫付诸实行﹐变成国家社会的政
策。3 

节制必备美德 

 在这里我们看到几件事﹕第一个是君王自身要洁身自爱﹐知
所节制﹐节制什么﹖节制他们手中的权力。「权力使人败坏﹐绝
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败坏。」(Lord Acton, 1834~1902) 早在申
17.16-20﹐摩西就告诫以色列人﹐身为君王者要戒权(不可加添马
匹)﹑戒色﹑戒财﹐他需要抄录一本律法书平生诵读﹐谨守遵行﹐
并在神面前谦卑地敬畏祂。 

 列王记上的春秋之笔曾花了一章长篇﹐细载恶君亚哈怎样强

                                                 

3 Daniel I. Block, Ezekiel 25-48. (Eerdmans 1998.) 654. 君王担任「较世俗﹑非祭

司的角色」。 



以西结书释经讲道下卷﹕神的荣耀回来了 

 - 138 - 

取拿伯的祖产﹐神差派了先知以利亚去斥责他「卖」了自己﹐并
宣达神要毁灭他的审判(王上21章)。 

 保罗晚年为主被囚﹐曾被巡抚腓力斯审判。但保罗在他面前
「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到一个地步﹐「腓力斯甚觉
恐惧」(徒24.25)﹗一个不节制权力的君王会「欺压…勒索」百姓
(8-9)。节制是为君者必备的美德。 

 一个懂得节制的人才会知足(9)。事实上神呼召人做君王﹐也
供应他的需要﹐并没有亏待他。君王家族也有他们的封地﹐就在
圣供地的两旁﹐也算是金色地带(45.7-8a, 16-18)。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篇下14)的话
很有道理﹐耶稣在马太福音里的话更巅覆﹕ 

20.25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
他们。20.26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作你们的用人﹔20.27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
20.28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
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弥迦书6.8是林肯总统的座右铭﹕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祂向你所要的是甚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君王要多谦卑呢﹖只要明白他们在神的心目中﹐乃是众人之仆人
﹐是最低微的﹐好好服事百姓就是了。 

施行社会公义 

 因为君王自身行得正﹐他才可以做到公义﹑公平﹑公开﹐将
国家资源合理地分配到百姓的身上(8)。以西结书45.10-12这段经
文很有趣﹐说明这位明君要怎样实行公义政治﹐就是制定公道的
度量衡﹔这样﹐社会上的买卖及税收等才不会有「强暴和抢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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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弊端。 

 先知弥迦曾斥责这类的社会不公事件﹕ 

6.10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 

 和可恶的小升斗吗﹖ 

6.11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 

 和囊中诡诈的法码﹐ 

 岂可算为清洁呢﹖ 

6.12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 

 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 

 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 

阿摩司这样抨击那些「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等奸商的强
取豪夺﹕ 

8.5e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戥子﹐ 

 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 

8.6好用银子买贫寒人﹐ 

 用一双鞋换穷乏人﹐ 

 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 

在先知何西阿的眼中﹕「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 

爱行欺骗。」(何12.7) 这些社会不公不义不平﹐正是这位明君所
要杜绝的。阿摩司热情洋溢地说出理想世界﹕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5.24) 

真的﹐「公义使邦国高举」(箴14.34a)﹐而君王或政治领袖正是实
现这个理想的人﹐将来末日审判这点也是他要受审的重点。 

带领全国敬拜(45.13-17, 46.1-15) 

 以西结书里的君王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带领全国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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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前四诫付诸实行。4 这点可能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不是说政教
分离吗﹖有四种政体﹕民主﹑贵族(精英)﹑君王﹑神治。圣经上
在神的百姓中的政体向来是神治的﹔那么在以西结书末了所刻划
的政体﹐可以说是基督教为主的神治政体。诗篇33.12说﹐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祂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当一个国家大多数百姓都属基督教信仰时﹐不论该国采取什么形
式的政体﹐其政治领袖起来用政府力量来实践前四诫﹐有什么不
可以吗﹖伊斯兰教实施神治政体﹐基督教国却自废武功﹐这在教
会历史上是件奇怪的事。 

 以西结书45-46章的基调仍是「主耶和华如此说」(45.9, 18, 

46.1, 16)或「这是主耶和华说的」(45.9, 15)﹐共出现六次。那么
一个基督徒领袖在一个以基督教为信仰的国家执政时﹐他的良心
要不要受到神的话语的拘束呢﹖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主要的宗
教时﹐当时担任凯撒的君士坦丁大帝﹐有没有责任出面解决困扰
教会界的神学争议呢﹖有不少人认为国君不可以涉入﹐古代教会
的前七次大会(325~787)都是由罗马皇帝召开的﹐只是大会的进行
君王们基本上是交由教会界的领袖们和神学家们处理的。 

 以西结书45.13-15可以说是百姓当向君王所纳的税负﹕麦子
等是1.6%﹑橄榄油是1%﹑羊是0.5%﹐当然这些是在百姓的十一
殿税之外﹐这样的负税实在很轻松﹗5君王征收了这些资源﹐其主
要的用处是在供应公众敬拜时的献祭之所需﹕每日晨祭(46.13)﹑
安息日的献祭(46.4-5)﹑月朔的献祭(46.6-7)﹑各样节期的献祭

                                                 

4 有人(如时代论者)认为以西结圣殿是千年国度时代的圣殿﹐这样﹐立刻引发

一个大问题﹐难道到了那时(假如真有千年国度)还需要献祭吗﹖按照新约救赎

已成的真理﹐利未祭祀体制已经过去了(来8.13)﹐那么这个圣殿并非字面之意

义者﹐而是灵意的。 

5 Block, Ezekiel 25-48. p.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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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5-25)。 

 君王并没有取代祭司的角色﹐他只是和祭司合作。他以身作
则代表国家敬拜神。46.13-15这小段换成了神对第二人称讲话﹐
难道突然之间神转换要以西结－他也是身为祭司－去施行每日的
晨祭吗﹖如果我们从第12节读下来的话﹐把这一小段当成神对君
王说的话也未曾不可。 

 君王献祭时﹐或为他自己﹑或代表全国﹐他有一个特权﹐就
是他可以进到内院东门﹐走到门框﹐对着祭坛献祭﹐当然仍是祭
司替他把祭物献到内院的祭坛上(45.18, 46.12, 2)﹐他就在门槛那
里匍伏敬拜。相形之下﹐一般的百姓只能在外院献祭﹐与在东门
门口外敬拜了。 

 在君王的献祭中﹐赎罪祭( הַחטִָּ אָּ )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45.17, 19, 22, 23, 25, 46.20)﹐赎愆祭(ם ׁשָּ 也出现在献祭(46.20 ,אָּ
中。君王知道最伤害使邦国高举公义的﹐就是他和百姓所犯的罪
恶了。箴言14.34b说﹐「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使罪人在神面前
得到救赎﹐其重要性不亚于在政策上施行公义。 

 1970年12 月七日那天﹐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 

1913~1992)赴波兰签订华沙条约。他同时到当地犹太人起义纪念
碑前去悼念献花﹐为纳粹德国二战期间所杀害的犹太人致哀。就
在他致哀时﹐他突然跪下去了﹐足足有半分钟之久。这惊天一跪
叫做「华沙之跪」(Warschauer Kniefall)﹐震动了世界各国﹐成为
日后德国与东欧各国改善关系的里程碑。勃兰特本人也因此在
197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华沙之跪当天晚上总理在答复记者询
问为何要跪时﹐他回忆道﹐「我当时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
圈是绝对不够的。」 (“Ich hatte plötzlich das Gefühl, nur einen 

Kranz niederlegen reicht einfach nicht!“) 

突显羔羊荣耀(45.18-25) 

 以西结书新圣殿有关节期献祭的处理﹐与民数记28-29章有明
显的不同。论及节期﹐摩西五经的利未制度有七大节期﹐记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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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记23.4-44和民数记28.16-29.40。在这里则提及﹕正月初一﹑
正月初七﹑逾越节﹑住棚节﹐七大节期只记下两个。(这不代表以
色列人不过那五个节期﹐而是说只有这两个在这里被强调。) 而
且焦点都放在逾越节上(45.21-24)。这些不同处是格外突显逾越节
的意义﹕ 

格外突显赎罪 

 第一﹐以前的过节是各家自行过节﹐如今变成君王带头过
节。换言之﹐逾越节的羔羊不仅是各人的救赎﹐也是神治国度的
救赎﹐它的范畴扩大了。6 

 第二﹐在过逾越节之前所提及的正月初一及初七的献祭﹐7 

其实都是为着正月14日的逾越节大日预备的。怎么预备呢﹖不但
用赎罪祭来洁净圣殿(45.18-19)﹐而且借着为百姓所误犯和愚蒙的
罪﹐再用赎罪祭来洁净圣殿(45.20)。不但是个人需要洁净﹐整个
圣殿更要洁净。 

 第三﹐原来在逾越节的夜晚将羔羊的血打在各家门楣﹑门框
上的象征动作﹐移到初一来做﹐而且不是打在各家﹐而是「抹在
殿的门柱上和坛磴台的四角上﹐并内院的门框上。」(45.19) 这点
似乎象征了神的百姓全体就是圣殿﹐借着血﹐神如今逾越了圣殿
了。 

 第四﹐原初的过节的焦点是放在借着羔羊的血﹐神的百姓
「逾越」了耶和华神的审判﹔如今则是将焦点放在国民的罪如何
借着赎罪祭﹑燔祭和素祭﹐得到洁净与赎罪。原来是我怎样逃过
一劫﹐现在是高举赎罪公山羊之血的功效。 

                                                 

6 参Block, Ezekiel 25-48. pp. 662-667. 

7 结45.20的和合本译文是按希伯来经文译﹐是对的。七十士译本作「七月初一

日」(和合本的小字)不适合上下文。若由45.18读到45.24﹐则知先知是在诉说

几乎整个正月的救赎与洁净的工作﹐所以「本月初七」的读法是既合符经文﹐

又合符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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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民数记28.17-25的连续七天之献祭的作法﹐在此保留
下来了。不过作法又有些不同﹕第一天﹐君王要为自己和百姓用
一只公牛作赎罪祭﹐这是以前没有的。其他七日的献祭大致类
似。 

两次历史记录 

 其实以西结书所启示的逾越节突显羔羊救赎特点一事﹐在希
西家王元年二月(代下30章)﹐和约西亚王18年正月(代下35.1-19)

都高规格地庆贺过逾越节。他们的庆贺精神与以西结书者十分类
似。在过节时﹐是君王在带领及吩咐﹐在供应大量的祭牲﹐甚至
是希西家为百姓做赎罪祷告﹐像极了祭司(代下30.19-22)。 

 以往吃无酵饼要与苦菜同吃的(出12.8)﹐可是希西家王的时
代过节共过了14日﹐结果是百姓「尽都喜乐」﹕ 

30.23全会众商议要再守节七日﹐于是欢欢喜喜地又守节七
日。…30.25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寄居的人尽都喜
乐。30.26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所罗门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30.27那时﹐祭司﹑利未人起
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
的圣所。(代下30.23, 25-27) 

这不只是过节﹐乃是那奥秘的羔羊所带来属灵的大复兴﹐这正是
过逾越节的用意。 

做君尊的祭司 

 如果我们要从字面的意思去明了以西结书﹐最难解的一点是
出现在第44-46, 48诸章里的那位「王」(יא ש  ﹖他究竟是谁呢 8﹐(נָּ
著名的时代论神学家J. Dwight Pentecost就申言﹐在国度时代﹐大
卫王复活了(参结34.23-24, 37.24-25)﹐这位合神心意的王要「带领

                                                 

8 此字在结44-46, 48章里出现了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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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献上记念性的祭物…。」9 当然按着时代论的思路﹐这位
大卫就是在本段经文里频频出现的「王」。然而Milton S. Terry针
对以西结书34.23﹐以为「其语言不可以字面领受之﹐而且没有人
争议说﹐历史上的大卫又出现了。」10 要明白不难﹐这位王乃是
新约所说君尊的祭司(彼前2.9)﹐我们都是蒙召与主同做祭司与君
王的(启20.6)﹐其实这个「祭司的国度」之理想﹐老早就出现在
出埃及记19.6那里了。 

 以西结书45.1-46.18这一大段﹐用象征笔法把君尊祭司的职份
做了刻画﹐他可以是任何一位新约下的神的儿女。我们既然是基
督徒－小基督－就是先知﹑祭司﹑君王﹐这是我们的职份﹑我们
的工作。本篇信息里的那位「王」的职份有﹕执行神的公义﹑带
领全国敬拜。不过他服事的目的却只有一个﹐即突显羔羊的荣
耀。这样的职份与目的﹐在今生如此﹐在永世也是一样。 

2018/12/16. ACCCN 

祷告 

要忠心(Be True. H636) 

1 从基督学校我们今要出发 回想曾坐在主脚前 

我们畅饮于神圣真理活泉 尝其味有如蜜甘甜 

如今要见证我们亲爱救主 在这陌生的世界 

祂差遣我们用此神圣指引 无论何代价要忠心 

*要忠心 忠心 让此声四面回响 

忠心 要忠心 忠于你的荣耀王 

要忠心 忠心 纵然伴侣都失败 

无论何境况 必站主一边 让主常见你忠心 

                                                 

9 J. Dwight Pentecost, Things to Come: A Study in Biblical Eschatology. (Zondervan, 

1958.) 500-501. 

