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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麟至牧師 



1 以後﹐他帶我到一座
門﹐就是朝東的門。 
 

2 看哪﹗以色列神的榮光
從東而來。  他的聲音如
同多水的聲音﹔地就因他
的榮耀發光。 

以西結書第43章 以西結書第43章 



3 其狀如從前他來滅城的
時候我所見的異象﹐那
異象如我在迦巴魯河邊
所見的異象﹐我就俯伏
在地。 
 

4 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
門照入殿中。 



5 靈將我舉起﹐帶入內
院﹐不料﹐耶和華的
榮光充滿了殿。 
 

6 我聽見有一位從殿中
對我說話。有一人站
在我旁邊。 



7 他對我說﹕「人子啊﹐這
是我寶座之地﹐是我腳掌所
踏之地。我要在這裡住﹐在
以色列人中直到永遠。以色
列家和他們的君王必不再玷
污我的聖名﹐就是行邪淫﹑
在錫安的高處葬埋他們君王
的屍首﹐ 



8 使他們的門檻挨近我
的門檻﹐他們的門框
挨近我的門框﹔他們
與我中間僅隔一牆﹐
並且行可憎的事﹐玷
污了我的聖名﹐所以
我發怒滅絕他們。 



9 現在他們當從我面前遠除
邪淫和他們君王的屍首﹐我
就住在他們中間直到永遠。 
 

10 「人子啊﹐你要將這殿
指示以色列家﹐使他們因自
己的罪孽慚愧﹐也要他們量
殿的尺寸。 



11 他們若因自己所行的
一切事慚愧﹐你就將殿
的規模﹑樣式﹑出入之
處﹐和一切形狀﹑典
章﹑禮儀﹑法則指示他
們﹐在他們眼前寫上﹐
使他們遵照殿的一切規
模典章去做。 



12 殿的法則乃是如此﹕
殿在山頂上﹐四圍的全
界要稱為至聖。看哪﹗
這就是殿的法則。」 



神家大起大落  

 

以西結43.1-5是本卷書的核心  

一開始帶上天看到神的寶座之榮美 

然後看到神家的敗落被擄﹐萬劫不復了 

接著神又啟示先知神家的復興  



 

寶座的榮美﹕ 
 

1.26…穹蒼之上有寶座的形像﹐彷彿藍
寶石﹔在寶座形像以上有彷彿人的形狀。
1.27我見從他腰以上有彷彿光耀的精
金﹐周圍都有火的形狀﹐又見從他腰以
下有彷彿火的形狀﹐周圍也有光輝。
1.28ab下雨的日子﹐雲中虹的形狀怎
樣﹐周圍光輝的形狀也是怎樣。這就是
耶和華榮耀的形像。 



• 以西結書1.26-28是
全聖經講到神的寶
座最近距離的鏡頭 

• 左邊是一示意想像
的藝術 



• 接著是蒙召去傳揚
這光 

• 信息﹕審判(4-32)與
安慰(33-48) 

• 37.1-14＝十分關鍵
的轉變﹐為教會復
興的獨特的禱告  



• 被擄後第25年正月初十(573/4/28)﹐可記念
的日子﹕40.1 耶和華的手降在我身上﹐祂
把我帶到以色列地。40.2 在神的異象中帶
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
上的南邊有彷彿一座城建立。  



• 神藉著形狀如銅的使
者﹐帶領先知仔細觀
看新聖殿。使者分明
是天使(參啟11.1-2) 

• 導覽是由外牆﹑而外
殿﹑而內殿的次序﹐
叫先知認明新聖殿的
藍圖 



• 這在聖經研究上叫以西結
聖殿﹐有別於所羅門聖殿
﹐被擄歸回期(第二)聖殿
﹐後者又為希律王為猶太
人維修過。 

• 以西結聖殿提供精確的尺
碼﹐卻未曾修建過。其意
義應是靈意的。 



到42.29為止﹐有何感觸﹖  



結43.1 來到外院東門 

• 東門後來被穆斯
林封閉了 

• 神的榮耀於592/ 
9/17﹐就已離去 

• 結8.1, 10.19, 
11.22-24 



神榮耀回來了(43.2) 

