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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建聖殿 
代上 29:10-19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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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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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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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就是俄斐金三千他連得、精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以貼殿牆。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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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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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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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凡有寶石的都交給革順人耶歇、送入耶和華殿的府庫。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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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0 所以大衛在會眾面前稱頌耶和華、說、耶和華我們的父、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直到永

永遠遠的。  
29:11 耶和華阿、尊大、能力、榮耀、強勝、威嚴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國度、

也是你的．並且你為至高、為萬有之首。  
29:12 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你也治理萬物．在你手裏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29:13 我們的神阿、現在我們稱謝你、讚美你榮耀之名。  
29:14 我算甚麼、我的民算甚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而得的

獻給你。  
29:15 我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與我們列祖一樣．我們在世的日子如影兒、不能長存。 
29:16 耶和華我們的神阿、我們預備這許多材料、要為你的聖名建造殿宇、都是從你而來、都是

屬你的。  
29:17 我的神阿、我知道你察驗人心、喜悅正直。我以正直的心樂意獻上這一切物．現在我喜歡

見你的民、在這裏都樂意奉獻與你。  
29:18 耶和華我們列祖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阿、求你使你的民、常存這樣的心思意念、

堅定他們的心歸向你．  
29:19 又求你賜我兒子所羅門誠實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這一切的事、用我所

預備的建造殿宇。  
 

 
    大衛王是神所最喜悅的王，不是因為他的生活沒有瑕疵，乃是因為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
一生遵守耶和華所吩咐他的。(撒上 13:14) 他向神存完全的心。神對他最後的評語是，除了赫人
烏利亞那件事，都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一生沒有違背耶和華一切所吩咐的。(王上 15:5) 
他真實的活在神面前，認罪悔改，謙卑地接受神的刑罰，為神家的需要盡力奉獻。他最大的盼
望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殿裏求問。(詩 27:4)為了建造神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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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他願意盡心竭力。「我心裏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華的約櫃、作為我神的腳凳。我已經預
備建造的材料。」(代上 28:2) 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神建造的。(代上 29:1) 
 
    教會乃是所有蒙恩信主的人，接受神的揀選與呼召，離開世界的權勢，進入愛子的國裏，成
為基督耶穌的身體，是基督用自己的寶血買來的，在地上擔起傳福音的責任，讓萬民作基督的
門徒，彼此相愛，榮耀神的名，等候基督再來。正如舊約中神的子民在會幕裏，在聖殿中敬拜
神，在新約的教會中，聖徒也有聚會的地方，就是教堂，會所，會堂，聖堂，聖殿，禮拜堂。
今天我們一同從歷代志上第二十九章 10-19 節來思想神讓我們有分於建造聖殿。 
 
一、為民樂捐建聖殿稱頌神 
 
1. 聖殿與我們的關係 
 
    在讓我們先來思想聖殿與我們的關係。現今的世代終有末了的一日，有限的人生終有在地上
結束之日。結束了短暫的人生，何處是我們永恆的居所，聖經告訴我們，神為我們預備榮美的
天家，在地上聖殿就是那榮美天家的縮影。 
 