10 Milton S. Terry, Biblical Hermeneutics: A Treatis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1883. (Reprint by Zondervan, 1974.)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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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祷告小楼我们今正出发 五旬能力如火焚烧 

我们献自己向主完全降服 并且被圣灵来充满 

我们今往前正如主的活信 要传播基督馨香 

一举一动要将我主来流露 一生一世都要忠心 
3 从荣耀使命我们今正出发 有如天国所遣使者 

我们奉差遣传扬救主慈祥 在全世界每一角落 

奉派去拯救黑暗忧伤灵魂 消除罪恶与咒诅 

哦这是如此神圣严肃托付 怎能不为主尽忠心 

Be True. Albert B. Simpson, 1897 

BE TRUE 11.8.11.8.11.7.11.8.Ref. Albert B. Simpson, 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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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篇  显扬基督的馨香 

 

读经﹕以西结书46.19-24 

诗歌﹕恩典太美丽 

显扬基督馨香(46.19-24) 

 以西结书在43.1-46.18的这一大段﹐是神直接的启示之声。到
了46.19﹐那位铜人又开始引导。在这六节里我们看见什么呢﹖内
院祭司用的厨房(19-20)﹐以及外院四角利未人用的厨房(21-24)。1 

奇怪﹐为什么以西结圣殿的启示终结在厨房呢﹖按理说﹐这段厨
房经文似乎应放在40.38-43之后﹐因为那一小段与祭牲处理有关
的﹔然而圣灵却将它们放在最后﹐肯定有祂的美意。 

 我们要用些想象力﹐来明白为什么圣灵要如此启示我们。你
站在这里﹐不论是在内院厨房还是在外院四角厨房﹐你都会闻到
祭物的馨香之气﹕ 

2.14感谢神﹗常帅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
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ὀσμή)。2 2.15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1 参阅Taylor, Ezekiel. 257. 此圣殿平面图显示两个厨房区。 

2 ὀσμή: NT出现过六次﹐约12.3﹐林后2.14, 16x2﹐弗5.2﹐腓4.18。除了第一处

﹐余皆与祭物有关。后两处明显是与旧约之献祭有关﹐而林后系使用凯旋游行

之譬喻﹕But thanks be to God, who in Christ always leads us in triumphal proces-

sion, and through us spreads the fragrance of the knowledge of him ever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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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
气。2.16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
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2.17我们…乃是由于
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 

香气是基督之为祭物而有的香气﹐但它是透过我们的认识祂﹐而
显扬出来的。 

五种利未祭祀(利1-7章) 

 为了多明白这段经文﹐我们要先了解利未记里的五种祭。有
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什么祭才会送到厨房里
呢﹖ 

 燔祭是全牲祭﹐所以不会走到厨房﹐在祭坛献祭时﹐已经全
献上﹑归给神了。 

 素祭被称为「同献的」素祭﹐它不单独献上的﹐总是伴随燔
祭或平安祭献上的﹐它不跟赎罪祭或赎愆祭同献的。当它同献时
﹐只有象征性的一小部份献上﹐其他的都归于祭司﹐所以肯定会
送到内院祭司专用的厨房(结46.20)。 

 平安祭则是脂油都烧在祭坛上了﹐摇祭的胸和举祭的右腿归
给祭司﹐但不必送去内院厨房﹐可带回去﹔其他的部份则归于献
祭者同享﹐所以由利未人帮忙﹐在外院四角的厨房继续烧烤﹐以
供应来献祭者一同享用。 

 赎罪祭及赎愆祭的条例有些讲究﹐但也不复杂。怎么献法呢
﹖其血要洒﹑抹﹑弹在祭坛那里﹐而其一切的脂油﹑腰子等﹐要
烧在祭坛上。祭牲的肉呢﹖只有当全会众或是祭司们犯罪的状况
下﹐与其他的状况处理不同﹕(1)一定要用公牛为祭献上﹐(2)祭牲

                                                                                                                   

(2Co 2:14 ESV) 保罗虽然在句首使用罗马军团凯旋游行之譬喻﹐但在句末又回

到旧约的譬喻﹐如在弗﹑腓两处的使用一样。这也是ESV的译者的经文注释意

见。 



第十三篇  显扬基督的馨香(46.19-24) 

 - 149 - 

要搬到营外烧掉﹐不是在祭坛上烧掉。 

 还有就是赎罪祭及赎愆祭的祭肉﹐不需要搬到营外烧掉者﹐
就归于祭司了(利7.7)﹔不过﹐祭司必须在(内院)圣处吃﹕「为赎
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利
6.26) 这一节非常重要﹐这是什么祭肉﹖乃是与献祭者的罪有关的
肉﹗可是主要我们吃下去﹐而且不可带出去﹐必须在圣处－内院
－吃下去。在这其中﹐意义颇为深远。 

得怜恤蒙恩惠(46.19-20) 

 我们讲了那么多的献祭﹐这两节对于一般的会众最重要。人
们为什么到主前来献祭﹖感恩﹐有﹐但不少时候是来认罪﹑求主
赦免的。然而悔改可能是一个过程﹐服事神的祭司们－就是我们
－要与人表同情﹐一同扛负重担﹐与他一同走过人生不容易走的
这一段路。我们要在圣处吃﹐因为要为他守密﹐为他祷告﹐直到
他的难处渡过了﹑得胜了。加拉太书6.1-2的话很重要﹕ 

6.1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
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6.2你
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我们与人表同情的目的﹐是为了将他带到主恩座前求﹕ 

4.14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
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4.15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
体恤我们的软弱﹐祂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
祂没有犯罪。4.16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
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来4.14-16) 

基督之为祭物的馨香之气﹐是教会最重要最珍贵之处﹐也是我们
竭力要将人带到主施恩座前﹐好叫他亲身经历主的奇妙。我们服
事的人一定要在圣处吃﹕守密并带他到主前蒙恩。 

 祭司吃赎罪祭要在圣处吃﹐这种祭肉真不容易吃﹐时常要为
人背十字架的。有位可爱的博士生熊女士来读普林斯顿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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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里的郭姊妹(Helen)带她归主了。神赐福给小熊﹐她攻读博士尚
称顺利﹐很快地要考资格考试了－这是最难最紧张的一关。就在
这个时候﹐她怀孕了。她的指导教授劝她做人工流产吧﹐因为孕
妇考博士太不容易了﹐她的先生也不反对﹐似乎这样做在她的处
境好像很合理﹐但是身为母亲心中有点挣扎﹐加上她才信主﹐新
的信仰使她的良心很有感觉。Helen劝她千万不可﹐堕胎等同杀
婴﹐将来要受神的审判﹐使她做了最后决定﹐保下胎儿。 

 感谢神的是﹐她的决心也赢得了考博团所有教授的敬佩﹐口
试时没有特别地为难她。她带着身孕通过了博士考试﹔再不久﹐
儿子也出生了。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可是婴儿出生后几周﹐大
夫就觉得不对劲﹐经过一系列的诊断﹐婴孩有先天性基因的疾病
﹐他活不过两岁。就在他两岁多时﹐这小孩死了﹐丧礼是我主持
的﹐十分悲哀。 

 这对年轻夫妇住在小小的学生宿舍里﹐墙壁上贴满了小男孩
可爱的照片﹐看了叫人实在不舍。属灵的风暴从丧礼完了以后爆
发。失去孩子的母亲歇斯底里地责骂Helen﹐「这一切都是妳害
的。没有妳劝我﹐小孩早已拿掉了﹐他根本不会出生﹐我也不会
见到他﹐也不会有以后这么痛苦的生离死别与不住的思念。我恨
死妳了﹐我再也不要信耶稣了。」如果你是Helen﹐你能说什么
呢﹖你什么也不能说﹐只能默默地承受责骂﹐以及不断地为她祷
告。 

 故事没有停在那里。Helen继续为她祷告﹐将她带到主的
「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隔了
一段时间﹐这位母亲终于清醒了﹑回头了﹐向Helen道歉。她说
﹐「我感谢主﹐也感谢妳。如果我把儿子堕掉﹐我会永远地亏欠
他﹐将来我还要面对神的审判。但是经过这样艰难的旅程﹐我曾
经拥有过我的儿子﹐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他在人间只活了两年
﹐但重要的是他知道妈妈爱他﹐主也爱他。今天他先进入了永远
的荣耀﹐不再有苦难﹐将来我必要再见到他。我十分感谢妳的劝
告﹐使我在今生和永世﹐良心在神面前都是无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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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圣殿内院的厨房是教会最神圣﹑最奥秘﹑最奇妙的地
方﹐我们要多多利用这里﹐叫人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 

饱享神家恩惠(46.21-24) 

 我们方才提到利未祭祀的五种祭﹐只有一种祭是献祭的会众
可以享受到的﹐那就是平安祭。它以感恩祭﹑还愿祭与甘心祭的
形式运作着(利7.11-27)。这三种平安祭顾名思义﹐一看就懂。神
是一位施恩的神﹐「祂有说不尽的恩赐」(林后9.15)﹐当有人蒙
恩了﹑有人许愿实现了﹑有人甘心乐意来爱神时﹐就来到圣殿献
上平安祭。其脂油都烧在祭坛上了﹐摇祭的胸和举祭的右腿归给
祭司(利7.29-34)﹐其余的归于献祭者同享﹐所以你可以想象外院
常常充满着欢乐。 

 不久前收到一封电邮﹐是一位姊妹寄来的﹐庆祝她肺癌三期
得到医治十五周年。2003年当她怀孕超过五个月时﹐发现她居然
有肺癌第三期。她搬到教会的社区好一阵子了﹐但是很少来崇拜
﹐疾病终于驱使她来到教会寻求主的恩典。 

 既来之﹐则祷之。这位姊妹至少有一点基督徒的坚持﹐不肯
接受医生的强烈建议－人工引流－然后立刻做化疗。她坚持要生
下小孩才治疗﹐把医生急死了。大约三周后﹐当婴孩长到可以接
生出来﹐医生立即给她做剖腹生产。第二天起即开始化疗。 

 神真是一位听教会祷告的神。大约从那时起﹐几乎每周三祷
告会都传捷报﹐一直到她的肺肿逐周缩小到消失﹐连医生都觉得
莫名奇妙﹗当时给她看病的是当地的小医院﹐乐得不得了﹐医生
护士都说这是神迹﹐而那个女婴是神迹婴孩﹐每一次回诊时﹐护
士都到把婴孩抢过来抱一抱﹑享受成果。 

 当这位姊妹第一次带着女婴来主日崇拜时﹐她们就是全教会
分享的平安祭﹐充满了基督的馨香。 

 什么是祷告会﹖祷告会是我们把又大又难的事带到施恩座前
求﹐看神如何为我们成就大事。当事情成就时﹐教会就成了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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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院四角的厨房﹐充满了「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让我
们一同起来跟随基督而夸胜﹐与主一同作王吧(林后2.14-16)。 

逾越节的复兴 

 我再说我们千万别轻看﹑圣灵将两个厨房放在以西结书46-47

章之间的智慧。在漫长的犹大王国时代﹐有十九位君王﹐其中有
两次大复兴﹐在希西家元年(715 BC)与约西亚王18年(622 BC)﹐
都是跟庆祝逾越节有关的。 

 希西家一登基﹐就召集利未人起来洁净圣殿﹐恢复献祭的敬
拜。由于正月刚过来不及﹐全国就订在二月14日来欢庆逾越节。
王还派驿卒跑遍以色列全地﹐呼召神的百姓来圣殿守节﹐重温神
的羔羊牺牲的大爱。二月14日起﹐他们守节七天﹐王赐下公牛一
千只﹑羊七千只﹐而众领袖也赐给公牛一千只﹑羊一万只为祭
物。每一只祭物的献祭就复习神在往昔逾越节﹐以羔羊之血救赎
神百姓的大爱。历代志下30.26-27描述他们﹕ 

30.26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
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30.27那时祭司﹑
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
达到天上的圣所。 

受到逾越节羔羊的激励﹐这些犹太人回到各城邑﹐就把复兴带到
那里去﹐不只将各地的柱像和木偶打碎了﹐连邱坛也拆毁了﹐这
是真复兴(代下31.1)。 

 在约西亚王18年(622 BC)﹐在修圣殿时﹐祭司重获律法书﹐
触发了复兴。那年正月14日﹐他们守逾越节﹐其规模是用羊羔三
万只﹑牛三千只﹐还有别人的加码。圣经这样形容他们所欢庆的
逾越节﹐「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
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代下35.18) 

 耶稣说过﹐「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
我。」(约12.32) 透过旧约的祭物﹐基督的十字架一次又一次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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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出来﹐祂的馨香也一次又一次地显扬出来。 

浇奠神家喜乐 

 利未五祭中最特别的是素祭﹐它不单独献的﹐总是加祭其他
的祭物之上。顾名思义﹐它是不流血的﹐可以是禾穗﹑面粉﹑烤
饼﹑或由作物酿成的酒(出29.40﹐利23.13﹐民15.7, 28.14)。献物
在烧烤时之所以会发出格外的馨香﹐主要是因为有酒为奠祭浇在
献物之上。酒本身消失了﹐化为献物的馨香。 

 保罗十分喜欢使用这个譬喻﹐来说明他的服事﹕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
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腓2.17) 

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提后4.6) 

使徒等于说他一生的服事﹐有如一杯美酒﹐神百姓的信心是他要
献给神的祭物(罗15.16)﹐当他献上时﹐他把自己浇奠其上﹐酒的
香气使献物更加馨香﹐更为神所悦纳。 

 这香气是怎么来的呢﹐哥林多后书2.14说乃是「因认识基督
而有的香气」。但是我们要注意下文怎么说﹖当我们在传扬基督
时﹐就是凭基督讲道﹑教导﹑劝慰﹑分享时﹐有的人闻到了这香
气就活了﹐有的人却死了﹐怎么回事呢﹖因此保罗说﹐「这事谁
能当得起呢﹖」(2.16) 保罗继续解释这个香气的奥秘。原来叫人
或活或死的关键在圣灵伴随圣道而有的内在的工作﹐正如使徒所
说的﹕「神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乃是凭着精意﹐因为…

精意叫人活。」(林后3.6) 这不正是我们祷告的服事吗﹖求灵风吹
来﹐使人活过来。 

 教会怎样兴旺起来﹖因为有人传扬基督﹑祷告摆上﹐并且将
自己当作一杯美酒﹑无怨无悔地浇奠在其上。愿主呼召你起来作
那杯美酒﹐这样的人﹐神将来要赐下公义的冠冕给他。 

2019/2/3. AC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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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恩典太美丽 

这天同聚于主圣殿  来数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来使我完全  来使我两眼重见光线 

这天同聚于主圣殿  来数算我主恩典 

祂赐盼望重生的泉源  还给我勇气面对挑战 

恩典太美丽  无甚么可取替 

唯求将心全然给主  来彰显主爱多珍贵 

终生爱神  倾心倾意爱别人  才觉生命没有枉费 

这天降服于主脚前  留心听我主差遣 

深信这日劳苦不徒然  神终会赐我荣美冠冕 

衷心去赞颂神极重的恩惠  献我一生 传扬福音 

来证实主爱何宝贵 

请观看稻田 主的庄稼在面前 

辽阔收成 没法估计 

忠于使命 不惜一切来回应 

能事奉你 是最尊贵 

词﹕卢永亨﹐2003 

曲﹕卢永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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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篇  涌出活水的江河 

 

读经﹕以西结书47.1-12 

诗歌﹕像荣耀江河(Like a River Glorious) 

论述圣灵书卷 

 常有读经的人说﹐耶利米是论及父神工作的先知﹑以赛亚是
论及子神工作的先知﹐而以西结则是论及圣灵工作的先知﹐良有
以也。从本卷书第一章起﹐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灵如何降在先知身
上﹐就开启了一系列的启示。神的灵不但带领他看见天上宝座的
异象﹐也看见神如何步步离圣殿而去。第33章是转捩点﹐第21-22

节提到了有人从耶路撒冷来﹐向先知报导圣城陷落的悲剧﹐那是
585 BC/1/8的事。(不过﹐圣城的陷落是再早586 BC/8/14的事﹐王
下25.8﹐耶52.12。) 其实那人未到以先一日﹐神的灵就已降在他
的身上﹐启示他了。 

 从那天起﹐本卷书反而进入一个新的篇章﹐1 因为神的灵开
始启示祂要做的新的一系列的作为﹐以「重生」为开始(36.26-27)

﹐而且重生的工作不只是个人性的﹐更是族群性的。重生是神的
家的起头﹗紧接着我们看到神的灵风一样地吹在平原的枯骨上﹐
他们就就都复活了－这是讲到神家的大复兴。 

                                                 

1 Daniel I. Block, Ezekiel 25-48. NICOT. (Eerdmans 1998.)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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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40章起一直到结束的48章﹐神的灵启示我们祂要打造新耶
路撒冷﹕2 

(1)新圣殿的启示(40.1-43.11)﹐神的荣耀回来了(43.5)﹔ 

(2)新律法的启示﹕神的灵继续启示这个新的圣殿是怎样运作
的(43.12-46.24)。 

(3)新地业的启示(47.1-48.29)﹕最荣耀的时刻到了﹐神透过圣
灵生命的江河﹑更新大地。 

(4)新圣城的启示(48.30-35)﹕新耶路撒冷终于出现了。 

 40.2的异象显示﹕新圣城是「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47.1-

12﹐我们要看见圣殿如何成为万国的祝福﹐其秘诀就是圣灵的水
流从圣所涌流出去﹐化咒诅为祝福。这12节可以分为两段落﹕生
命河的异象(47.1-7)﹑生命河的诠释(47.8-12)﹔两段又各分为四个
进程。3 

流出活水江河(47.1-5) 

 我们要用丰富的想象力来欣赏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共有三
个「看哪」(ה נ  的惊叹语﹐我们跟着注意。4 那位铜人导引者在(ה 
前面46.19-24那里﹐带领先知去观看圣殿里的两个厨房﹐我们要
怎样去「看」呢﹖要用嗅觉。 

                                                 

2 参Block, Ezekiel 25-48. viii. 