• 突然之間神向他啟示了。被擄後第25年正月初十(573/4/ 
28)。43.2一開頭的第一個字是「看哪﹗」 

• 神的榮耀離開時是依依不捨﹐慢步徘徊﹐有六步驟(結
9.3-11.24)。但是回來時﹐卻是突如其來﹐突然而至﹐只
有一步﹐只用了一節   



• 耶和華的榮耀回來後﹐
去那裏呢﹖不料﹐耶和
華的榮光充滿了殿(43.5) 

• 又一驚嘆語：看哪﹗ 



43.1-5＝以西結「高潮」 

「一個空空如也的聖殿本
身﹐是毫無價值的。」 

佈局與創一章六天的創造
者相似。頭三天的造物不
過是為後三天預備的 

結40-42章的新聖殿之建
造﹐是為了 43-46章的充
滿﹐尤其是耶和華榮耀的
內住。  



從至聖所啟示(43.6-7b)  

 

§站在先知旁邊的「人」是誰呢﹖ 

§耶和華這時回來﹐不是從天上對先知說
話﹐而是從至聖所(內殿)裏對他說話。  

§神在地上居然也設立寶座﹗對於神的家
而言﹐這是何等地殊榮﹗  

§因著恩約﹐神設立寶座﹐因此也「住在
以色列人﹐直到永遠。」   



最嚴峻的挑戰(43.7c-9) 

 

43.7c-9＝主回來後所帶來嚴峻的挑戰 

祂的聖潔是我們第一且最大的挑戰 

在這裏提到兩件事﹕邪淫和碑柱 

第七節所提及的第七節所提及的「屍
首」(peger)在這裏譯為「碑柱」
(monument)更為合宜。  



神的兒女屬靈上的邪淫﹐拜各種偶像﹐
用它們來取代耶和華(參詩16.4)  

 

身為國家﹑社會或教會領袖犯忌的罪﹐
就是「君王在高處建立的碑柱」 

惟恐別人忘記了他﹐惟恐大家不知道
他﹐所以要立碑宣揚自己的豐功偉績 

所作所為等於取代在人心中神的地位﹐
不是等於高捧自己如同偶像一樣嗎﹖這
當然也是可憎的 



等他自覺羞慚(43.10-12)  

 

別誤以為我們先清乾淨了﹐祂才回來 

當然我們自清﹐神更樂意回來 

祂大有主權之神﹐祂要回來就回來﹔ 

祂一旦回來﹐首先就要清場﹗  



祂怎麼清場呢﹖43.10-12繼續這話題 

神將榮耀所充滿﹑主住其中坐寶座的殿﹐指
示給他們﹐好叫他們「因自己的罪孽慚
愧」﹐而且要他們量殿的「尺寸」(tokniyth)。
tokniyth英譯多譯作「計劃﹑樣式」﹐原意是
「完美﹑全備」。主要我們用將來完美的新
耶路撒冷的榮美﹐來衡量今日我們的本相。 

43.10有兩方面的悔罪﹐一方面是為罪過悔
改﹐另一方面是為著我們今日信主多年﹑卻
仍舊虧缺神的榮耀而痛悔。  



主在靈裏回來   

約翰福音見證 
14.18的「我必到你們這裏來」 

14.21的「我…要向顯現」 

14.23的「我們要到他那裏去」 

14.28的「我去還要到你們這裡來」 

16.16的「你們還要見我」 

16.19的「你們還要見我」 

主一再地說到祂的回來﹐並非末日時以肉身
顯現的再來﹐而是今日在靈裏的回來﹐是屬
靈的﹐不是身體的。  



五旬節大斷代 
主在靈裏回來是在五旬節那一天。 

啟示錄5.6宣告這件救贖大事﹕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
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
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彼得宣告同一件事﹕ 

祂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
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徒2.33) 

從那天起﹐神的兒子在靈裏回到教會之中﹗  



榮耀大於先前 

• 以西結在異象中看
見的復興﹐將一而
再地發生在神的家
中﹐舊約如此﹐新
約更是。 

• 第一次應驗是在主
前516年當第二聖殿
峻工之日(拉6.15)。  



516年第二聖殿峻工(拉
6.15)  