    5/21/2011 有人問我是否相信世界末日今天會臨到。我說，我只相信聖經，聖經記載了耶穌與
門徒的對話，耶穌說，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
惟獨父知道。(太 24:36) Harold Camping 是一位傳異端的聖經教師，在他有名的節目家庭收音機
廣播 (Family Radio)中豫言 5/21/2011 下午六點鐘，全地將有無數大地震，教會將要被提，號筒
將要吹響，哈米吉多頓，末日大戰的序幕即將揭開。這不是 Harold Camping 第一次亂說豫言，
他曾豫言 1994 年世界末日將會臨到。後來他承認錯誤，並說，那是教會結束的日子。他大膽地
宣稱，從那時起地上教會的時代不再存在了。他給人錯誤的信息，居然有人相信他所說的胡言
亂語。當然今天他還可以自圓其說，修改他對此豫言的解釋，說，經濟上的哈米吉多頓
5/21/2011 正式展開了。這些都是從鬼魔來的謊言，真是妖言惑眾，寡廉鮮恥。過去也有許多人
豫言教會被提的日子，都沒有應驗，他為何如此愚蠢地自欺欺人，竟敢違背聖經，豫言教會要
昨天被提呢?顯然他是被撒但欺哄。撒但為何要如此行呢? 因為教會是在神眼中至為寶貴，是神
眼中的瞳仁。教會被提乃是耶穌基督再來，世界末日大戰即將展開的日子，那時猶太人要哀
哭，要仰望他們用槍所扎的，他們認出那帶著千萬聖者，駕雲降臨，腳踏在橄欖山上的基督耶
穌就是他們的彌賽亞，他們的救主，是審判全地的造物主宰，萬王之王，萬主之主，那日，就
是以色列人從摩西起，等候多了三千五百年的贖罪日，那日，外邦人的人數滿了，以色列全家
都要得救，福音要傳到地極，末期臨到。當天地都要廢去時，教會就是基督的新婦，新耶路撒
冷，將要從天而降，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得永生的人要作神的子民，神要親自與
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那日，神將一切都更新了。在新天新地中，神的僕人都要事奉祂。(啟
22:3) 
 
    基督再來之前，必有許多的謊言出現。保羅被聖靈感動在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如此勸勉信
徒: 「我勸你們、無論有靈、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不要輕易動心、
也不要驚慌。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
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裏、自稱是神。」(帖後 2:2-4) 
 
    對猶太人來說，神的殿就是聖殿，以西結書講到未來重建的聖殿。猶太人正在預備建築聖殿
的材料為神建聖殿。基督徒對以西結書所描述的聖殿主要有五種不同的看法。1. 所羅門造的聖
殿未被毀滅前的光景，2. 主前六世紀以色列民重建的聖殿，3. 理想的聖殿，4. 豫表教會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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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5. 千禧年中的聖殿。無論是那一種看法聖殿都是豫表主耶穌的身體，耶穌說: 「你們拆毀
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約 2:19) 耶穌這話是以身體為殿，所以到祂從死裏復活以
後，門徒就想起祂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的。(約 2:22)  
 
    使徒保羅深知聖殿的奧祕，在啟示神永遠旨意的以弗所書中，保羅在第二章中如此顯明神對
聖徒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同被建造成為聖殿有如此的記載: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
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
房角石．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
的所在。」(弗 2:19-22) 今天是聖殿建造的時候，我們雖然仍不完全，正在施工中，但是我們應
當有信心地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
所悅納的靈祭。(彼前 2:5) 讓我們有分於神聖殿的建造，離開不義，在大戶人家，自潔，脫離卑
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豫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2:20-21) 
 
2. 為能有分於聖殿的建造感恩 
 
    歷代志下第 29 章第 10 節這裏有一個所以，意思乃是論到大衛在會眾面前能稱頌耶和華的理
由，這理由是甚麼呢? 這理由乃是眾人願意將他們所積蓄的財物捐出來，捐出來作甚麼? 建造神
的聖殿。為甚麼願意捐出來，是因為大衛強迫他們嗎? 不是的，若不是甘心樂意的神不接受。
是因為大衛跟他們講奉獻的重要性，必要性，奉獻必然蒙福嗎?不是的，大衛沒有跟他們講甚麼
大道理，只問你們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這就是奉獻的原則，若不是獻身的人不必奉
獻，不知道我們一切所擁有的都是出於神的人，不必奉獻。因為不可能是甘心樂意的奉獻。這
些人為甚麼在大衛講了一句話就奉獻自己給耶和華呢? 這是因為大衛自己作榜樣，他為神的殿
盡力的預備了材料，又因大衛心裏愛慕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外，又將他自己積
蓄的極多的金銀獻上，建造我的殿。 
 