3 Block, Ezekiel 25-48. pp. 690-695. 作者分析﹐第一段原文有100个字﹐第二段

有102个字： 

生命河的异象(47.1-7)：水从内殿流出(47.1) 水流出圣殿外(47.2)成为

神迹江河(47.3-5)两岸有生命树(47.6-7)； 

生命河的诠释(47.8-12)：江河流向死海(47.8abc)死海得着医治(47.8d-

10)但有不治之地(47.11)结出生命果子(47.12)。 

4 Block, Ezekiel 25-48. p.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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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圣灵水流 

 现在铜人将他带回到殿门(应是内殿门)﹐原文在47.1第二句
应译为﹕「看哪﹐水从殿的门槛下往东流出…」﹐其动词分词
ים) 强调水是「流出来的」。有一个奇妙的泉源从圣殿里流出(יְֹצא ִ֗
来﹐第12节再肯定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启示录22.1说﹐生
命河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它一流出来就从祭坛的
南边向下流。 

 先知就由北门出去﹑转到外院的东门﹐47.2的最后一句应译
为﹕「看哪﹐水从右边流出…」动词「流出」(ים 是讲细水的(ְמַפכ ִּ֔
流动﹐所以我们要用听觉﹐听流水淙淙。47.3-5一共量了四次一
千肘﹐我们看到水由踝子骨﹑膝﹑腰﹐而涨起成为不可蹚﹐淙淙
水声就变为淊淊江河了。 

 到了第七节的第二句应译为﹕「看哪﹐在河的岸上－这边与
那边－有极多的树木。」要用视觉﹐看一片伊甸园的景色﹗到了
第二节﹐先知已经从圣殿里走出来了﹐随着向外奔流的圣灵的水
流﹐他的心将走向全地﹐他要看到生命河将如何改变大地。人类
堕落给大地带来的咒诅﹐现在神的灵要来做更新的工作。当然这
段经文和本卷书许多的篇章一样﹐要用灵意来解释。5 

江河流向世界 

 47.1-5两度叫我们看﹐看什么呢？看圣灵奥秘的水流已从宝
座上﹑从圣殿里﹐流出来了；而且在第八节说这条江河要流向阿

                                                 

5 Daniel I. Block特别写了一段Excursus来说明其解经法与其灵意。很有趣的﹐

连最反对寓意解经的古代的安提阿学派﹐在此都放弃字面解经﹐而寻求其灵

意。详见Block, Ezekiel 25-48. pp. 696-701. Patrick Fairbairn说﹐这不是一条真实

的河﹐和本卷其他的异象一样﹐乃是一条理想的河﹐是属灵事物的影儿。见

Fairbairn, Commentary on Ezekiel. 1876. (Reprint by Kregel, 1989.) 500. C. F. Kei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Daniel & Ezekial. 1864~1865. (Eerdmans, 

1980.) 358-360. 作者看法相同。 



以西结书释经讲道下卷﹕神的荣耀回来了 

 - 158 - 

拉伯的旷野﹐流入死海﹐甚至将死海整个改变了。 

 同样的一幅图画﹐也出现在约珥书3.18： 

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 

 小山要流奶子。 

犹大溪河 

 都有水流。 

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 

 滋润什亭谷。 

看来这条生命河不只医治了死海﹐同时也流在犹大各地﹐处处带
来医治和生命。 

 撒迦利亚书14.8则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
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这节虽短﹐但它
提供更为恢宏的气象﹐就是这条生命河与伊甸园的河水相似﹐它
会分汊的﹗「河水」一词到了以西结书47.9﹐就变为复数。诗篇
46.4也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汊使神的城欢喜﹐/ 这城就是至
高者居住的圣所。」撒迦利亚书14.8的分汊不只流入并医治死海
﹐它也流入并医治地中海。 

 同理类推﹐圣灵水流的工作是普世性的﹐因为启5.6这样说﹐
「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
遣往普天下去的。」早在教父时代﹐第三位格之神－圣灵－的特
征就用「流出」(spiration)来表达﹐祂不只自宝座流出﹐祂还向人
心流入。 

教会乃是器皿 

 主在约翰福音7.37-39曾这样预告这条江河的诞生： 

7.37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
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7.38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
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7.39耶稣这话是指着信祂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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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 

虽然在五旬节的那天﹐升天的耶稣按着祂的应许﹐从宝座上将圣
灵浇灌下来了：「祂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
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徒2.33) 可是神是
将圣灵先浇灌在神的儿女心中﹐或讲得更精确﹐乃是浇灌在教会
里﹐因为神要教会成为器皿﹐将圣灵从教会流出去﹐成为活水的
江河﹗ 

活水带来医治(47.8-10) 

 以西结书47.8-12是在诠释前面47.1-7所看到的异象。在这诠
释里﹐第一是看到这活水流到那里﹐当地的死亡就终止﹐换言之
﹐原来的呆滞﹑死亡﹐就得到了医治。6 

医治玛拉的树 

 在出埃及记﹐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就是以色列人才高高兴兴
地过了红海﹐来到了玛拉﹐就发现那里的水是苦的﹐不能喝。就
在他们向摩西抱怨时﹐神「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
就变甜了。」(出15.25) 

 和合本在译以西结书47.8-9的水「变甜」了之原文是「得医
治」﹐怎么会这样翻的呢？因为受了出埃及记15.25玛拉经验的影
响。 

新瓶里装的盐 

 以利沙蒙召服事主﹐第一件难题就是耶利哥城的人找他解决

                                                 

6 结47.8的「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盐海」之译法﹐是将MT经文ים ִ֖ א  ּוצָּ 译作「所ַהמָּֽ

发出来的」。NIC的此字采用另一异文﹐参叙利亚译本译之为「稠滞」

(stagnant)﹐47.8就译为「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就是稠滞

的盐海。然后这水要得医治﹔」最后一句的思路就和47.9衔接。见Block, Eze-

kiel 25-48. pp. 688, fn #26; 694. Leslie C. Allen, Ezekiel 20-48. WBC. (Word 1990.) 

273, fn #8a, WBC译作“polluted”﹐意思与NIC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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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城的困境﹐就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他怎样解决呢？
用一个新瓶装盐﹐将盐倒在水源里﹐就将水治好了﹐「不再使人
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王下2.19-22) 不论是树还是盐﹐都
是钉十架的基督之表号﹐不是水能医治人﹐而是钉十架的基督才
能。 

流自加略山巅 

 约翰福音19.34说﹐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惟有一个
兵拿枪扎祂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7 约翰福音7.39不是

                                                 

7 Gary M. Burge诠释「约19.34成了7.38象征性的应验﹐是耶稣在住棚节所许下

的。」他以为血与水是象征﹐而水与圣灵又经常在约翰福音内并提。见Burge, 

John. The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Zondervan, 2000.) 532-534. 作者在早年

的The Anointed Community: The Holy Spirit in the Johannine Tradition (Eerdmans, 

1987)中, 更澈底讨论约7.37-39与19.34两处经文的关联性﹕后者应验了前者之

预言。耶稣十架上之死带来了活水江河之流出﹐即圣灵之浇灌。这样的释经早

在俄立根和屈普良即有﹐而血和水的关联也早见旧约拉比文学。约19.34之出

处甚多﹐主要见93-95页。D. A. Carson有使用与肯定Gary Burge的观点﹐他引

用Fanny Crosby的Near the Cross与Augustine M. Toplady的Rock of Ages诗歌来印

证以上的诠释﹗见Cars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Pillar NTC. (Eerdmans, 

1991.) 624-625.  

 如此精采的洞见﹐Leon Morris却认为站不住脚。在他的The Gospel Ac-

cording of John. NIC. (Eerdmans, 1971.) 818-820里﹐他以为约19.34的「血和水

流出来」之意义并不清楚﹐使徒不过是在「描述一事件」。他排除奥秘意义的

诠释﹐在脚注90 (p. 819)那里﹐他辩解说Westcott以为「双重洁净与得生的能

力」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George R. Beasley-Murray的看法稍微折衷

﹐他明白自古代的Chrysostom起﹐就倾向对此经文采取象征意义的诠释﹐而且

也影响现代许多新约学者(Westcott, Cullmann, Hoskyns, Barett, Bultmann, Brown, 

Schnackenburg, etc.)。他特别引用Dodd的看法﹕血和水流出来是一个「记号」

﹐说明生命是从钉十架而复活的基督而来的－并说这是有趣之看法﹐也给予了

一个方向。说到了最后﹐他又以为这点有意义的看法仍是要小心的

(caucious)。见Beasley-Murray, John. WBC. 2nd. ed. (Nelson, 1999.) 357-358. An-

dreas J. Köstenberger回应并批判了Burge的观点﹐见Köstenberger,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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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吗？如今活水的江河因着
十字架从耶稣的伤痕里流出来了。 

 许多人喜欢唱Fanny Crosby写的名曲：Near the Cross:  

1 求主使我近十架 在此有一宝泉 

医治活水无代价 流自加略山巅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夸耀 

等我被提到天家 生命河旁倚靠 
2 前我战兢就十架 得蒙爱怜宽饶 

明亮晨星的光华 在此仍将我照 
3 哦主当我近十架 示我以其情景 

在你十架荫庇下 天天助我前行 
4 就近十架而儆醒 时时信靠瞻仰 

直到安抵黄金岸 生命河旁徜徉 

这首诗歌不要随便乱译。许多场合所唱的版本根本是另写的﹐你
仔细对照英文原文就知道了﹐第一节第一﹑二句话是Crosby的﹐
其他各节及副歌都是另写的。在这首诗歌里﹐Crosby精准地掌握
住以西结书47章的信息：活水是为医治人的罪恶的﹐它是从加略
山巅流下来的。副歌与第四节都提到一条河﹐它不是象征「死
亡」的河水﹐而是生命河。这条奥秘的河从创世记伊甸园流起﹐
它贯穿了全本圣经﹐一直流到启示录的末尾第22章﹐太宝贵了﹐
这正是Fanny Crosby所要歌咏的。8 

                                                                                                                   

BakerECNT. (Baker, 2004.) 241, 552. 他以为按约7.37-39﹐「耶稣在此被视为

『活水江河』之源头﹐是不太可能的。」 

 早在1552年底﹐John Calvin就已在约19.34看见「基督带来真实的赎罪与

洁净」。他以为这两者有其圣礼的意义﹐他不反对圣奥古斯丁在此看见圣礼是

由基督的伤痕流出﹐不仅洗去我们的罪污﹐更是更新我们有新生的样式。见

Calvin’s NT Commentaries. ET: T. H. L. Parker. (Eerdmans, 1959.) 5:185-186. 

8 D. A. Carson在注释约19.34时﹐也引这首诗歌。见Carson, The Gospel Accord-

ing to John.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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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录末了的新圣城是没有圣殿的﹗「我未见城内有殿﹐因
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启21.22)生命河是「从神的羔羊
的宝座流出来的」。在以西结书47.1里﹐祭坛和至圣所还是分开
的﹐但是基督既然钉了十字架﹐又复活了﹐幔子裂开了﹐羔羊把
十架伤痕永远地带进荣耀里去﹐因此活水如今可说是由宝座流出
的﹐十架与宝座根本就结合在一起了。 

恢复伊甸荣景 

 伊甸园的景象之特征﹐它有河流﹐在新圣城里﹐它恢复了；
而且它和伊甸园者的分汊是一样的﹐是一条神迹之河﹐它的水流
没有支流的入注﹐反而越流越丰盛﹐9 并且可以分汊分流出去﹐
供应各地的需要。 

 有人就提问﹐这条河水是字面上的吗？47.8说它会向东流﹑
下到阿拉伯﹐它怎样翻越耶路撒冷东方的高山呢？撒迦利亚书
14.4预言将来从耶路撒冷向朝东的「橄榄山…必从中间分裂…成
为极大的谷」。以赛亚书2.2预言说﹐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 

必坚立超乎诸山﹐ 

 高举过于万岭。 

可是我们要注意这些地貌的变化(topological transfor-mation)﹐包
括上述生命河流水量神奇的增加﹐都不是字面的﹐而是灵意的。
圣山的崇高是因为神的被推崇﹐万民都要来聆听神的恩言。 

 以西结书47章用「各从其类」来描述死海里滋生极多的鱼
(47.10)﹐和岸上的树木的种类繁多(47.12)﹐这些光景都是伊甸园
的恢复(参创1.11, 21a)。 

                                                 

9 Allen, Ezekiel 20-48. p. 279; Block, Ezekiel 25-48. p.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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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生命树(47.6-7, 12) 

 以西结书47.1-12异象之重点﹐并不在那条奇妙的河流﹐而是
在它岸边的树木。铜人使者在47.6特别问先知﹐「人子啊﹐你看
见了什么？」问他的时候就把他带回到河边﹐先知在第七节回答
得真好：「看哪﹗…有极多的树木。」在伊甸园里有一株生命树
﹐但在新圣城的生命河的两岸上﹐则有生命树。原文很奇特﹐用
的是单数﹐但是明明又说在两岸都有﹐肯定是复数之意思。以西
结书47章的异象补足了我们对它的了解。 

伊甸园的扩大 

 经过救赎﹐生命树衍生了。在伊甸园只有一株﹐那是基督﹐
透过救赎﹐这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同样的﹐一株
生命树在基督里﹐就结出许多的生命树来。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
都是一棵生命树﹐这是何等美丽的景象﹐各从其类﹐绽放每个人
里面不同的荣美。 

每月都结果子 

 果子是什么？圣灵的九果是一个例子﹐那是基督公义﹑圣洁
之彰显。每月都结果子﹐神的儿女身上的圣洁一直在成长。启示
录21章又用十二种宝石的璀灿瑰丽﹐来表达新生命的荣美。结果
子是圣灵的水流流向人心的目的。 

叶子医治万民 

 到了永世﹐蒙恩之人都进入完全﹐就不再需要医治了；可是
在今天﹐我们还没有全然脱离从原罪而有的败坏﹐所以赎民仍需
要医治。感谢神﹐我们蒙恩之后﹐不但结出果子彰显神的圣洁等
各样的美德﹐而且还长出叶子﹐使神可以借着我们用神的话语－
尤其是福音－叫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得到属灵的医治。 

当听耶稣警告(47.11) 

 在以西结书47章有一节很特别﹐就是第11节﹐它留在这里就
是一个警告。什么意思呢？马可福音9.48-49说﹐「9.48在[地狱]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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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9.49因为必用火当盐腌各人。」启
示录21.8提及在火湖里有八种人：「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
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参启
22.15) 为什么要拒绝神的救恩呢？为什么不勇敢地站出来归向主
呢？ 

 你知道在永世里﹐火湖(就是地狱)里的人在做什么？腓立比
书2.10说﹐「一切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
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你们说亏不亏？到头来﹐心不
服﹐口还是要服的。那么为什么不今日向主心悦诚服呢？ 

结果长叶复兴 

 Iain M. Duguid诠译这段经文的三个特点﹕(1)活水是由极微小
细流开始的﹐(2)活水医治的功效﹐(3)此江河是向外流而且是反制
世俗文化的。10 

 最后我要提一个见证。2014春我才到马利兰圣经教会的盖城
堂(CBCM-G)主日证道时﹐我用鲑鱼在茫茫大海中回游到出生地
﹐来勉励未信者归向基督。最后我引用唐代崔颢的诗「黄鹤楼」
的末两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作结。没
想到圣灵就使用这个诗句﹐勾起了一位湖北乡亲(胡绪英)的思亲
之情﹐会后她一直在哭﹐同工去安慰她﹐她就像鲑鱼一样归主
了。 

