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聖經大架構認識末世盼望

鍾李英

課程目標：惟有從神來的盼望，才能在末世危機中帶給人盼望，使人經歷出人意外的平安(腓 3:7)，以及無人可
以奪去的喜樂。(約 16:22) 因此，本課將從神所黙示的聖經中找出神如何成全祂創造的藍圖，進而看見神為愛
祂之人所預備的末世盼望，讓我們可以向世人傳講這好消息。
啟 21:1-5a 交叉平行的結構：
A 新天新地的出現 (1a)
B 先前的天地過去了 (1b)
C 海也不再有了 (1c)
D 聖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2)
D’ 神與人同在(3)
C’ 不再有眼淚、死亡、哭號和痛苦(4a)
B’先前的事都過去了(4b)
A’ 神將一切都更新了 (5a)
引自羅偉，《啟示錄註釋》(下) (台北：華神，2007)，1750。
啟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上由 神那裡降下來，被預備好了的(陰性單數，分詞，被動完成式)，
好像為她的丈夫、被裝扮好的(陰性單數，分詞，被動完成式)新娘。(直譯)
啟 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那裡發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σκηνή)與(μετά)人一起，他要與(μετά)他
們一起住(σκηνόω)，他們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μετά)他們一起，[作他們的 神] 。(直譯；[]表多數版
本無) 新耶路撒冷即神的帳幕，強調神要與人同住，因為：
1) 啟 21:3 名詞的 σκηνή (帳幕、會幕)一字，即希臘文七十士譯本用來翻譯舊約中會幕所用的字。2) 由天而降的
新耶路撒冷是金造的正立方體(啟 21:16, 18)，正如耶路撒冷聖殿中的至聖所是正立方體(王上 6:20)一般。3) 從
會幕到聖殿，神強調祂要與人同住：出 25:8 他們要為我建造聖所，使我可以在他們中間居住。(新譯本)
整本聖經呈現出一個工整的交叉平行：
A 創造的敘事 (創 1-2)
B 蛇/撒旦登場 (創 3)
C 救贖歷史 (創 4-啟 19)
B’ 蛇/撒旦退場 (啟 20)
A’ 新創造的敘事 (啟 21-22)

A. 創 1-2
創造的敘事
創 1:1 神創造天地
創 1:5 分出晝夜
創 1:10 聚水為海
創 1:16 造日月放光
創 1:26, 28 人的治理
創 2:9 生命樹
創 2:10 一河從伊甸流出
創 2:11-12 金玉瑪瑙
創 2:22,24 預備夏娃作
新婦