    很多時候我們只用神的話來教導，我們的行動完全跟不上。當然神的話語非常重要，是不可
或缺的，若沒有神的話，我們就在黑暗中摸索，沒有神的話語作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但
是只講神的話語，卻不遵行神的話語與人與己都沒有益處。不能只有言教，沒有身教。保羅凡
事效法基督的樣示，所以他的見證有力量，他能說，你們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基督凡
事給我們作榜樣，祂完全活出祂所教導的。我們要學習基督的樣式，祂心裏柔和，謙卑。讓我
們稱頌神，直到永永遠遠。 
 
二、承認一切都是從神而來 
 
29:11 耶和華阿、尊大、能力、榮耀、強勝、威嚴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國度、

也是你的．並且你為至高、為萬有之首。  
29:12 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你也治理萬物．在你手裏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29:13 我們的神阿、現在我們稱謝你、讚美你榮耀之名。  
29:14 我算甚麼、我的民算甚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而得的

獻給你。  
29:15 我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與我們列祖一樣．我們在世的日子如影兒、不能長存。 
29:16 耶和華我們的神阿、我們預備這許多材料、要為你的聖名建造殿宇、都是從你而來、都是

屬你的。  
29:17 我的神阿、我知道你察驗人心、喜悅正直。我以正直的心樂意獻上這一切物．現在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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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你的民、在這裏都樂意奉獻與你。  
 

1. 天上地下的一切尊榮和國度都是神的。(代上 29:11) 
2. 人的豐富尊榮和強盛都是神所賜的。(代上 29:12)    
3. 萬物都從而來，我們所獻上的都是神所先賜給我們的。(代上 29:14) 神說，世界和其中所充滿 
    的，都是我的。(詩 50:12) 
4. 人當知道在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與我們列祖一樣。我們在世的日子如影兒，不能長存。

不要凡事抓得太緊。(代上 29:15) 神賜給人豐富，神要人謹慎，遵守神的話語，在得到諸般的
祝福後，不可忘記神。(申 6:10-15) 美地，房屋，美物，水井，葡萄園，橄欖園，使人吃得飽
足，不可忘記神。聖經告訴我們，在富足中我們飽足後容易不認神，說，耶和華是誰呢? (箴
30:8-9) 不要心高氣傲，忘記神，恐怕我們心裏說，這貨財是我力量，我能力得來的，要記念
神的話，得貨財的能力是出於神。(申 8:17-18) 否則，神的祝福不但會離開我們，我們也會受
到極大虧損。    

5. 神喜歡人存正直的心奉獻。(代上 29:17) 神要人尊榮神，箴言書告訴我們，要以財物和一切初
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這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箴 3:9-10) 
任何人，若不願意尊榮神，必不蒙祝福。神藉先知哈該對猶大人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
為，你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你們喫，卻不得飽，喝卻不得足，穿衣服，卻不得暖，得工
錢的，將工錢裝在破漏的然錢囊中。(該 1:5-6) 我們盼望多得，所得的卻少，你們收到家中，
我就吹去。這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我的殿荒涼，你們各人卻顧自己的房屋。這是萬軍之耶和
華說的，。所有以為你們的緣故，天就不降甘霖露，地也不出土產。我命乾旱臨到地土，山
跟岡，五穀，新酒，和油，並地上的出產，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勞碌得來的。(該 1:7-
11) 

 
6. 求神賜他兒子所羅門誠實的心，遵守神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這一切的事，用他所預備 
    的建造殿宇。(代上 29:19) 
  
    多年前有人計算過造聖殿所有的資金，金銀銅等物超過 343 億美金。寶石的價值不在這數目
下。金器皿和銀器皿各值 24 億和 27 億美金。木料，石材和人工超過 127 億美金。因這工程甚
大，神興起大有智慧的大衛的兒子所羅門王來建造這殿，那時大衛已經征服了四圍的仇敵，平
安臨到。所羅門象徵著平安，穩妥，豐富，尊榮，智慧。這些都是豫表基督與教會的豐盛的。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算是承認一切都是從神而來將從神來的歸給神呢? 
 