 胡一归主后﹐就用浓浓的湖北官话﹐在公车上向一位陌生的
中国人传福音﹐对象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广东人甄翠玲女士。
这两位归主后﹐在教会里显得很特别﹐因为她们都是教育受得很
少﹐或文化低的人﹐可是在圣灵的水流冲击下﹐她们变成了教会
里最会传福音的人﹐感动了许多弟兄姊妹也动起来传福音。 

                                                 

10 Iain M. Duguid, Ezekiel.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Zondervan 1999.) 532-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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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姊妹是个苦命人﹐没读过什么书﹐来美后做推拿工作﹐很
辛苦的﹐赚点钱寄回广东乡下给父母公婆用。得救前她心中有许
多苦毒﹐因为哥嫂把奉养父母的责任都推给她了。可是蒙恩后﹐
因着主爱的激励﹐她就原谅了他们﹐而且向他们和许多亲友传福
音。休假的日子﹐她会去大中华等超市的门口发福音单张﹐开口
邀请陌生人来聚会。在她归主两三年后﹐家乡的许多亲友长辈也
一一归主。 

 还有﹐她成为一个很爱祷告﹑很会祷告的人。这种人叫做
「赢取人灵魂的人」(soul winner)。她的先生是个不识字的人﹐在
妻子身上看到一个信主之人活生生改变的见证﹐因为她的脾气改
变了﹐和以前的刚烈大不相同。谁来向先生传福音呢？教会一位
大博士(广东人)看到甄姊妹的见证﹐深受感动﹐就去向她的先生
与儿子传福音。神动工了﹐她的一家人也都归主了。 

 以西结书47章的异象是发生在今天这里的﹐活水的江河已流
出﹐流到你心中了吗？你结出果子﹑长出叶子了吗？这一段经文
刻划的不只是个人奋兴﹐而更是教会复兴。用你的属灵嗅觉辨识
基督的馨香﹐用你的听觉聆听圣灵水流的声音﹐用你的视觉欣赏
生命河两岸的生命树森林﹐这是神赐以西结的异象。 

2019/1/20. ACCCN 

祷告 

像荣耀江河(Like a River Glorious. H493) 

1 神完全的平安 像荣耀江河 

不断向前涌流 全胜不退落 

完全却是天天 越流越广浡 

完全却是一路 越流越深阔 

*坚定倚靠救主 必全然蒙福 

得祂应许护庇 完全的安息 
2 藏在祂恩手中 何等的护庇 

仇敌无法追踪 对头难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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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担忧的波涛 无挂虑黑影 

无紧张的风暴 能搅扰我灵 
3 喜乐或是试炼 都从天下降 

我的日晷踪迹 有爱的阳光 

我们所需作为 是全心靠神 

全心靠祂的人 必尝祂真诚 

Like a River Glorious. Francis R. Havergal, 1876 

WYE VALLEY 6.5.6.5.D.Ref, James Mountain, 1876 

 

求主使我近十架 

(Jesus Keep Me Near the Cross. H78) 

1 求主使我近十架 在此有一宝泉 

医治活水无代价 流自加略山巅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夸耀 

等我被提到天家 生命河旁倚靠 
2 前我战兢就十架 得蒙爱怜宽饶 

明亮晨星的光华 在此仍将我照 
3 哦主当我近十架 示我以其情景 

在你十架荫庇下 天天助我前行 
4 就近十架而儆醒 时时信靠瞻仰 

直到安抵黄金岸 生命河旁徜徉 

Jesus Keep Me Near the Cross. Fanny J. Crosby, 1869 

NEAR THE CROSS 7.6.7.6.Ref. William H. Doane, 1869 

 

以下是教会界常用的版本﹐其实不是原诗的译文﹐乃另写者﹕ 

1 求主使我靠十架  在彼有生命水 

宝血由十架流下  白白赐人洗罪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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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众罪都洗清洁  惟靠耶稣宝血 
2 我与主同钉十架  和祂同葬同活 

今主因信住我心  不再是我活着 
3 我定志不知别的  只传耶稣基督 

并祂为我钉十架  死后三日復活 
4 主禁我别有所夸  但夸救主十架 

世界对我已钉死  我以死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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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篇  你眼必见辽阔之地 

 

读经﹕以西结书47.13-23 

唱诗﹕居荣美之地(Dwelling In Beulah Land) 

 以西结书从40章起到46章为止﹐都叫我们看见圣殿本身的异
象。然后第47章那条奥秘的活水江河﹐把我们的视野大大地拓宽
了﹐它带我们走出圣殿。接着47.13-23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神又
开始说话了﹕「主耶和华如此说」﹐一直到48.29本卷书快结束的
地方﹐又以神自己的签名作结﹕「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此之
前活水江河的诉说－这是本卷书最有趣的一段－反而是铜人使者
传递的启示。1 

迦南究竟多大(47.15-20) 

 在这十一节里﹐神再次启示了应许之地的边界。迦南究竟有
多大﹐神首次应许它时﹐是对亚伯拉罕说的。在这段经文里﹐
「分…为业/承受…为业」( ַחלנִָּ , 47.13, 14﹐参46. 18等共4处)之动
词﹐或其名词「业/地业」(ה  ,22x2, 23﹐参35.15, 36.12 ,47.14 ,ַנֲחלָּ

44.28x2, 45.1, 46.16x2, 17x2, 18, 48.29等共11处)。在本卷书内﹐
「(承受)地业」的思想﹐合起来有15次之多﹐而在本段里有六次
(47.13, 14, 22, 23)。 

                                                 

1 Daniel I. Block, Ezekiel 25-48. NICOT. (Eerdmans 1998.)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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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目四方观看 

 进一步的记载是在创世记13.14-17﹐ 

13.14…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13.15凡你所
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13.16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
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13.17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
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究竟有多大还是没说清楚。 

 比较清楚的陈述是在民数记34.1-12﹔以西结书的这一段的格
式与它极其相似。那么以西结书此段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本卷
书是极属灵的﹐它的圣殿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建造过﹔有人说它是
将来千禧年国度的样式﹐这也不对﹐因为它分明有祭祀。它是属
灵的﹐连带的47.13-23的应许之地四界﹐也是属灵的﹗它有什么
灵意呢﹖这十一节提及了不少的地名﹐是圣经学者迄今无法界定
的﹐我们只知道它大略在那里。重点不是考古﹐而在它的灵意。 

 当耶和华神首度向亚伯拉罕应许迦南地时﹐就嘱咐他要「举
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光观看还不够﹐还要「纵横走遍这地」(创
13.14, 17)﹐才能真正地承受这地为业。先知以赛亚也是在异象中
看见应许之地是「辽阔之地」﹐在这地上必见「王的荣美」(赛
32.17)。这点正是以西结书此段的灵意。 

 犹太人历史上十二支派的分地﹐定义在约书亚记13-19章﹐正
如地图所显示的。以西结书47.13-23启示了几个新的分地精神﹕
要彼此均分(14)﹑外邦人也要分地一如自家人(22-23)﹑约瑟必得
两分。我们一一来思想。 

走出去走出去 

 迦南地究竟有多大﹐我们先回到这个老问题﹐但它是最紧要
的。当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时﹐祂所应许的范畴是「从埃及河
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创15.18﹐参出23.31﹐申1.7, 11.24﹐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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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4.21, 24﹐代下9.26﹐诗80.11﹐赛27.12﹐弥7.12﹐亚9.10) 

这样辽阔的境界在历代以色列人的话语中﹐始终没有消失过。从
旧约起﹐这种恩约子民走出去的精神﹐在救恩史上没有断绝过。 

 约书亚争战一生﹐纵横迦南﹐年迈时﹐神仍旧向他挑战说﹐
「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书13.1) 我们最熟悉的大使命本身
也是挑战﹕「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28.19)﹐橄榄山预言讲得更
清楚﹕「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
来到。」(太24.14) 以西结书47章的活水﹐不但将死海变活了﹐也
流向地中海(亚14.8)﹐与伊甸园的河水分汊﹑流向全地四方的情
景(创2.10-14)﹐是相似的。生命河流向何方﹐我们的地业就扩到
何方﹐我们的信心之眼必见属神的辽阔之地。 

圣灵工作均平(47.14) 

 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第14节提及分地均平的原则﹔这份新的
十二支派配地地图﹐看起来就很不一样﹕以往犹大和以法莲两支
派独大的情形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各支派平均成长﹐这也是一
种属灵的美丽。 

你叫亚历山大﹗ 

 三元布道基本的精神就是深信﹐实践大使命的关键不在于教
会有传福音大有恩赐的人﹐而在于人人都起来作见证﹔后者的潜
力是极其惊人的。 

 2003年我接受EE训练时﹐该班会播放一段创始人James Ken-

nedy博士的勉励﹐其中他提到一个励志故事﹐与亚历山大大帝有
关的﹕大帝有回听说他的部队里有一个逃兵﹐被抓回来了。他十
分生气﹐「我的希腊泱泱大国怎么会有逃兵呢?﹗」于是下令亲
审。逃兵带上来了﹐吓得半死。大帝就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亚历山大。」「什么﹖你也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这个尊
贵的名字岂是你这种胆小的人可以叫的。」大帝就更生气了﹐气
得对他说﹐「我不能杀你﹐因为你名叫亚历山大。我如果将你处
死﹐这个名字就蒙羞了。我要你振作起来﹐做一个勇敢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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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得到了﹐我就放你生路﹔你若争战中勇敢的话﹐我还要多多
地奖赏你﹐谁教你的名字叫做亚历山大呢﹗」 

圣灵工作原则 

 这个原则正是圣灵工作的法则﹔哥林多前书12.22-25说﹕ 

12.22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12.23

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
的﹐越发得着俊美。12.24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
﹔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12.25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将来我们进天国时﹐有三件事会很惊讶﹕ 

欸﹐怎么我真在这里﹗ 

欸﹐怎么他没有来呢﹖ 

欸﹐怎么这人也来了﹗ 

许多人读天路历程忽略了下卷﹐其实下卷常有惊人之语﹐其中我
最激赏的是约翰．本仁刻划了小信族群－小信﹑自疑﹑弱质﹑易
止﹑多忧﹑易惊－等六类人﹐但他也刻划了崇恩﹑智仁勇﹑尽忠
﹑美徒﹑基督徒﹑心慈等大有信心的人﹐在天路上无私地帮助那
些软弱者走好天路﹑走完天路。 

吃下有毒之物 

 人为什么会软弱﹖不要怨叹我们所遭遇的环境﹐或埋怨仇敌
的攻击﹐应当反求诸己﹐靠主除去自己里面的软弱和罪欲(雅
1.13-15)。纽约市Hudson河出海口南的Sandy Hook National Mon-

ument经年累月长满了poison ivy﹐非常难清除﹔真要解决也要花
很多钱。一位公园管理员太有创意了﹐他估计只要花了12,000元
就可以解决问题。怎么解决的﹖他发现有一种羊－Nubian goats－
是专吃poison ivy的﹐毒不倒牠们。公园借来了28只Nubian山羊大
爷﹐放养到公园里﹐牠们很忠心地一个礼拜七天天天上班﹐上班
时不打电话﹑不看手机﹐也没有coffee break﹐从天亮到天黑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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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一片一片地吃。他的主人有一回花了45分钟﹐巡视了山羊
吃过的片区﹐发现只留下12片poison ivy的叶子﹐算是极成功了。 

 我们都应该是Nubian山羊﹐专吃毒草﹐不怕仇敌。约书亚和
迦勒就是这种人﹗当十个支派的探子看到在迦南地上住着一种伟
人「身量高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他们看看伟人﹐就觉得
自己「如蚱蜢一样」﹐更糟糕的是他们进一步以为对方看他们
「也是如此」(民13.32-33)。这真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数百万民众整夜哭嚎和哀声震天﹐要回埃及。但是迦勒和约
书亚对百姓说﹐「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
们﹗」(民14.9) 他们俩人成了Nubian山羊﹐专吃仇敌的﹗ 

 可是还有一种食物是基督徒在长大成熟的天路上﹐常常需要
吃的﹐就是吃掉我们内在的仇敌－我们的罪欲﹗「你们…若靠着
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8.13b) 这类的私欲包括我
们里面的脾气﹑天性的败坏等等。弗4.27说﹐「生气…不可给魔
鬼留地步。」天路一路上都是属灵的争战﹐而我们里面尚未治死
的罪性﹐就是撒但可以攻击我们的「地步」(KJV)﹐这个字也可
以译为「机会」(NASV, ESV)﹐NIV和KJV类似﹐却把它译为
「堡垒」﹗当我们得胜内在的软弱时﹐我们也得胜了属灵的争
战。 

参孙败部得胜 

 你觉得参孙是人生的失败者吗﹖不错﹐他几乎一直都是失败
的﹐虽然他是大有恩赐的人。但是神没有放过他﹐在他心中工作
﹑激励他﹐使他从败部逆转胜。当俘虏他的非利士人戏耍他的时
候﹐他向神祷告﹐使他可以力量复元报仇。神的灵再次赐给他大
能大力﹐参孙抱着房柱﹐屈拉倒它们﹐房屋倒塌﹐「参孙死时所
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士16.30) 他的名字列在希伯来书
第十一章信心伟人的行列里﹗(来11.34﹐「软弱变为刚强」。) 

 将来新耶路撒冷的根基是十二种宝石(启21.19-20)﹐各有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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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美﹐是别的宝石不能取代的﹐你看有多美啊﹐它的美是美在它
的多样性－这就是教会﹐这也是以西结书47.14所提到的均平原
则。 

外邦同得地业(47.22-23) 

 另外一点叫我们惊讶的是连住在选民中间的外邦人﹑寄居者
﹐也会分到产业﹗2 

拾穗蒙恩条例 

 从前在摩西五经的律法里﹐就有恩待外邦人﹑寄居者的条款
﹐譬如利未记19.9-10说﹐ 

19.9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
的。19.10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
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参利
23.22) 

又如申命记24.19甚至教训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要留给寄
居的。」 

 从以上的条例里﹐我们得知﹕(1)神命令他们要恩待外邦人﹔
(2)要他们记念从前也是弱势者﹐所以要同情寄居者﹔(3)从收大麦
起到收橄榄为止﹐四月到11月涵盖了一年所有的农作物﹐说明了
神的恩待几乎是全年度的﹔(4)恩待条例由田角﹑遗落的﹐而成捆
的留给外人﹐显示神爱世人﹔(5)律法中福音性的条例还有许多﹐
福音真是恩约的一部份。 

与主同为后嗣 

 在旧约里的条例大概没有比将地业分给外邦人﹐更为强烈的
了﹐神在此说「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结
47.21) 这是福音的奥秘﹐老早就藏在以西结书里了﹐当保罗被主

                                                 

2 Block, Ezekiel 25-48. p. 707. 



第十五篇  你眼必见辽阔之地(47.13-23) 

 - 175 - 

兴起传扬福音给外邦人时﹐他说神启示他﹐使他知道福音的奥秘
﹕ 

3.5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
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3.6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弗3.5-

6) 

同为后嗣的意思就是与基督－神的儿子－一同承受神本性一切的
丰盛(西2.9-10)﹗ 

莫名其妙信主 

 我在考大学时﹐得失心很重﹐没有把握能进心目中理想的科
系﹐那时读到一本书荒漠甘泉﹐我还没有信主﹐只是一再地被书
中的内容鼓励﹕你要向神祷告﹐求主帮助。我如此做了﹐那一年
的成绩特别好﹐才考完试自己就知道进第一志愿没有问题了。我
告诉诸位﹐人若神赐福时﹐申命记28.5-6形容是﹕「28.5你的筐子
和你的抟面盆都必蒙福。28.6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的数学
并不是那么强﹐那年(1970)的数学考题特别难﹐时间差不多到了
﹐我还有四题选择题没做﹐不是没有时间做﹐而根本就是不会
做。怎么办﹖猜。我通通填D﹐中了两题﹐平白地得十分﹐甲组
加权就是12分﹗我知道这是我尚未认识之神的赐福。 

