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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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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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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4

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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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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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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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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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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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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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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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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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www.jamessun.net  O10071 雅各 



 1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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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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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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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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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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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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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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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www.jamessun.net  O10071 雅各 



 1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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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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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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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www.jamessun.net  O10071 雅各 



 1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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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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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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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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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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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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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4

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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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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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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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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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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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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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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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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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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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2

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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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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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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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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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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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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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www.jamessun.net  O10071 雅各 



 1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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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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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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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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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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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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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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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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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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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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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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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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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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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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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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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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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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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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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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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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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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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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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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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www.jamessun.net  O10071 雅各 



 1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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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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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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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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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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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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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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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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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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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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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4

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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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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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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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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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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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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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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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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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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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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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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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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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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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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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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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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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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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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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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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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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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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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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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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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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www.jamessun.net  O10071 雅各 



 1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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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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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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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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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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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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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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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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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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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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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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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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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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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3

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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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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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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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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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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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www.jamessun.net  O10071 雅各 



 1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2

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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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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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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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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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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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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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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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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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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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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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www.jamessun.net  O10071 雅各 



 1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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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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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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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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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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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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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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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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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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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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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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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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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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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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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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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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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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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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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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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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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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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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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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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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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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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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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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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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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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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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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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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www.jamessun.net  O10071 雅各 



 1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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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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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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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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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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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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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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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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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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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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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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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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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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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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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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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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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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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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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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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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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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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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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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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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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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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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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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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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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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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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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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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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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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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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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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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www.jamessun.net  O10071 雅各 



 1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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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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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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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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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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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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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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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www.jamessun.net  O10071 雅各 



 1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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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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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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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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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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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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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4

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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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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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3

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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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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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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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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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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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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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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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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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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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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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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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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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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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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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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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3

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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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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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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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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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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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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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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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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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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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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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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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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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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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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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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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3

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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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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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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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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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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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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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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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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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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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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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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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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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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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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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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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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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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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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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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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3

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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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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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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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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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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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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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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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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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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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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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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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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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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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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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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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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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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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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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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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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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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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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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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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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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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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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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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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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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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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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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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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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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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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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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2

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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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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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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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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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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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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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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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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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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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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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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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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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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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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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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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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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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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4

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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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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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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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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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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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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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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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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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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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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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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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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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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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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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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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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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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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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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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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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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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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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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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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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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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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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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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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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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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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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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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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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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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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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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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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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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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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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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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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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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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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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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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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4

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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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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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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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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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www.jamessun.net  O10071 雅各 



 1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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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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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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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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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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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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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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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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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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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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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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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www.jamessun.net  O10071 雅各 



 1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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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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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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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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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7: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7: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7: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

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大綱 
    

聖殿的建造   
(撒下 7:4-16 ) 

 
    神在聖經中多次啟示祂要建造祂的家。神創造了亞當，亞當與神同行。亞當受魔鬼誘惑，悖逆神，
犯罪， 離棄神。神心中憂傷。然而，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為人，住在我們中間，付出生
命的代價，拯救罪人，讓人回到神面前，成為神的兒女。神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這就是道成肉
身，以馬內利的奧祕。「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 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神的聖殿，
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婦,教會。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建造聖殿。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大衛要為神建殿的心意，神悅納,但是神不要大衛為祂建殿。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拒絕他為神建
殿而失望。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代上 22:5-7) 大衛
預備了建殿的人才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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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讓大衛的後裔建造聖殿。我們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
來事奉。我們需要先將自己奉獻在祭壇上，讓神在我們身上作工。然後，我們這個人才能順服神的心
意，讓神透過我們按照祂的旨意來作聖工。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為神建殿，基督曾說,祂要親手建立祂的教會。(太 16:1 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
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
為殿。( 約 2:17-22)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建聖殿?  掃羅的後裔卻被除滅?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
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 
 
一、 建殿心願得神悅納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神將祂藉著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救贖墮落人類的旨意顯明。神創造了亞當，亞當
與神同行。然而亞當犯罪，離棄神，自我為中心，心中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心中憂傷。 
 
    神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就是末後的亞當，也是第二個人，住在我們中
間，付出自己的生命的最高代價，拯救亞當的族類脫離罪惡，讓人回到神的家中，成為神的兒女。神
至終的旨意是要住在人間，神與人同住，這就是以馬內利的奧祕。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 21:3)這個帳幕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聖殿，就是新耶路撒冷，
是羔羊的新婦，就是教會。所以建造聖殿就是建造神的家。讓我們一同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我們今天
讀的這一段經文中如何建造聖殿來思想如何建造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讓我們低頭禱告。 
 