1. 打下以聖經為唯一根基的純正信仰基礎。因信稱義，基督是唯一到父神面前的路。確信聖經 
    無誤，聖經不只是有神的話，聖經乃是神的話。沒有任何其它的啟示可以與聖經等量齊觀。 
 
2. 靠著聖靈活出根據聖經啟示的純正信仰。不是頭腦上的認知，乃是生命的表現，遠離罪惡， 
    謙卑事奉，愛人如己，過聖潔的生活。 
 
3. 確信人人皆祭司，都要事奉神。舊約最後一本書，瑪拉基書警告我們，主再來的時候，祂要

將善人和惡人，事奉神的，和不事奉神的，分別出來。(瑪 3:18) 新約最後，使徒約翰如此寫
到，在聖城裏，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啟 21:22) 在聖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祂的僕
人都要事奉祂。(啟 22:3)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要盡心事奉上帝，都要竭力傳福音，造就門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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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一個人把豐盛的基督徒的生命帶到我們生活的各樣層次中，顯明耶穌基督在我們的生活中
居首位。包括言行、舉止、穿著、行為、信心、家庭、文化、風俗、工作、工業、科學、商
業、財經、政治、法律、教育、休閒、娛樂、心靈世界裏面，讓我們把基督的生命活出來。
讓我們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我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
命的道表明出來。(腓 2:15-16) 

 
    教會是神所看最看重的，教會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 
 
三、將從神而來的歸還給神 
 
29:18 耶和華我們列祖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阿、求你使你的民、常存這樣的心思意念、

堅定他們的心歸向你．  
29:19 又求你賜我兒子所羅門誠實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這一切的事、用我所

預備的建造殿宇。  
 
    聖殿的建造是為了彰顯神的榮耀，大衛心中非常清楚他所得的一切都是神賜給他的，他渴慕
在神面前作完全人。(撒下 22:24) 大衛招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和輪班服事王的軍長、與千夫
長、百夫長、掌管王和王子產業牲畜的、並太監、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來。大衛王
就站起來，對他們講說，稱他們為自己的的弟兄、百姓。坦白地告訴他們，他心裏本想建造殿
宇，安放耶和華的約櫃，作為神的腳凳。他已經預備建造的材料。出乎意料之外，神不允許大
衛為神建造聖殿。神沒有說要等到太平世，也沒有說時間不對。神給大衛一個很難接受的理
由，是跟大衛所作的事有關，神告訴大衛，因他是戰士，流了人的血。然而大衛接受神的主
權，先獻上感恩，再預備建聖殿的材料，仍然有分於建造神的殿。他說: 「然而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在我父的全家揀選我作以色列的王、直到永遠．因他揀選猶大為首領、在猶大支派中揀選
我父家、在我父的眾子裏喜悅我、立我作以色列眾人的王。耶和華賜我許多兒子．在我兒子
中、揀選所羅門坐耶和華的國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華對我說、你兒子所羅門必建造我的殿
和院宇．因為我揀選他作我的子、我也必作他的父。他若恆久遵行我的誡命典章、如今日一
樣、我就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代上 28:4-6) 大衛將神賜給他的奉獻給神。 
 
1. 完全的頌讚 
 
    大衛是神所膏立的王，聖經中稱他為作以色列的美歌者，「耶和華的靈藉著我說、他的話在
我口中。」(撒下 23:2) 聖靈感動他，他說出頌讚神的話。讀他所作的美歌可激發我們愛神，倚
靠神的心，能讓我們高聲稱頌神。讓我們讀一處大衛所念與聖殿有關的讚美詩。 
 
    在患難中大衛蒙神拯救稱頌神，「當耶和華救大衛脫離一切仇敵和掃羅之手的日子、他向耶
和華念這詩、說、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
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臺、是我的避難所．我的救主阿、你是救我脫離
強暴的。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這樣、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曾有死亡的波浪環繞
我．匪類的急流、使我驚懼．陰間的繩索纏繞我．死亡的網羅臨到我。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
華、向我的神呼求．他從殿中聽了我的聲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撒下 22:1-7) 
 
2. 完全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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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的感恩不僅是神救他脫離患難，將他從仇敵的手中救出來，大衛感謝神讓他在建立神的
居所上有分。為神永遠可紀念的名，大衛能看見他所受的苦難背後有神的美意。 
 