 开学注册时﹐有高年级同学一一询问要不要参加工学院团契
﹐我就登记了﹐因为我知道我是欠神的。开学后﹐电机系大三的
栾大端学长几乎是每周二下午化学实验课时﹐就来教室看我﹐并
邀请我去参加团契。一年下来﹐我大概只去过几回﹐不过他是锲
而不舍地邀我。暑假到了﹐他和同班同学(谢冠雄)邀我去参加福
音夏令会﹐第一晚我就真的莫名其妙地信主了﹐分享他们在基督
里属天的产业﹗ 

长子名份双福(47.13) 

 在分地业时﹐神在此一方面说要均平﹐但另一面又说「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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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得两份」(13)。 

必得双倍产业 

 这是由于申命记21.17的规定﹐持有长子名份者﹐要「将产业
多加一份给他」。一般说来长子的名份当归给发妻所生的长子﹔
可是许多时候长子自己行得不正﹐失去了这个福份(参创35.22﹐
代上5.1-2﹔创25.29-34﹐来12.16)。同时﹐另一位兄弟的美德－通
常是舍己之爱－为他赢取了这一殊荣﹔然而他之所以获得这一逾
格的福气﹐仍旧是出于神的恩赐。 

双倍产业灵意 

 约瑟忍受了兄长们的出卖﹐但他不计前嫌﹐赦免了他们﹐而
且甘心地爱他们﹑眷顾他们﹐所以老雅各代表神将长子的福气﹐
借着按手﹐传递给约瑟的两个儿子身上。就物质的层面来说﹐他
获得了双倍的产业﹔然而就灵意来说﹐他获得的名份是什么呢﹖
答案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耶稣和撒玛利亚妇女在那里论道﹖一口井旁﹐什么井﹖「我
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约4.12)。这口井就是雅各赐给
约瑟地业的精华﹐它究竟是什么呢﹖耶稣说﹕「4.13凡喝这水的还
要再渴﹔4.14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
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我们都是长子 

 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作为泉源﹐新生命涌流不绝﹐享不尽的
属灵的丰盛。我们一旦得到了这个福份(徒2.38)﹐就等于有份于
属灵长子的祝福。事实上﹐在神的眼中﹐新约时代每一位都是长
子﹐因此﹐教会在希伯来书12.23被称为「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
﹑所共聚的总会」﹐简而言之﹐教会就是诸长子的教会。 

让我们做梦吧 

 我到北堂来时﹐印象最深刻的是走廊上教会众团契家谱树的
那幅图表。那幅图表好像教会树的年轮﹐她是如何成长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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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长就是团契成长的结果。从团契成长出来的教会﹐是最健康
的教会。如果今天的团契成员都继续无私爱主的话﹐各团契会继
续成长﹐当然教会也会继续成长。诗篇126篇是我十分喜爱的诗
篇﹐因为它刻划了神在教会增长上所做的神迹性的工作﹕ 

126.4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126.6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 

这篇诗讲到教会增长的定律﹕种下﹑撒种﹑流泪(祷告)。我相信
北堂二十年来﹐许多人在其中种下﹑撒种﹑流泪。 

 我早年在Princeton服事﹐不久当初邀请我去服事的两个家庭
退出了教会﹐另成新的教会。三家一退﹐教会几乎都撑不下了。
教会负责弟兄问我说﹐「你会离开教会吗﹖」我告诉他﹐「不会
﹐不会在这个危急之秋离弃羊群。」我必须把自己种下去。这是
生命的定律﹐「一粒麦子…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
12.24) 

 你将自己种在北堂教会吗﹖种在这里了吗﹖基督爱教会﹐为
教会舍己。你也这样地爱教会﹐将自己种在教会里吗﹖教会增长
的原则就是有种子种下去﹑死了﹐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
﹑流露出来。 

 1986~87年之间﹐小教会经历了十分奇妙的成长﹐叩80大
关。那一年教会就像方舟一样﹐得救的都是一对一对地。有一主
日我讲徒16章的监狱地震﹐当天李永正弟兄一家震醒了。(我用了
铁达尼号沉没记作例子。) 一次受洗大概有12个人左右﹐教会十
分喜乐。不久后﹐我遇见一位弟兄﹐和离我们而去的那三家在一
道聚会的。他问我﹐「你怎么还在这里﹖」剎时间我不懂他的话
﹐原来他是说﹐「你的教会不是没有了吗﹖」当我告诉他教会的
近况时﹐那位弟兄的眼神又困惑又惊讶。剎那间﹐我十分感谢神
﹐似乎看见他在说﹕「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了大事﹗」(诗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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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事教会要流泪的﹐保罗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
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加4.19) 这叫流泪撒
种。保罗又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帖前
3.8) 这叫流泪撒种。你羡慕河水复流吗﹖你羡慕欢呼收割吗﹖起
来迫切祷告﹐起来流泪撒种﹐神必要让你看见禾捆带回来。 

 我真是不知我为什么得救的。信主以后第二年﹐我去参加同
一个大专福音夏令营﹐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在那一个礼拜的夏令
营﹐昼夜都有人在大会堂背后的祷告间连锁祷告。有时祷告的人
多﹐声音大了﹐在讲台上都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他们祷告的声
音。为着灵魂的得救﹐有人不止息地在神面前流泪祷告。 

 奥古斯丁是他的母亲祷告多年﹐用多少的眼泪求来的。她常
去找一位主教﹐用如潮的泪水恳求他去和她的儿子谈道。求到一
个地步﹐主教都不胜其烦了﹐但对她说了一句话﹕「离开我去吧
﹗只要妳活着﹐为他流了这么多眼泪者的儿子是不可能沉沦
的。」(忏悔录 3.21) 用祷告浇灌出来的朋友﹐是不可能沉沦的﹐
神必要救他。来﹐我们与神一同做梦吧。什么梦呢﹖求神使南地
的河水复流﹐而且是突然之间复流。 

2019/3/10. ACCCN 

祷告 

居荣美之地(Dwelling In Beulah Land. H97) 

1 前在埃及为罪奴仆 不知何为自由 

良心常有罪的重负 无处得拯救 

如今属地事物缠累 对我再无关系 

无何能使我离荣美之地 

*今我登巍巍高山 在晴空万里之中 

今我饮滚滚活泉 此泉长流无终 

今我得丰富 地满乳蜜 路滴脂油恩重重 

乐哉今我居荣美之地 
2 前在埃及充满可畏 风暴疑惑打击 



第十五篇  你眼必见辽阔之地(47.13-23) 

 - 179 - 

仇敌权势何其难挡 我软弱无力 

在神话语堡垒居住 我得平安护庇 

得胜仇敌在此荣美之地 
3 来罢可畏风暴吹袭 我再无所惧畏 

在神能手荫蔽之下 我安享护卫 

在此日光经常照耀 再无祸害临及 

平安永久在此荣美之地 
4 我今四顾神圣作为 默念何等甘甜 

我见道路都经计划 因闻祂恩言 

在此我获完全救恩 因得居圣灵里 

欢乐永久在此荣美之地 

Dwelling In Beulah Land. C. Austin Miles, 1911 

BEULAH LAND 14.13.14.10.Ref. Austin Miles,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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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篇  我的地界在佳美之处 

 

读经﹕以西结书48.1-7, 23-29 

唱诗﹕耶稣我今欢然安息(Jesus! I Am Resting, Resting) 

展现圣灵书卷 

 我们从约书亚时代的十二支派分地﹐与以西结者作一对比﹐
就可以看出有不少相异之处﹔1 毕竟这次的分地是在「新出埃
及」(20.33-44)及「立新约」(34.23-31, 37.24-28)之后的事。2 以西
结书和另以卷大先知书一样﹐有审判与安慰等两部份。本卷的安
慰书从32.17起是一过渡﹐到了第34章起可说是面貌一新了。安慰
书的信息是在犹大国亡国以后﹐陆续释放的﹔尤其是四十章以后

                                                 

1 Daniel I. Block在注释这两段时﹐提出了七点的观察。他发现此处的分地有时

并不按传统者走﹐譬如﹕河东的地业被忽略掉了﹔不按地理的走势﹑而是人工

地切分﹔倾向于均分(参结47.14)﹔回到古代的神治政权的理想等。参Block, 

Ezekiel 25-48. NICOT. (Eerdmans 1998.) 722-724. Ralph H. Alexander也说分地

支派的「次序﹐与以色列历史上者皆不一致。」Alexander, Ezekiel. The Exposi-

tor’s Bible Commentary. rev. ed. (Zondervan, 2010.) 922. C. F. Keil也说此次分地

与约书亚者不同。Kei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Daniel & Ezekial. 

1864~1865. (Reprint by Eerdmans, 1980.) 9:2:373. William Greenhill老早也观察

到此一事实。Greenhill, An Exposition of Ezekiel. 1645~1667. (BOT, 1994.) 825. 

2 B. Vawter, Ezekiel. ITC. (Eerdmans 1991.) 209. 作者也注意到了利未支派的安

排改变了﹐分散逃城的设计不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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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象中所看见清晰的新圣殿及新圣地﹐尺寸清楚﹐规划井然。3 

我们要问﹐这些异象是否提供给选民重建以色列国用的﹖ 

 其答案是否定的。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后所盖的第二圣殿﹐显
然没有照以西结书新圣殿的设计及尺寸建造(参拉6.4﹐结40.47, 

41.2, 4)。其次它也不可能按着字面解释﹐是作为中保国度时代重
建之蓝图用的﹐即使你相信时代论的话﹐因为本卷书若用字面意
义解释﹐它与新约信息是背道而驰的(参西2.17﹐来8.5, 13)。所以
﹐它的意义是灵意。这是我们读以西结书十分需要着重的。4 有
读经的人说﹐三大先知﹕耶利米书说出父神的爱心﹑以赛亚预言
子神的救赎﹐而以西结书则展现圣灵的运行﹔这样的说法十分准
确。如此说来﹐本段的钥字是「基业」﹐而是属灵的。 

 歌罗西书2.9-10a说﹐「2.9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
地居住在基督里面﹐2.10a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分地的灵
意是两面相互的﹕一方面是我们在基督里得属神的基业(徒20.32, 

26.18﹐弗1.11﹐西1.12, 3.24)﹐同时基督也因此得着我们做祂的基
业(弗1.18)。 

但居然拔头筹(48.1) 

 以西结书48.1的十二支派分地是由但支派打前锋的﹗但支派
在结束旷野四十年漂流的二度数点民数时﹐他们略有增长﹐是蒙
福的(参民26.42-43, 1.38-39﹐增长2.71%)。可是从士师记起﹐我
们就看到但支派的荒腔走板﹐有一部份但人漂流到应许之地最北
缘的但支派﹐在十二支派中首先在信仰上堕落﹐拜偶像﹐或用更
准确的话语来说﹐是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拜耶和华﹐这种光景一直

                                                 

3 结33.21系年的585 BC 1/8 (犹大亡国后)和40.1的573 BC 4/28﹐都在归回以

前。 

4 Peter Lange本段的分地「明显是在理想的光下来看的」。Lange’s Commentary 

on Ezekiel & Daniel. 1869. ET: 1876 by Philip Schaff. (Reprint by Zondervan, n.d.)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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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到以色列北国被掳为止(士18章)。 

 更糟的是在文士以斯拉所写的历代志上1-9章各支派家谱﹐缺
了但支派﹗在启示录7.1-8的天使给十二支派里各12,000人打上印
记时﹐也独独缺少了但支派。但支派去那里了呢﹖是否因为他们
犯罪太多﹐到一个地步﹐神都完全放弃他们了﹖ 

 我们不禁想起老雅各在暮年为十二个支派说预言时﹐他是怎
样论及但支派的﹖ 

49.16但必判断他的民﹐ 

 作以色列支派之一。 
49.17但必作道上的蛇﹑ 

 路中的虺﹐ 

咬伤马蹄﹐ 

 使骑马的坠落于后。 
49.18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5 

                                                 

5 Victor P. Hamilton在注释本段时﹐只将重点放在但以小(如蛇)搏大(如马)﹐未

解释雅各为何用蛇来譬喻但支派﹔同时﹐他对第18节的祷告也觉得「奇怪」。

不过﹐他也用了其他的学者的话来注释。见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 18-50. NIC. (Eerdmans, 1995.) 668-672. Bruce K.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 (Zondervan, 2001.) 610-611. 意见类似﹐而且指出预言应验在参孙

身上。Allen P. Ross, Creation and Blessing. (Baker, 1997.) 705. 同上。Claus 

Westermann, Genesis 37-50. v. 3. (1982; et: Fortress, 1986.) 234-235. 看法类似。

作者指出第18节的「耶和华」是创49章惟一出现者﹐这个呼求是涵盖全章的。

Keil & Delitzsch, Commentary on the OT in Ten Volumes. 1:1:404-405. 虽然经文

没有指明后来的参孙会如何﹐但他确实以小搏大。加尔文同指引用The Jerusa-

lem Targum的话说﹐第18节是指着弥赛亚说的。John Calvin, Commentaries on 

the First Book of Moses called Genesis. 1554. ET: 1847. (Reprint by Baker, 1989.) 

1:2:462-465. Gordon Wenham, Genesis 16-50. WBC. (Word, 1994.) 480-482. 同

上。学者们可说是对使用「蛇」的譬喻﹐都作正面诠释。 

 但Keil & Delitzsch在其注释的脚注里指出﹐有人包括路德 (Luther)对

「蛇」作负面诠释﹐以为牠是指着敌基督说的。Keil & Delitzsch, 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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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确实应验在参孙的身上﹐符合了拉结为她的婢女辟拉所
生之子的取名为「但」－伸冤－之意(创30.6)。虽然学者们对于
「蛇」之譬喻之使用﹐都持正面的看法﹐即以为但支派是以小搏
大﹐但我们仍不禁要问﹐堂堂神的儿女怎么灵巧得真的像蛇一样
了(参太10.16)﹗ 

 让我们听听摩西怎样为但支派祝福。他说﹐ 

但为小狮子﹐ 

 从巴珊跳出来。(申33.22) 

我们都应该像勇猛的狮子一样。可是别忘了施洗约翰怎样责备来
找他受洗的法利赛人呢﹖「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
忿怒呢﹖」(太3.7) 难怪老雅各会话锋一转﹐为着但支派祷告神的
救恩了。 

 许多圣经注释者在以西结书48.1这里﹐都用耶稣的话﹐「然
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太19.30, 20.16﹐可
10.31﹐路13.30)﹐来说明神在那些在真道信仰上曾跌倒过的人﹑
所行的救恩﹐不但将他们挽回﹐而且让他们在神国里打前锋﹐就
像但支派在十二支派中拔得头筹一样。6 

流便见证主恩(48.6) 

 其次我们注意到流便支派的改变﹐令人惊奇。流便原来是雅
各的嫡长子﹐地位优越﹐可是犯了乱伦罪﹐就是与父亲的妾辟拉

                                                                                                                   

1:1:405, fn. 

6 Greenhill, An Exposition of Ezekiel. 825. 作者大概是最早给予但支派好评者。

他的注释影响其后许多福音派者的意见。 

 Patrick Fairbairn的看法就与William Greenhill者截然不同﹔但支派之所以

被放置在最北缘﹐是「因为这支派低落宗教的品质之缘故」。这种低落甚至也

是启示录第七章漏掉但支派的原因。见Fairbairn, Commentary on Ezekiel. 1876. 