    大衛是有許多缺點的人，他犯了十誡在人際關係中所有的誡命，但是神稱他是神的僕人，神稱讚他
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大衛親近神，倚靠神，凡事求問。在他
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藉著以弗得求問神，神也答應他的祈求。大衛的生命漸漸成熟，他看見向神
禱告很重要，但不應當是在他個人有需要的時候才來求問神; 神來到他的家中與他同在是好，但是他
進入神的家中更好。神在地上有家嗎? 詩篇 27 篇顯明大衛愛神的心，他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那時神的家在那裏呢?  神的居所在天上，我們要問，在地上神有家嗎? 在地上，神的家就是聖殿。
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靈裏敏銳，他看到他祖父亞伯拉罕和他父親以撒沒有看到的，當他哥哥以掃要殺他
時，他離家，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從別是巴到哈蘭的路上，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
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向他說話，應許
他，將來要將他現在躺臥之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創 28:10-13) 誰是他的後裔呢? 神進一步告訴
他，「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創 28:14) 這提醒了雅各，神向他祖父亞伯拉罕所立的約，「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
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
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這後裔是單數的，乃是指著基督。「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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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16) 
 
    神說的話必要應驗，經過了許多的年代，一千多年過去了，神在等候，等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出
現，終於大衛出現了。他體恤神，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渴慕在地上有一個家，不是到自己的地方
來，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祂。(約 1:11)大衛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大衛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裏。拿單對王說、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注意這裏講到大衛的心意。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體貼神的
心意，不體貼人的心意。神非常喜悅大衛，因為大衛的心是願意與神同心。當夜，一刻也不延遲，神
透過先知拿單告訴大衛，「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自
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
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
木的殿宇呢?」(1:1-3)  
 
    神說這話，表面上不要大衛為祂建殿，但是心中非常喜樂。這不是神要求的，這是人發自感恩的
心，甘心的獻上的。大衛愛主的心沒有因為神表面拒絕他的心意而失望。他沒有因為他是戰士殺人流
血，不配建殿而灰心。大衛愛神，年紀老邁時，囑咐他的兒子所羅門為神建殿，完成他的心願。「大
衛召了他兒子所羅門來、囑咐他給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對所羅門說、我兒阿、我心裏本想為
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代上 22:5-7)  
 
    大衛儲備建殿的人才，大衛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從其中派石匠鑿石頭、要建造神的殿。
大衛預備許多鐵、作門上的釘子和鉤子．又預備許多銅、多得無法可稱．又預備無數的香柏木．因為
西頓人和推羅人、給大衛運了許多香柏木來。大衛說、我兒子所羅門、還年幼嬌嫩、要為耶和華建造
的殿宇、必須高大輝煌、使名譽榮耀、傳遍萬國．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預備
的材料甚多。」(代上 22:1-4)  
   
    不但如此，大衛為神建殿，愛慕神的殿，將一生的積蓄都獻上。「大衛王對會眾說、我兒子所羅門
是神特選的、還年幼嬌嫩、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我為我神的殿已
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瑪瑙可鑲嵌的寶
石、彩石和一切的寶石、並許多漢白玉。且因我心中愛慕我 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外、又將我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
以貼殿牆。」(代上 29:1-4) 
 
    最後，大衛讓以色列人都樂意奉獻。。「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匠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於是眾族長、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千夫長、百夫長、並監管王工
的官長、都樂意獻上。他們為神殿的使用、獻上金子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利克、銀子一萬他連得、
銅一萬八千他連得、鐵十萬他連得。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因這些人
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百姓就歡喜、大衛王也大大歡喜。」(代上 29:5-9) 
 
    我們今日有如同大衛的心願嗎? 甘心為神的家付出我們的全心，全人。盡力奉獻，因為這殿不是為
人，乃是為耶和華建造的。我們心中愛慕神的殿嗎?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神呢? 感謝主，凡樂意
的，神都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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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建家室後建聖殿 
 
7:8 現在你要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9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常與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一樣。  
7:10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

像從前擾害他們．  
7: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並且我耶和華

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  
7: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7: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7: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用人的鞭責罰他。  
7: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神要先為大衛建立家室，我們要事奉神，不能用我們天然人的力量，聰明來事奉。我們需要先讓神
作工在我們身上。 
1. 神帶領大衛不跟從羊群，只跟從神。 
2. 神為大衛爭戰，使他無論往那裏去，神常與他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敵．神必使他得大名、好像世 
    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3. 神為祂子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凶惡之子，也不像 
    從前擾害他們。 
4. 神為大衛建立家室。 
5. 神讓大衛有後裔作王，國位堅立。 
6. 神讓後裔建立聖殿，國位堅定，直到永遠。 
7. 神的約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8. 神的慈愛永不離開，神所愛的必管教。 
 
三、 聖殿建造全憑神旨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這裏講到的是耶穌基督，我們不能為神建殿，真正的聖殿必須經過死裏復活，那就是耶穌基督所
講，你們若拆毀這殿，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
急、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
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但耶穌這
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約 2:17-22) 
 
    大衛他是一位以神為中心的人。他聽見神的話就順服，經常遵守神的話，凡事求問神。以色列的王
掃羅和大衛都是撒母耳膏立的，神為何與大衛立約，不與掃羅立約? 神為何使大衛的後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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