由聖經開頭與結尾的對稱看全書大架構
B. 創 3
C. 創 4-啟 19
B’. 啟 20
蛇／撒旦登場
救贖歷史
蛇／撒旦退場
在柛人和諧共
在千禧年後，
居時，蛇迷惑
撒旦迷惑(啟
(創 3:1,13)始祖 舊約以會幕、 20:3, 8, 10;參
聖殿代表；新 啟 12:9)列國聚
背叛神，以致
約以耶穌道成 集圍攻神子
被逐出伊甸園
肉身、神藉聖 民，被神徹底
(創 3:23-24)
靈與教會同
毀滅
在，表明神臨
在大地與人同
創 3:16 生產痛
在的心意
苦
創 3:17 受咒詛
創 3:23-24 犯罪
後在園外
創 3:22-24 不可
近生命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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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啟 21-22
新創造的敘事
啟 21:1 第一個天地過去了
啟 21:25;22:5 無黑夜
啟 21:1 不再有海
啟 21:23;22:5 不需日月照明
啟 20:4,6;22:5 審判、作王
啟 22:2 生命樹
啟 22:1 一條河從寶座流出來
啟 21:10-21 城以金玉瑪瑙築成
啟 19:7;21:2,9 預備聖徒作新婦
啟 21:4 不再有痛苦
啟 22:3 不再有咒詛
啟 21:27; 22:15 作惡者在城外
v. s. 啟 22:4 可見神的面
啟 22:2,14 潔淨者可近生命樹
v. s. 啟 22:19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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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幕、聖殿與伊甸相似處舉隅：入口都在東邊(創 3:24;出 26:15-25)；基路伯(創 3:24;出 25:18-22; 26:31; 36:35;王
上 6:23-29; 代下 3:14;結 41:18-20, 25)；聖殿中各色樹木、植物的裝飾(王上 6; 結 40; 42)，正如伊甸園的樹木、
植物；創 2:5, 15 的( עבד耕種、辦理)、
(看守)，在五經中這二字同時出現，只另在描述利未人執行會幕職責
時(民 3:7-8; 8:26; 18:5-6)；另結 44:14；會幕、聖殿和祭司袍子的材料(如出 25:7, 11, 17, 31)、與伊甸園的金子和
珍貴寶石(創 2:11-12)
以西結書的新聖殿雖具有以上會幕、聖殿的特色，但在歷史上並無一聖殿的建造，與之相符合；而細觀其特色
介於伊甸、與新耶路撒冷之間：
• 三處都提到有一條河流出來，卻是會幕、聖殿所無(創 2:10-14;結 47:1-2;啟 22:1)
• 河兩岸有樹，結 47:12 為果樹，啟 22:2 為生命樹，參創 2:9; 3:22 之生命樹
• 每月結果子：結 47:12; 啟 22:2
• 果子可作食物：創 2:9; 結 47:12
• 葉子：結 47:12 不枯乾、可治病；啟 22:2 可醫治列國
此外，以西結書的新聖殿與啟示錄新耶路撒冷的相似：
• 都出現在異象中
• 以西結與約翰都被帶到一座高山上(結 40:1-2; 啟 21:9-10)
• 都有十二個城門，以十二支派之名為名 (結 48:31-34; 啟 21:12-13)
• 過去與聖殿相關聯的「神的榮耀」出現在新耶路撒冷(結 43:1-5; 44:4; 啟 21:11, 23)
出 15 摩西勝利之歌的預言與應驗：
出 15:13-18 你憑著慈愛，帶領了你買贖的人民；你憑著能力，引導了他們到你的聖所。
14 萬民聽見，就必戰抖；疼痛恐懼抓住了非利士的居民。 15 那時，以東的族長驚惶，摩押的英雄被戰兢抓住，
所有迦南的居民都膽戰心寒。 16 恐懼戰兢臨到他們身上；因著你大能的手臂，他們像石頭一樣寂然不動；直
到你的人民過去，耶和華啊，直到你買贖的人民過去。
17 你要把他們領進去，栽種() ע在你產業的山上，耶和華啊，就是在你為自己預備的住處；主啊，就是在你
手建立的聖所上。 18 耶和華必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新譯本) 出 15:17 要在啟示錄的新耶路撒冷才應驗
神為祂的子民早有預備：
在主耶穌上十架前，對門徒最後的叮嚀與教誨必定有極重要的信息。主不斷地提到：
• 祂去是要預備(ἑτοιμάζω)住的地方(μονή)，預備好了就來接門徒，目的是祂在那裡，門徒就在那裡。(約
14:2-3, 17)
• 祂去父就差另一位聖靈保惠師來，永遠與他們同在(約 14:16-17; 16:7)。
來 11:6 但是現在他們所嚮往的，是一個更美的、在天上的家鄉。所以， 神不以他們稱他為 神而覺得羞恥；
因為他已經為他們預備了(ἑτοιμάζω)一座城。(新譯本)
啟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上由 神那裡降下來，被預備好了的(陰性單數，分詞，被動完成式)，
好像為她的丈夫、被裝扮好的(陰性單數，分詞，被動完成式)新娘。(直譯)
神創世藍圖終必應驗：
從整本聖經呈現的交叉平行來看：
A 神臨在大地與人同在 (創 1-2)
B 蛇/撒旦破壞 (創 3)
C 救贖歷史 (創 4-啟 19)
B’ 蛇/撒旦被滅 (啟 20)
A’ 神臨在大地與人同在(啟 21-22)
最後結局的預備：
太 25:34 那時，王要對右邊的說：'蒙我父賜福的，來承受創世以來為你們預備好的國吧。 (新譯本)
太 25:41"王也要對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離開我，到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去吧！ (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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