(Reprint by Kregel, 1989.) 5-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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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寝﹐甚至连雅各都听见了(创35.22)﹔因此他丧失了长子原来独
有的地位－「大有尊荣﹑权力超众」－而不可居首位(创49.3-4)﹐
代上的春秋之笔也说他「不算长子」﹐其君王的职份归给了犹大
支派﹐长子的名份归给了约瑟(代上5.1-2)﹐或许祭司职份也归给
了利未支派。 

 在约书亚时代分地时﹐他们的地业没有座落在佳美之处﹐而
是在死海之东。然而现在不同了﹐他夹在以法莲和犹大两大支派
之间。 

 当然流便要好好认罪﹑切实悔改﹐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
看(参诗51.17b)。在旷野时代时﹐流便的子孙中有三人－大坍﹑
亚比兰﹑安－卷入了可拉事件﹐成为巅覆摩西领导权的领袖。他
们为什么会沦为背叛者﹖我可以想象的是﹐他们身为流便支派﹐
对于失去他们原有的长子的名份耿耿于怀。心中既有罪恶的思想
﹐就禁不起谋反领袖可拉的试探﹐一拍即合。那一次神的审判也
是叫人震惊的﹕「耶和华…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
吞下去﹐叫他们活活地坠落阴间。」(民16.30) 

 在四十年旷野漂流结束时﹐流便支派的数点民数掉了6%之
多。「神是轻慢不得的﹗」(加6.7) 可是以西结书48.6的异象却向
我们见证神赦免人的大恩典﹕ 

你们的罪虽像朱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颜﹐ 

 必白如羊毛。(赛1.18) 

…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 

 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赛44.22) 

流便原先是长子﹐曾失去他的名份﹐但如今以西结书48.6的安排
似乎将他放在一个很优厚的地位。今天当我们看见流便支派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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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新的位置﹐我们不得不说﹐神赦免的恩典是何等地浩大。 

 教会都在讲神的恩典﹐对吗﹖有一个教会在讨论新执事的提
名。有两位十分理想﹐长老小会的人都说就提他们吧。这时提他
们名字出来的长老最后补了一句话﹐「可是这两位都是离过婚
的。」这下子就难了﹐因为教会几十年来有一个铁律就是﹐离过
婚的人不提名担任执事﹐长老就更不要说了。方才提到的两位﹐
其实再婚都很久了﹐离婚也是在归主以前的事﹐而且也没有深究
过他们离婚时的谁是谁非。多年过去了﹐如今他们在教会里都有
美好的见证﹐为什么不能提名呢﹖ 

 假如亚伦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会请他服事吗﹖他在拜金牛犊
事件上﹐如果不是主谋﹐也是第一共犯﹐按理说﹐他是第一个要
问斩的罪犯。当时他肯定是认罪了﹐可是不久后神怎么委派他担
任第一任大祭司﹐而且把祭司家族就指定给了他呢﹖ 

 大卫认了罪﹐连写了诗篇第6, 30, 32, 38, 51, 143等六诗篇忏
悔﹐是否可以继续做王呢﹖ 

 摩西在埃及曾经杀过人﹐案子未了﹐难道过了四十年﹐甚至
在神面前就过了追诉期吗﹖他在良心里平安吗﹖在旷野熬了四十
年后﹐就是摩西八十岁的那年﹐他写下了著名的诗篇九十篇﹐这
一篇也是他的忏悔诗﹐他说﹕ 

90.7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因你的忿怒而惊惶。 
90.8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90.9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90.11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忿怒呢﹖ 

他向着主的雄心壮志未死﹐因此他向主说﹕ 

90.17bc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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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 

于是神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 

 亚伦﹑摩西﹑大卫如果都能获得神的重用﹐我们在适当的时
候﹐也应当可以启用主的宝血洗净的人。 

犹大获得赏赐(48.7) 

 犹大支派和利未支派－两个担任君王和祭司的支派－确实获
得了特殊的位置﹐而且大卫家更获得京畿的位置。关于利未支派
(48.8-14)﹐我会另外讲一次﹐今天我们来看犹大支派。 

 如果你读创世记读到第38章﹐求主多赐给你信心﹐好叫你信
得过神﹐并且继续读下去。在这一章发生什么事﹖原来犹大的妻
子过世了﹐十分寂寞﹐没想到就顺便找了一位妓女。其实不是妓
女﹐是他的儿媳他玛﹐怎么回事呢﹖因为他玛原是他家的长媳。
但是长子珥在神的眼中是个恶人﹐就被神治死了。按犹太人的规
矩﹐大弟应将大嫂娶过来﹐为大哥家立后。但是老二俄南故意不
给死去的哥哥留后﹐违反神的诫命﹐就被神治死了。做公公的犹
大怕不怕﹖当然怕。其实家中还有尚未成年的老三示拉。公公就
说﹐「示拉还小﹐妳就回娘家吧﹐等到示拉长大了﹐我们再请妳
回来。」 

 可是犹大心里说﹐「这个他玛太可怕了﹐从她进门﹐我家已
死了两个儿子﹐难道我还要冒险让老三娶她么﹖」过了好几年﹐
示拉长大了﹐婆家根本没有动静﹐他玛心中有数﹐所以她就展开
上述的行动﹐从公公那里怀孕﹐而且一举成功。听说媳妇在娘家
守寡却怀孕了﹐犹大心多黑﹐他说什么﹐「拉出她来﹐把她烧
了。」幸好他玛媳妇留下公公寻欢的证据。如果你是犹大﹐这时
你怎下台阶呢﹖他说﹐「她比我有义。」这不是好的认罪﹐虽然
也是认罪。 

 请问犹大是凭什么赢得了君王的职份呢﹖读完了38章﹐我们
只能说他的罪顶多得到赦免而已﹐但是他为雅各的家有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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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有﹐记载在创世记44章﹐这是一章读了叫人落泪的经文。当
约瑟设计在试验22年未见的十位兄长们﹐究竟真正悔改了没有。
当时迦南地和埃及都发生大饥荒﹐只有埃及官方储存了七年丰年
的粮食。雅各家只好下埃及去买粮食﹐于是十位兄弟出现在约瑟
的衙门上。约瑟的心怎不震撼呢﹖但是太有智慧了﹐他早已赦免
兄长们的恶行﹐但他要测验他们真的切实悔改了没有﹐再让他们
享受赦罪的平安。他要测验四项﹕ 

还贪爱钱财吗﹖(创42.25-38) 

还嫉妒兄弟吗﹖(创43.1-34) 

舍己爱兄弟吗﹖(创44.1-17) 

还爱老父亲吗﹖(创44.18-34) 

挺身出来顶替便雅悯﹐舍身爱小弟的人是犹大﹔顾忌到风烛残年
的老父亲是否受得了再失去小儿子的打击的﹐也是犹大。创世记
写到这里﹐约瑟知道他们已通过测验了﹐他再也禁不住﹐放声大
哭与弟兄们相认。 

 雅各最后为十二支派预言﹑也是祝福时﹐论到犹大支派﹐他
在创世记49.10说﹕ 

圭必不离犹大﹐ 

 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直到属他的那位来到﹐7 

 万民都必归顺。 

王权归犹是实至名归﹐因为他舍己爱弟兄﹑爱父亲。还有什么比
爱神爱人更重要呢﹖冠冕是神的儿女以善行赢得来的。新约讲到
五种冠冕－不朽的(林前9.25)﹑生命的(雅1.12﹐启2.10)﹑公义的
(提后4.8)﹑喜乐的(帖前2.19-20)﹑荣耀的(彼前5.4)－其实同属一

                                                 

7 49.10 直到属他的那位来到﹕参七十士译本﹑叙利亚文译本﹑Targum﹐稍作

修字﹔或作「直到贡物都属他」﹔和合本按希伯来文作「直等细罗来到」。

(细罗就是赐平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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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灵命得胜时彰显出来的光景。罗马5.21说﹐「恩典借着义
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得永生。」不只是恩典的主作王﹐我
们也与祂一同作王(提后2.12a)。 

 所有基督徒的灵命里都有长子的名份(来12.23)﹐其中都有作
君王的基因(启20.6, 1.6﹐彼前2.9﹐出19.6)﹐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
个基因活出来﹐而爱人爱神是实践的道路。 

约瑟双倍产业(48.4-5) 

 在48.4-5这里﹐这两个支派都是于约瑟。约瑟是雅各众子中
得到长子的名份者﹐实际上来说﹐他所承受的产业是双倍的(申
21.17)。因此我们看到在十二支派中﹐利未支派分离出来了﹐而
约瑟家的二子算两倍。 

 这是表面的﹐在创世记里我们看到长子所承受的祝福是救恩
应许的传承﹐这才是大事(创12.2-3; 25.5, 26.2-5; 27.27-29, 35.9-12; 

48.3-6, 15-22)。很奇怪的是﹐当雅各传承长子名份时﹐他尽末了
提到一块地﹕「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
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分。」两个支派虽然承受广袤土
地﹐但是真正能代表长子的名份者﹐那是那一块特别的土地。这
是什么意思呢﹖ 

 答案在约4.12这里﹗耶稣应许撒玛利亚妇人可以喝到永远不
渴的泉源﹐讲的正是这块基业。雅各的话应验了。什么是长子的
名份的核心呢﹖原来不是地业有多大﹐而是从其中要流出活水的
江河来(约4.14, 7.38-39)。四部福音书里﹐只有约翰福音交待我们
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的一大奥秘﹕ 

19.34惟有一个兵拿枪扎祂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19.35

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
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19.36这些事成了﹐为
要应验经上的话说﹕「祂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19.37经上
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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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是应验出12.46的话﹐证明耶稣正是
那位逾越节的羔羊(林前5.7)﹐救恩活水的江河是从十字架上流下
来的﹐滋润全地。 

宝石多彩彰显(启21.19-20) 

 十二支派再加上分在中央圣供地的利未支派﹐显示各支派各
有不同的特点﹐难怪雅各的预言和祝福也是各有不同。这使我们
想起了启示录21.19-20所提及的新耶路撒冷城的根基﹐是由十二
种宝石修成的。您可以想象它是何等地美丽﹕当神的荣耀从神与
羔羊的宝座照射出来时﹐透过各种色彩宝石的折射与透射﹐整个
新天新地会有多美丽。我发现宝石有六种色彩﹕ 

绿色﹕碧玉﹑绿玛瑙﹑绿宝石﹑翡翠 

蓝色﹕蓝宝石 

红色﹕红玛瑙﹑红宝石﹑红璧玺 

黄色﹕黄璧玺 

紫色﹕紫玛瑙﹑紫晶 

透明﹕水苍玉 

宝石的灵意是圣灵在人性里工作的结晶﹐「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
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彼后1.4) 而且神性在神
的儿女身上流露出来的特点﹐或有不同﹐但都宝贵。我们没有人
可以一己享尽神的丰盛﹐因此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
何等阔长高深﹐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
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弗3.18-19) 

 在这里我要再用灵意解经﹐来更多明白色码的意义﹐或许它
的解码就在哥林多前书15.42-49那里﹕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复活的是不朽的…荣耀的…强壮的…

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我
们…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保罗用了五个形容词来描述将来新造的身体。以西结书48章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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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业﹐来描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
面」﹐以及我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之光景(西2.9-10a)。 

绿色﹕碧玉/绿玛瑙/绿宝石/翡翠  不朽的 

蓝色﹕蓝宝石     属天的 

红色﹕红玛瑙/红宝石/红璧玺  灵性的 

黄色﹕黄璧玺 

紫色﹕紫玛瑙/紫晶    强壮的 

透明﹕水苍玉     荣耀的 

其实这五种色彩不是到了主再来的时候﹐自动出现的﹐而是圣灵
今日就在我们新生命中耕耘﹐使我们彰显出它各样的色彩。保罗
在以弗所书1.17-23那里﹐有一个很伟大的祷告﹕他求圣灵光照我
们﹐使我们看到神呼召教会(我们)承受「何等丰盛的荣耀」的基
业﹐而且复活基督的大能要成就这事﹐一直到有一天﹐教会将基
督的丰满在新造的万有中﹐真的彰显出来了。 

神家生命故事 

 这十二支派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为代表﹐他们一
生经历的特点正好与某一种色彩对应﹕ 

蓝色﹕属天的 亚伯拉罕 

绿色﹕不朽的 以撒 

红色﹕灵性的 雅各 

紫色﹕强壮的 约瑟 

透明﹕荣耀的 神的全家 

亚伯拉罕人很蓝﹐因为他得着了属天的呼召﹐一生追求﹑爱慕那
一座有根有基﹑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就是天上更美的家乡(来
11.10, 16)。以撒生命的色彩是绿色﹐他是凭应许而出生的﹐又曾
经过类似死而复活的经历。雅各一生历经太多的拯救﹐因为他真
是生来又抓又骗(创27.36, 25.26)﹐神要多方管教他﹐才使他变为
「以色列」－与神摔跤的人(创32.28)。红色说明他是何等蒙主的
血所赎买回来的人。约瑟的颜色很清楚﹑就是王者的紫气﹐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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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苦难终于使他可以在爱里掌权。 

 在十二宝石里有一种水苍玉﹐是透明的﹐它是神荣耀的本
色。各色的光谱如何合成为无色的光﹐神家所有的色彩加起来﹐
也为诉说神那最纯净的荣耀﹐这是我们所共同承受的产业－神在
基督里丰盛的荣耀。 

祷告 

耶稣我今欢然安息 

(Jesus! I Am Resting, Resting. H411) 

1 耶稣我今欢然安息 在你伟大所是上 

因你柔爱我所素悉 何等广无边 

你要我瞻仰你荣脸 你的美丽满我心 

你的改变大能 改变我成你质品 

*耶稣我今欢然安息 在你伟大所是上 

因你柔爱我所素悉 何等广无边 
2 你的慈爱何其泱漭 远超地上的海洋 

你的良善何其深长 尽耗我身上 

爱主我今能够安息 因知你恩何丰富 

又因应许坚定不移 都完全赐吾 
3 哦主我惟简单信你 看见你到底是谁 

并看见爱纯净不移 满足我心内 

满足它的最深渴慕 供应它的大需要 

四围都是你的祝福 这爱真荣耀 
4 或是工作或是等候 求主用脸常光照 

你的笑容使我歌讴 沉闷阴影消 

你是父的光明荣耀 是父脸上的丰采 

保守我心安息信靠 并充满你爱 

Jesus! I Am Resting. Jean S. Pigott, 1876 

RESTING 8.7.8.5.D. James Mountain,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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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释经讲道下卷﹕神的荣耀回来了 

第十七篇  归耶和华为圣 

 

读经﹕以西结书48.8-22 

唱诗﹕复兴圣洁(SP7-3)  

主祷文的境界(48.8) 

 五旬节后新约教会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福音的大能爆发了。
我相信当时许多病患早上被人抬到通往圣殿街道的西边﹐下午则
放在东边。为什么呢﹖因为主藉使徒彼得行医治﹐甚至是借着身
影照在谁身上﹐谁就得医治(徒5.12-16)﹗整个城满了神的同在(参
结48.35)。 

 我们在以西结书48.1-7, 23-29的信息里﹐看见这末了一章的
堂奥﹐其关键思想就是属灵的产业。正如歌罗西书2.9-10a说的﹐
「2.9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2.10a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分地的灵意是两面相互的﹕一方面
是我们在基督里得属神的基业(徒20.32, 26.18﹐弗1.11﹐西1.12, 

3.24)﹐另一方面是基督得着我们做祂的基业(弗1.18)。 

 十二支派从北到南都从神的手中承受了地业。那么利未支派
呢﹖这正是这穿插在中间十五节所细述的。十二支派用了14节叙
述﹐然而单单一个利未支派就用掉了15节的篇幅﹐可见其重要
性。1 还有﹐叙述的句法也不一样了。十二支派是神的百姓从神
                                                 

1 Daniel I. Block, Ezekiel 25-48. NICOT. (Eerdmans 1998.)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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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得到地业﹐然而论及利未支派却是反过来的﹐它是神的百姓
「所当献的供地(ה 其实这段经文与45.1-8是平行经 2。(8)「(ְתרּומָּ
文﹐不过这里的叙述更加清晰罢了。 

 论到利未支派﹐圣经的定规是「无分无业」(申10.9, 12.12, 

14.27, 29, 18.1)﹐然而「耶和华是他的产业」(申10.9)﹐所以他们
就居住在属于神的产业上。以西结书48章一再说这片25,000肘平
方的地方为「圣供地」﹔而「供地」( הְתִ רּומָּ )一字是这段及其平行
经文的钥字﹐它多时又和「圣」(ׁש 串用﹐于是它又被称为(קֹדֶּ
「圣供地」。3  

 在方才的那份地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圣供地的中心是圣所/圣
殿﹐它是本卷书的核心﹐从以西结书40章到47章有八章的篇幅﹐
让先知在异象中看得十分详细分明。这片正方形的圣供地由祭司
区﹑利未区﹑圣城区组成﹐第一区有「至圣的」圣所(12)﹐第二
区是「归耶和为圣的」(14)﹐第三区系「一般使用」(15)﹐小正方
形的圣城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35)。所以经文说它们都是
「圣供地」﹐形成一块美丽的正方形(48.20)。4 25,000肘大约是12

公里。 

 我们再回头注意本段的钥字﹕「供地」﹐它意味着这种的教
会－包括使用的教堂－是神的儿女所奉献给神最美最佳的「举

                                                 

2 Ralph H. Alexander & itc., Jeremiah~Ezekiel.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revised. (Zondervan, 2010.) 922; Block, Ezekiel 25-48. P. 727. 