哈該預言：這殿後來的
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 五萬猶太人被擄歸回
﹐重建聖殿(536年)。
沒多久﹐神的百姓用
外在攔阻藉口﹐停工
了。一停就是16年。 

• 到了主前520年﹐先
知哈該與撒迦利亞激
勵神的百姓﹑起來重
建聖殿。  



看見復興了嗎﹖  

• 愛德華滋在1721年 (18歲)

經歷了被神的榮耀充滿﹐
他就篤信神的榮耀也要如
此充滿神的教會 

• 1734~1735年的冬天﹐他的
教區看見神的榮耀回來了 

• 更在1740~1742年看見第一
次大奮興橫掃殖民地  



撒迦利亞描述復興之光景﹕ 

 

12.10「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
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
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必為我悲哀﹐
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
12.11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
哀 …12.12 境 內 一 家 一 家 地 都 必 悲
哀。…13.1那日﹐必給大衛家和耶路撒
冷的居民開一個泉源﹐洗除罪惡與污
穢。」 



• 在十架上被扎的羔羊﹐
才是人門哭泣的對象；
祂所流出的血﹐成為復
興的泉源。 



• 約翰就如同新約時代的以西
結﹐看見聖靈像風吹來﹐給
社區帶來屬靈的復興﹕ 

• 16.8祂[保惠師]既來了﹐就要
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16.9為罪﹐
是因他們不信我﹔16.10為義
﹐是因我往父那裡去﹐你們
就不再見我﹔16.11為審判﹐
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 可是這些都不比結43.10描述得透澈﹕社區
不但認罪悔改﹐而且期許被聖靈量度成將
來的完美全備的(tokniyth)新耶路撒冷。 

• 43.12是何等恢宏的異象﹐全聖經只有啟示
錄儘末了的異象方可相比﹕「殿的法則乃
是如此﹕殿在山頂上﹐四圍的全界要稱為
至聖。看哪﹗這就是殿的法則。」  



遼寧復興見證(1908)  

• 宣教士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 

, 1859~1936)傳講復興並且帶動
復興。加拿大長老會宣教士﹐
在中國的山東/河南/河北和東
北宣教長達48年之久。出身安
大略省西部農家。母親Jenny敬
虔愛主﹐當古氏小時﹐就將敬
畏神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 

• 1888年初古約翰夫婦抵達煙臺  

• 「以膝代步」為座右銘   



義 和 團 亂 後 ﹐1904 年 爆 發 了 Welsh 

Revival﹐使古約翰留心教會復興史跡﹐
其間受到芬尼的影響。1907年去朝鮮﹐
遇上平壤復興。停留了三週後﹐回程在
瀋遼報導見聞。1908年春﹐應邀前往東
北領會時﹐瀋遼教會復興爆發了。他的
信息環繞一個主題－「不是倚靠勢力﹐
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
成事。」(亞4.6) 晚年口述東北大復興的
書名「為靠著我的靈」(By My Spirit)。  



教會復興剪影 
• 古約翰在1929年口述了By My Spirit一
書﹐記述發1908年遼陽教會復興。  

• 一位長老哭泣認罪﹐拳亂時作司庫﹐
帳本毀了﹐他私自貪沒教會存款。聽
道時心如火燒﹐澈夜難眠。他必須次
晨向全教會認罪並且賠償﹐否則心中
不安。公開認罪產生很大的影響。 

• 另一位長老聽了發出一聲尖叫﹐到第
四天才認姦淫的罪﹐而且三次想要毒
死妻子。接著把金戒指和金環取下獻
出﹐並把長老證撕碎辭去﹐因為深覺
不配。 



•瀋陽教會長執認罪辭職者很多﹐牧師自
己也覺得當受責備請辭﹐可是到了最後
會眾卻紛紛請求他們重新擔任聖職服
事﹐彼此信任的關係﹐十分和諧美麗。
類似的復興也發生在遼陽﹑廣寧﹑新
民﹑錦州﹐以及華北其他省份。 

 

•這些記述證實了結43章的話語。不是神
的兒女的認罪帶來復興﹐而是當靈風吹
來了﹐帶來眾人悔改與教會復興。  



主已經在靈裏回來了﹐你
看見了沒有呢？ 

 

主已經在教會中設立寶
座﹐你潔淨自己﹐好叫祂
充滿這殿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