    感恩的人一定有報恩的行動，大衛報答神恩，願意奉獻一切建造聖殿。不錯，聖殿是禱告的
地方，聖殿是宣讀神話語的地方，聖殿是分別為聖的地方，聖殿是敬拜神的地方，更重要的是
聖殿是神榮耀的居所。讓我們念一處與大衛所受的苦難與神永遠的寶座與權柄和他愛慕神的居
所有關的詩篇。 
 
  「耶和華阿、求你記念大衛所受的一切苦難．他怎樣向耶和華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許願、
說、我必不進我的帳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等
我為耶和華尋得所在、為雅各的大能者尋得居所。我們聽說約櫃在以法他．我們在基列耶琳就
尋見了。我們要進他的居所、在他腳凳前下拜。耶和華阿、求你興起、和你有能力的約櫃同入
安息之所。願你的祭司披上公義．願你的聖民歡呼。求你因你僕人大衛的緣故、不要厭棄你的
受膏者。耶和華向大衛憑誠實起了誓、必不反覆、說、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寶座上。你的
眾子若守我的約、和我所教訓他們的法度、他們的子孫、必永遠坐在你的寶座上。因為耶和華
揀選了錫安、願意當作自己的居所、說、這是我永遠安息之所．我要住在這裏．因為是我所願
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糧食豐滿、使其中的窮人飽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聖民大聲歡呼。我
要叫大衛的角、在那裏發生．我為我的受膏者、預備明燈。我要使他的仇敵、披上羞恥．但他
的冠冕、要在頭上發光。」(詩 132:1-18) 
  
3. 完全的謙卑 
 
    大衛不但知道神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神是以色列的磐石。大衛不但知道神是為他成全諸事
的神，也知道神是賜給他永遠救恩的神，這已經是非常難得。大衛並且知道神是立永約的神，
他深知自己不配，但是願意存謙卑的心來領受神透過他未來要成就的大事。大衛在臨終時說:
「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曉諭我說、那以公義治理人民的、敬畏神執掌權柄、他必像日
出的晨光、如無雲的清晨、雨後的晴光、使地發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並非如此．神卻與我立
永遠的約．這約凡事堅穩、關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豈不為我成就麼。」(撒
下 23:3-5) 
     
    居高位的大衛王臨終前在神和人的面前如此的謙卑，知道人至終要面對神和死亡，這場爭戰
無人能免。(傳 8:8) 在位 68 年大有軍事政治影響力的奧地利的皇帝法蘭西斯﹒約瑟 (Francis 
Joseph) 他葬禮時安排了一段對話，令人深思。法蘭西斯﹒約瑟 (8/18/1830-11/21/1916)死後葬在
維也那 (Vienna)卡普欽 (Capuchin)教會的墓園中，就是哈普司堡家族 (Hapsburg)列祖的墓園中。
當扶棺靠近墓穴時，裏面有人的聲音問:「將要下葬的是誰? 」送葬的隊伍回答說: 「是最尊貴的
法蘭西斯﹒約瑟皇帝。」裏面有人的聲音回答說:「我不認識他。將要下葬的是誰? 」送葬的隊
伍回答說: 「奧地利和匈牙利的法蘭西斯﹒約瑟皇帝正在外面。」裏面有人的聲音回答說:「我
不認識他。將要下葬的是誰? 」當送葬的隊伍回答說: 「一位罪人，我們的兄弟法蘭西斯﹒約
瑟」裏面沒有再問任何的問題，通往墓園的大門打開了，讓法蘭西斯﹒約瑟的遺體進入墓園，
這位王與他的列祖同睡在墳墓中等候復活，等候進入神永遠的天國。 
 
    正如神人摩西的禱告: 「主阿，祢世世代代是我們的居所，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祢未曾造
成，從亙古到永遠祢是神。」(詩 90:1-2) 這是完全的謙卑，這就是將從神那裏得來的歸給神。 
 
    我們一同低頭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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