3 供地﹕结45.1, 2x2, 6, 48.8, 9, 10, 20x2, 21x3﹐共12次。圣供地﹕结45.1, 2x2, 6, 

10, 20, 21x2﹐共八次。 

4 祭司区﹑利未区﹑圣城区的排列﹐应是祭司区虽然先提﹐但它居中﹐而北边

是利未区﹐南边是圣城区。见Leslie C. Allen, Ezekiel 20-48. WBC. (Word 1990.) 

283, Figure 7. 可是Daniel I. Block却按经文出现次序排列﹐使得圣所/圣殿不居

于圣供地的中心了。见Block, Ezekiel 25-48. p. 733, Figure 1.1. Iain M. Duguid以

为圣所为属灵的中心﹐赞成圣所居中之排列。见Duguid, Ezekiel. NIV Applica-

tion Commentary. (Zondervan 1999.) 545, fn 12; Figure, see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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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出29.27-28﹐原文与「供地」同字)。 

祭司国度实现(48.9-12, 45.1-4) 

 「耶和华的圣所在其当中」一语最重要(8, 10, 21)﹔「当中」
ְך) וֶּ 的意思不只是在其中(如和合本与一般英译本)﹐而且是在当(תָּ
中(如NIV的译法)。5 在这片25,000肘(约12公里)见方的领域里﹐
居中的乃是圣殿/圣所﹐这是先知在此三度强调的。神的百姓之所
以献上这片土地﹐是因为他们要一同来敬拜主﹐而撒督族裔忠心
的祭司们就在此服事。 

 永世尚未到来﹐以西结书只是片面地书写神在今日心愿的实
践。祂的理想首度展现在出埃及记的宣示﹕ 

19.4b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19.5如今你们若实
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19.6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
国民。 

这是神将祂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的目的﹐这是神的永旨的剖析
﹐也出现在彼得前书1.9。 

 后来在金牛犊事件时﹐以色列人受审﹐虽失去了做君尊祭司
的尊荣﹐但神仍旧呼召利未支派起来担任事奉神的大任(出32.26

﹐利8章)。可是利未支派不是用来取代神的百姓的服事﹐而是代
表。神要祂所有的百姓都前来做君尊祭司的心意﹐没有改变。当
耶稣死的时候﹐「[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太
27.51a)﹐新的时代来临了﹗正如诗歌所唱颂的﹕ 

「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 

                                                 

5 结48.15论及圣「城要在当中」﹐就译对了。同样地﹐圣所/圣殿也要在整个四

方形圣供地的「当中」﹐不只是在其中而已。C. F. Keil赞成这样的译法﹐见

Kie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Daniel & Ezekiel. 1864~1865. (Eerdmans, 

1980.) 9: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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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使徒兴高采烈地宣布﹕「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
圣所」了(来10.19a)﹔新约子民实现了神在西乃山的理想﹕全民皆
君尊的祭司。启1.6也肯定﹕「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
司。」(参启5.10, 20.6, 22.3, 5) 

 以西结书的笔法都是灵意的﹐应验在新约时代﹐这卷书真是
特别为我们写的﹗这些祭司团住在圣供地里做什么﹖一方面与君
王同心带领众百姓敬拜神﹐另一方面则殷勤地帮助百姓们与神和
好﹐并且亲近神。当百姓们献平安祭时﹐利未人在圣殿四角帮他
们烹烤祭肉﹔然而当他们哀伤痛悔地来到主面前献赎罪祭或赎愆
祭时﹐是祭司们亲自一一解决。大家还记得在圣殿内有一个祭司
特别的厨房﹐祭司们在那里隐密地烹烤与罪有关的祭肉。 

 如果你要明白这至圣的圣供地真实属灵的情景﹐究竟是如何
呢﹖许多诗篇提供最佳的描述﹐例如诗篇84篇﹑95篇等。 

这是救恩逃城(48.13-14, 45.5) 

 这几节论及利未区。第14节的「初熟之物」(ית אׁש  译为「最(ר 
好的」更佳。6 这大片四方的圣供地是最好的地业﹐是神的百姓
因为爱祂而献上的﹐属神的﹐只是给利未人居住﹐所有权在主身
上﹐当然卖不得。 

 以西结书45.5提及在这片地业上要盖20间供职利未人的房
屋。利未人除了在圣殿里帮助祭司们处理献祭事宜外﹐他们还要
做什么呢﹖敬拜的事可多着呢﹖在大卫晚年以色列国大复兴时﹐
他将利未人分组担任四方面的服事(代上25-26章)﹕ 

诗班﹑守门﹑司库﹑士师 

(赞美﹑教义﹑恩慈﹑教导) 

他们服事的多采多姿﹐一点不亚于祭司者﹐甚至有些超过呢。神

                                                 

ית 6 אׁש  HALOT在此字下的#3 b ii项下﹐译为“the best part of the land”﹐并举申 :ר 

33.21的「头一段地」为证。NASV, NIV, ESV皆从此译法。 



第十七篇  归耶和华为圣(48.8-22) 

 - 199 - 

重用他们。 

 还有一点我们不可忘记的﹐就是约书亚时代分配十二支派地
业时﹐利未人获得了48座利未城﹐其中有六座特别挑选出来做为
逃城(民35章﹐书20-21章)﹐使那些误杀人者可以逃避冤仇﹐直等
到大祭司死了﹐就可以重获自由(参来9.15-17)。你可以想象当时
不少人逃往逃城﹐一直住到他重获自由。今日教会就是救恩的逃
城(参来6.18)﹐惟有在这里人们可以获得因新约中保基督死了﹑
而有的赦免与释放。这一点岂非就是利未人努力传扬的吗﹖ 

到锡安朝见神(48.15-20, 45.6) 

 在圣供地南边还有一区是给一般人的。第15节说﹐这区要作
「俗用」(חֹל)﹐此字在此宜译作「一般使用」。在此区内最重要
的就是那座圣城﹐连郊野是5,000肘见方。第30-35节进一步细述
它﹐它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的所在」。 

 这座城的意义是什么呢﹖在以色列人历史中﹐圣殿与圣城总
是结合在一起的﹐可是在这里它们却分开了﹗然而敬拜的中心仍
旧是圣所﹐它才是圣供地的中心﹐圣城位于偏南。圣城不是敬拜
中心﹐但它是为敬拜设计的。 

 我们在46.3, 9那里看见在安息日﹑月朔和各节期里﹐都会有
百姓上来敬拜主。有的甚至可能常住在圣城﹐这样他可以参与每
日晨昏的献祭(45.13)。诗篇122篇或许帮助我们感受到一点全民
敬拜的气氛。那么这些人住在那里呢﹖当然只能是圣城了。45.6

说得对﹐「属城的地业…要归以色列全家。」7 它的意思似乎是
说﹐这城不只是君王的首都﹐而更是以色列全家为了上圣殿敬拜
﹑居住的所在。在城的左右边还有两片地业﹐为城内工人提供粮
食﹐或许也可供应天路客的需要(参尼10.1-2,4- 6, 7-9)。 

                                                 

7 John Peter Lange, Ezekiel & Daniel. Lange’s Commentary on the Holy Scriptures. 

1869. (ET: Zondervan, 1876.) 1:482 left 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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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以嘴亲子(48.21-22, 45.7-8) 

 以西结书末了对君王的刻划﹐与世俗者十分不同。事实上﹐
新约对君王也有不少期许﹐是神对他们特别的启示。譬如说一个
国家的基督徒公民若要「敬虔端正﹑平安度日」﹐包括教会传扬
福音叫万人得救的话﹐这个愿望与君王及在位有权者是否敬畏神
﹐息息相关﹐因此保罗呼吁神的儿女要为君王的敬畏神代求(提前
2.1-4)。 

 以西结书刻划属神的君王之形像﹕一方面他要节制权力﹐追
求社会公义(45.8b-12)﹔另一方面﹐他要积极地带领神的百姓参与
圣殿的敬拜﹐以及为献祭提供足够的祭牲(45.13-17, 46.1-15)。他
的属地在四方圣供地的左右两侧﹐不在其内﹐但是他的职事却与
该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诗篇2.11-12是特别为君王们写的﹕ 

2.11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 

 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2.12当以嘴亲子﹐恐怕祂发怒﹐ 

 你们便在道中灭亡﹔ 

因为祂的怒气快要发作﹐ 

 凡投靠祂的﹐都是有福的。 

 以西结书的异象并非论及遥远的永世(如启示录者)﹐而是指
着教会时代说的﹐诗篇87.3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
着妳说的。」这是教会﹕ 

8 求你用灵从我的灵  如同洪水漫溢全人 

到处荣耀到处光明  到处是你到处是神 
9 这个生活何等亲近  你使我已在地若天 

赞美满口喜乐满心  同在满魂一切甘甜 

这是诗歌哦主耶稣当你在地(H257)的最末两节﹐太好了﹐它描写
主祷文头三句的境界﹕在地如天。「在地如天」的这一个片语可
以领会为修饬那三个祷告片语－「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
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太6.9-10)﹐它是主祷文的精髓。这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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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今日该追求的境界﹑可以拥有的光景﹕「在地如天」。 

2019/7/7. ACCCN 

祷告 

复兴圣洁(SP7-3) 

主 求你复兴我 使我心圣洁 
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主 求你复兴我 使我心圣洁 
将我分别为圣 作你尊贵荣耀器皿 

我将身体 献上当作活祭 
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 

我将生命 献上为你而活 为你呼吸 
我将身体 献上当作活祭 

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 一生传扬基督的圣名 

词﹕游智婷﹐2002 

曲﹕曾祥怡﹐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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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篇  耶路撒冷黄金邦 

 

读经﹕以西结书48.30-35 

唱诗﹕圣城(The Holy City) 

 有一首老诗现在没有人唱了﹐甚至连选都不选入。它是中世
纪的一首长诗(AD 1146)﹐由John M. Neale在1858年介绍给英语教
会的﹕耶路撒冷黄金邦。以西结书用预表新耶路撒冷的圣城作结
﹐饶有意义。我们读完以西结书48.30-34以后﹐立刻就会想到启
示录21.12-13﹕「21.12…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
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21.13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这城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的所
在」(ָ֥ה ה ְיהֹוָּ מָּ ָּֽ  。(ׁשָּ

我信圣徒交通 

 用以色列民的十二支派来为圣城命名﹐这是头一遭﹐这有什
么涵义呢﹖使徒信经里我最爱的一句话是「我信…圣徒的交
通」。在这里﹐十二支派代表了古今史上众教会的选民的集合﹐
它的涵盖之广﹐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当我们读创世记49.3-27时﹐
我们看到雅各临终前向着十二支派所发的预言﹑祝福或咒诅﹐在
以西结书末了的异象里﹐好像都雨过天晴了。在摩西末了的祝福
里(申33.6-25)﹐只提及了十一个支派﹐遗漏了西缅支派﹐到了以
西结书末了﹐也补全了。这像是充满喜气的大团圆。 

 诗篇122篇这样歌颂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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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 

 在你的门内。 
122.3耶路撒冷被建造﹐ 

 如同连络整齐的一座城。 
122.4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 

 上那里去﹐ 

按以色列的常例/见证(דּות  ﹐(ע 

 称赞耶和华的名。 

神何等喜欢祂的所有的儿名都同来敬拜﹑赞美祂。当祂的所有支
派都一同赞美祂时﹐圣城就好像一座「连络整齐」的城﹐神的心
何等喜悦祂的百姓合一同在。 

每门是颗珍珠 

 所有的支派不论强弱﹑都可以进入圣城﹐难道没有什么条件
吗﹖启示录21.21a告诉我们可以进入圣城的秘诀如下﹕「十二个
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 

 如果你从启示录21.9读到22.5﹐你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新
耶路撒冷何等地荣耀﹑雄伟﹑瑰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透亮。整
个圣城是透明的﹐城是立方的﹐每边有12,000 stadia﹐即2,400公
里﹐城墙厚度有144肘﹐约为65公尺﹐它是碧玉造成的﹐是透明
的。根基一定很深﹐深不可测。如果没有九一一﹐谁会看得见世
贸大楼的根基呢﹖可是圣城的根基是看得见的﹐因为它是透明的
﹐由12种宝石修饬而成的﹐太美了。城内的街道虽然是由精金造
成的﹐但精金也是透明如玻璃一样。城中没圣殿﹐神住在城中﹐
就是圣殿﹐光辉从祂身上照射出来﹐从碧玉城﹑从十二种宝石的
根基﹑从精金的街道﹐透射﹑折射出去﹐充满在整个宇宙之中﹐
说多美丽就有多美丽﹐说多荣耀就有多荣耀。 

 可是在这一切的荣耀美丽中﹐有一样十分别致的﹐那就是不
透明的珍珠门。珍珠不会折射神的荣耀﹐它只能反射神的荣耀。
21.12说圣城有12道门﹐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这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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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神的百姓都要从门进入圣城。可是这是什么
门呢﹖每门就是一颗珍珠﹐没有门的。你要进入神的国吗﹖那么
你一定要从门进入﹐每一道门就是一个珍珠﹐怎么进去呢﹖珍珠
门是灵意。它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有珍珠的经历﹐否则你进不
了天国﹗ 

内在罪恶挣扎 

 珍珠是新耶路撒冷城里惟一不透明的东西﹐外观极其美丽﹐
里面却有见不得人的东西。珍珠就是我们每一个得救之人生命的
故事。珍珠是怎么来的﹖蚌壳的肉里若夹入一粒沙子﹐它会痛苦
﹐就分泌珍珠液﹐一层一层地将这粒外来的杂质包裹起来。经过
了若干年以后﹐珍珠就成形了﹐藏在贝壳肉的里面。如果是养殖
珍珠的话﹐农夫就会用小刀在蚌壳肉上划上一刀﹐把大约
0.75~0.9公分的珠母放在蚌壳肉里。成形的珍珠有白色的﹑奶油
色的﹑玫瑰色的和紫黑色的。自古以来﹐珍珠就是贵重的装饬品
﹐用在项链或耳环上。圣经上用「好的」或「重价的」形容词﹐
来形容珍珠(太13.45-46)。 

 人就像蚌壳一样﹐里面有杂质﹐就是存在我们心中的罪。人
生来是罪人﹐人有罪。我们以为人是犯了罪﹐才是罪人。可是圣
经启示我们倒过来的﹐我们因为是罪人﹐才会犯罪的。 

大卫认罪经历 

 诗篇51篇是大卫的认罪诗﹐他怎样认罪呢﹖ 

1. 认识罪恶本相﹕ 

 他向神承认他的罪常在自己的面前﹔他在诗篇51.3说﹐「我
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他在51.8b形容自己是「压
伤的骨头」﹐这是说到人的良心在罪恶感之下的痛苦。 

 第一层的认罪是很普遍的。可是他没有停在这里﹐圣灵继续
光照他﹐使他在犯罪之后的痛苦中﹐更清楚地看明罪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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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现原罪根源﹕ 

 他发现他的罪存在于他旧生命的根处。诗篇51.5说﹐「我是
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并非说他在
推诿罪行﹐而是在神的光中发现他根本就是一个罪人﹐原罪就在
他生命的根处。「立志行善由于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
7.18b)﹐是保罗的名言﹐也是每一个人的共鸣﹔这话的意思正如
马丁．路德所说的「意志的捆绑」﹐见证罗马书7.23的话﹕「但
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
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人的犯罪是因为他的意志出岔了﹐已经被肢体中犯罪的律俘
掳了﹐所以﹐我们不由得选择了罪恶。古波斯有一句名诗说﹐
「我知道什么对的﹐可是我却选择了错的。」当人发现这一点时
﹐他怎么办呢﹖他会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
死的身体呢？」(罗7.24) 人在此时﹐最需要什么﹖神的恩典。 

3. 得罪圣洁之神﹕ 

 他发现他的犯罪不但得罪了人﹐而且「惟独」得罪了神(诗
51.4a)﹐因此﹐罪孽就更深重了。这样﹐他会发现﹐惟有神的恩
典可以拯救他脱离罪恶了。 

4. 深感罪态严重﹕ 

 大卫惟恐他会被神丢弃﹑收去圣灵﹐所以他祷告主说﹐「不
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诗
51.11) 他曾在扫罗身上看见失败的严重性﹐如今他在自己身上也
警觉到其严重性。 

5. 向神澈底悔改﹕ 

 他在诗篇51.4b-c说﹐「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
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也是真正悔改的因
素﹐哥林多后书7.11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
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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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承认神审判的公义也是认罪
的一部份。 

 透澈的认罪促使我们认识罪的本相﹐从而害怕罪﹑恨恶罪﹑
弃绝罪﹑远离罪。特别是恨恶罪﹐要从神恨罪的角度去恨它。惟
有神的知识是整全的﹐所以﹐认罪也一样需要从神来的光照。 

大卫合神心意﹖ 

 圣经上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撒上13.14﹐徒13.22)。
许多人读经读到这里﹐就很不以为然﹐因为大卫虽然在许多方面
有很好的表现﹐可是再怎么说﹐他曾犯了一连串厉害的罪﹐如何
成为众人的表率呢﹖神怎么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呢﹖设若两个蚌
壳的肉里都含有大沙粒﹐一个蚌壳因着沙粒的存在而觉得痛苦不
堪﹐频频流出珍珠液去包裹那块沙粒﹐久而久之﹐珍珠就在它里
面成形了。可是另一个壳就没这种感觉﹐自然地﹐它里面就没有
珍珠的产生。大卫﹐不错﹐是个犯罪的人﹐可是他的认罪十分澈
底﹐留下了诗篇六篇﹑32篇﹑38篇﹑51篇﹑103篇等五篇不朽的
认罪诗﹐让我们看见他是如何感受到罪的痛苦﹐以及他如何在神
面前为罪忧伤痛悔。 

 大卫为着他的犯罪﹐在神那里受了神厉害的管教﹔同时在他
认罪的过程里﹐对罪恶人性的本相所有的深刻入里的认识与感受
﹐可是说是人类中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的。惟有一个这样落在罪
恶中无法自拔的人﹐他知道罪得赦免是何等的恩典﹐他也会呼吁
他的心要称颂耶和华﹐因为神这样赦免他的罪愆。感恩是世上任
何一个人在神面前当有的第一层珍珠﹐他藉此反射神赦免罪愆的
大怜悯。 

恩典越发显多 

 当我们一层又一层地更深地认识罪的本相时﹐神的恩典就一
层又一层地缠裹在我们的身上。「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
了。」(罗5.20b) 这就是珍珠。神实在恩待我们。我们原来不过就
是罪人而已。罪人得到赦免就已经不错了﹐还期望什么呢﹖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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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用祂儿子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而且还用恩典厚厚地浇灌在
我们身上﹐并且交织在我们生命里。 

 圣经没有一节经文比罗马书8.13b更能表达珍珠之美丽了﹕
「[你们]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什么叫做恩
典显多﹖它不是一味地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赦免
﹐蒙恩之人乃要进一步追求圣洁。什么是成圣呢﹖正如罗马书
8.13b所说的﹕ 

治死罪(mortification)得生命(vivification) 

这不是两件分离的事﹐而是一件事的两部份。我们的职责是治死
罪﹐神就叫我们得生命。后者是结果﹐前者是职责﹐不可本末倒
置。换言之﹐追求灵命的秘诀就在于治死罪﹔当我们认真去做时
﹐恩典的分泌就会一层又一层地缠裹在我们身上﹐那就是反映神
荣美的珍珠了。 

1. 谁来治死罪恶﹖ 

 谁来治死我们的罪呢﹖动词「治死」之主词不是别人﹑不是
环境﹑不是神﹐而是当事人﹑我们自己﹔因此在治死罪一事上﹐
我们责无旁贷。我们经常在祷告会时﹐听到有人将他的软弱交给
神﹐求神来付。这个「软弱」是指道德上的软弱﹐而非身体上的
本质上的软弱。换言之﹐这个软弱是我们在追求圣洁上﹐有责任
要治死的软弱。我们发现我们要治死它﹐能力不足﹐于是我们很
自然地﹐似乎很属灵地﹐将它交给神﹐求神将它治死。如此的祷
告似乎出于真诚﹐然而神不会垂听﹐因为治死罪我们责无旁贷。 

 扫罗消灭亚玛力人﹐居然舍不得杀死亚甲王﹐这是他失败的
原因(撒上15章)。后来扫罗究竟是怎样死的﹖他死在一个亚玛力
人的手下(撒下1.1-16﹐参撒上31.3-6)﹗治死肉体的责任在我们自
己(罗8.13b)﹐远避或打碎偶像的责任也在我们身上(约壹5.21)。这
些都牵涉到意志的问题﹐神不代劳。罗马书8.13b讲到意志是出于
我们﹐力量则是主要加力﹐因为离了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要
不要做在我们﹐能不能做则主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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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语中还有一个句子有时会被圣徒使用﹕Let go, let God. 

这要看受词是什么﹖如果是我们的罪性的话﹐怎可马马虎虎地放
过﹐罪性﹑软弱只有一个去处﹐就是治死。 

 当我们治死罪时﹐我们就得生命。因此﹐成圣是人本性之改
变﹗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既然是治死罪﹐它就不是避
重就轻﹐不是暂时压抑﹐不是粉饬太平﹐而是结实地治死我们原
有的败坏。成圣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真刀实弹地攻城掠地﹐新生
命在成长中。 

2. 一生之久争战 

 其次我们注意到「治死」的时式是现在式的﹐是圣徒从得救
那天起﹐就介入的圣战﹐一直到见主面。所以﹐罗马书第七章的
属灵挣扎之经验﹐是一生之久的﹐它会有强弱起伏﹐但它不会停
歇消失。六祖惠能所说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
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只有一个情况之下可能成立﹐就是人
离世到主那里去了﹐方有可能。人活在世上一天﹐原罪的影响就
存在一天﹐治死罪的争战也就持续一天。 

 在基督教的圣洁运动里﹐有所谓拔罪根的说法﹐是错误的﹐
会误导神的儿女。那是不可能的事﹐乃属灵的赝品。 

3. 出乎意志挑战 

 大卫向捆绑他意志的罪挑战﹐它的悔改是从生命的根处开
始。他求主赐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乐意的灵(诗51.10, 12)。什
么叫乐意的灵﹖它乃是求神恩待他﹑使他甘心乐意地打心底里顺
服神。这种向神澈底的顺服﹐是我们治死己生命﹐和神的恩典的
运行共同促成的。腓立比书2.13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
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意。」更新的意志正是诗篇
51.6里所说的内里的诚实﹑隐密处的智慧。于是大卫可以重得救
恩之乐了。我们看见一层又一层的珍珠分泌出来裹在大卫的身上
﹐使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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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圣基本上不是情绪上的事﹐而是真枪实弹﹑出乎意志的
事。我们亲近神﹐被主爱充满﹐于是甚愿治死罪﹐看来似乎是情
感可以左右的﹔实质上﹐它还是更新之意志的动作。客西马尼园
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26.39)－也是
我们的祷告。 

4. 付诸可见行动 

 治死罪看得见吗﹖当我们付诸行动时﹐它就看得见了。腓立
比书2.13的「立志行事」是将立志化为行动。一个治死罪的人﹐
一定会有许多圣洁的行为表现出来。它绝对不是只藏在心里的圣
洁﹐必有许多顺服神旨意的行为流露出来。 

5. 积小胜为大胜 

 应当是胜多败少﹐积小胜为大胜﹐越来越得胜。我们的习性
会改变﹐新的习性一定会建立起来。良心会越来越敏锐﹐向神如
此﹐爱人也是一样。人会谦卑下来﹐正如耶稣所说的﹐「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甚么。」(约15.5c) 

多得恩免珍珠 

 大卫曾犯过大罪﹐但是在永世里﹐再也看不见了﹐因为罪恶
的大沙粒已经被恩典的分泌厚厚地覆盖了。在永世里我们看见什
么呢﹖我们只看见这粒大珍珠歌颂神。 

 神的儿女啊﹐在永世里﹐我们的罪恶到那里去了呢﹖利未记
16章说得好﹐神将我们的罪孽都归于了「阿撒泻勒」了(利16.8, 

10, 26)。它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旧约难解经文之一﹐它的意思是
神将我们的罪挪开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甚至有学者说就是归还给
罪恶的始作俑者－鬼魔－本身。不论怎样解释﹐神使罪恶远离我
们﹐不再困扰我们的意思是确定的﹕1 

                                                 

1 John E. Hartley, Leviticus. WBC. (Word, 1992.) 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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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离西有多远﹐ 

 祂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诗103.11)  

7.18神啊﹐有何神像你﹐ 

 赦免罪孽﹐ 

 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 

不永远怀怒﹐ 

 喜爱施恩？ 
7.19必再怜悯我们﹐ 

 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 

 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7.18-19) 

 我们可能会说﹐我们没犯大罪﹐体会不到那种感受。神有几
样恩典赐给祂的百姓是极其公平的﹐就如重生﹑称义。称义包括
罪得赦免。不错﹐我们所犯的罪愆不一样﹐程度也有所不同﹔可
是身为亚当的后裔﹐我们所承受的原罪是一模一样的﹗主在十字
架上为我们所受的刑罚也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人
感受得多﹐而有的人感受得少呢﹖主在路加福音7.41-43讲过一个
比喻﹐有两个人欠同一个债主的债。一个欠50两﹐而另一个欠五
两。债主都开恩一笔勾销了。主问﹐那一位更爱那位债主呢﹖答
案很明显﹕「那多得恩免的人。」 

 主的赦免太大了﹐因为我们的原罪太大了。大到什么地步呢
﹖大到神必须差遣祂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钉十字架﹐才能赎去我们
的罪孽。主救赎我们的爱实在阔长高深﹐而且每一个人一样的多
﹐可是我们经历到的有多少呢。但愿我们能像蚌壳那样感受到心
中的杂质创伤之深﹐而让神的恩典一层又一层地厚厚地将我们裹
住。诗篇130篇说﹕ 

1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2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 

愿你侧耳 

听我恳求的声音！ 
3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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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站得住呢？ 
4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 
5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祂的话。 
6我的心等候主﹐ 

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7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 

因祂有慈爱﹐ 

有丰盛的救恩。 
8祂必救赎以色列 

脱离一切的罪孽。 

这位诗人从他的心中深处对付他的沙粒﹐使他不得不发出了第三
节的祷告。于是他在守夜等候主的拯救之中﹐经历了主的赦罪之
恩﹐珍珠一层又一层地裹在他的身上。 

 新耶路撒冷的城门是怎样的门呢﹖是珍珠门﹐诸位一个一个
都要变成珍珠﹐才进得了圣城。珍珠贵重在大而纯﹐但愿我们都
不要「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应当更加殷勤﹐…叫你
[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
后1.9-11) 

耶和华的所在 

 圣灵称这座城的名字是「耶和华的所在」﹐这也是启示录
21.3的宣告﹕「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祂要与人同住﹐他们要
作祂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原来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现在祂与我们同住﹐祂甚至
把祂的名字﹑圣城的名字﹑主的新名字﹐都刻在百姓中的得胜者
身上(启3.12)！我们在每一个蒙赎者的身上看见神的同在﹐这里
真是神「立为祂名的居所」(申12.5, 11, 21, 14.23, 16.2, 6, 11,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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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8.29﹐代下6.20﹐尼1.9﹐耶3.17, 7.12, 参14.9等)。 

 大使命说﹐我们若将主所吩咐的一切﹐都教训选民遵守﹐主
就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20)。可是我们别忘了
﹐圣城之所以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是因为神爱阔长高深﹐深
深地缠裹在每一个蒙恩之人的身上(参弗3.18)﹔这是十二支派都
必有的珍珠门的经历与见证。 

最美丽的错误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郑愁予﹐错误。1954 

 我将这首诗的末了两句稍改﹐最能表达珍珠门的意义﹕「我
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是归人﹐不是过客…」然而珍珠门
里的罪孽﹐是人人一生的错误﹐只是它被神的恩典层层包裹了﹐
成为一颗美丽的珍珠﹐我们可以称它为「美丽的错误」。 

 愿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反射出神的荣耀﹐即在我们的珍珠经
历中的美丽。 

祷告 

圣城(The Holy City) 

1. 昨夜在我梦境中 看到美丽景象 

我站在耶路撒冷中 古旧圣殿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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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见孩子歌声 正当他们欢唱 

天使的歌声嘹亮 从天响应颂扬 

天使的歌声嘹亮 从天响应颂扬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抬起头来歌唱 

高高在上和散那 和散那归你王 

2. 后来我的梦境改变 街道不再喧攘 

没有人唱和散那 没有小孩颂扬 

阳光昏暗几许奥秘 清晨冷清凄凉 

十架的阴影突然升起 在孤寂小山上 

十架的阴影突然升起 在孤寂小山上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抬起头来歌唱 

高高在上和散那 和散那归你王 

3. 我的梦境再次改变 新天新地显现 

我看见新的圣城 在永远的岸边 

神的荣光照耀其中 城门大大敞开 

所有信者可进来 无人不被接待 

无需日月星辰光辉 因有神的荣耀 

这是新的耶路撒冷 永远不再衰残 

这是新的耶路撒冷 永远不再衰残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黑夜已经过去 

高高在上和散那 永远归于你王 

Words by Frederick E. Weatherly, 1892 

Music by Stephen Adams,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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