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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建圣殿 
代上 29:10-19                                                                    

     
 
29:1 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 
            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  
29:2 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作金器、银子作银器、铜作铜器、铁作铁器、木作木 
            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  
29:3 且因我心中爱慕我 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 
            上、建造我神的殿．  
29:4 就是俄斐金三千他连得、精炼的银子七千他连得、以贴殿墙。  
29:5 金子作金器、银子作银器、并藉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  
29:6 於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工的官长、都乐意献 
            上。  
29:7 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五千他连得、零一万达利克、银子一万他连得、铜一万八千 
            他连得、铁十万他连得。  
29:8 凡有宝石的都交给革顺人耶歇、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  
29:9 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  
29:10 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 
            永远远的。  
29:11 耶和华阿、尊大、能力、荣耀、强胜、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 
            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  
29:12 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於你。  
29:13 我们的神阿、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  
29:14 我算甚麽、我的民算甚麽、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 
            献给你。  
29:15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  
29:16 耶和华我们的神阿、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 
            属你的。  
29:17 我的神阿、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 
            见你的民、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与你。  
29:18 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阿、求你使你的民、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 
            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  
29:19 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 
            预备的建造殿宇。  
 
    大卫王是神所最喜悦的王，不是因为他的生活没有瑕疵，乃是因为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一
生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撒上 13:14) 他向神存完全的心。神对他最後的评语是，除了赫人乌
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王上 15:5) 他
真实的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谦卑地接受神的刑罚，为神家的需要尽力奉献。他最大的盼望就
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祂的荣美，在祂殿里求问。(诗 27:4)为了建造神的圣殿，他
愿意尽心竭力。「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
的材料。」(代上 28:2) 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代上 29:1) 
 
    教会乃是所有蒙恩信主的人，接受神的拣选与呼召，离开世界的权势，进入爱子的国里，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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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身体，是基督用自己的宝血买来的，在地上担起传福音的责任，让万民作基督的门
徒，彼此相爱，荣耀神的名，等候基督再来。正如旧约中神的子民在会幕里，在圣殿中敬拜神，
在新约的教会中，圣徒也有聚会的地方，就是教堂，会所，会堂，圣堂，圣殿，礼拜堂。今天我
们一同从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 10-19 节来思想神让我们有分於建造圣殿。 
 
一、为民乐捐建圣殿称颂神 
 
1. 圣殿与我们的关系 
 
    在让我们先来思想圣殿与我们的关系。现今的世代终有末了的一日，有限的人生终有在地上结
束之日。结束了短暂的人生，何处是我们永恒的居所，圣经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荣美的天
家，在地上圣殿就是那荣美天家的缩影。 
 
    5/21/2011 有人问我是否相信世界末日今天会临到。我说，我只相信圣经，圣经记载了耶稣与
门徒的对话，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
独父知道。(太 24:36) Harold Camping 是一位传异端的圣经教师，在他有名的节目家庭收音机广
播 (Family Radio)中豫言 5/21/2011 下午六点钟，全地将有无数大地震，教会将要被提，号筒将要
吹响，哈米吉多顿，末日大战的序幕即将揭开。这不是 Harold Camping 第一次乱说豫言，他曾
豫言 1994 年世界末日将会临到。後来他承认错误，并说，那是教会结束的日子。他大胆地宣
称，从那时起地上教会的时代不再存在了。他给人错误的信息，居然有人相信他所说的胡言乱
语。当然今天他还可以自圆其说，修改他对此豫言的解释，说，经济上的哈米吉多顿 5/21/2011
正式展开了。这些都是从鬼魔来的谎言，真是妖言惑众，寡廉鲜耻。过去也有许多人豫言教会被
提的日子，都没有应验，他为何如此愚蠢地自欺欺人，竟敢违背圣经，豫言教会要昨天被提呢?
显然他是被撒但欺哄。撒但为何要如此行呢? 因为教会是在神眼中至为宝贵，是神眼中的瞳仁。
教会被提乃是耶稣基督再来，世界末日大战即将展开的日子，那时犹太人要哀哭，要仰望他们用
枪所扎的，他们认出那带着千万圣者，驾云降临，脚踏在橄榄山上的基督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
亚，他们的救主，是审判全地的造物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日，就是以色列人从摩西
起，等候多了三千五百年的赎罪日，那日，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福音要传
到地极，末期临到。当天地都要废去时，教会就是基督的新妇，新耶路撒冷，将要从天而降，神
的帐幕在人间，祂要与人同住，得永生的人要作神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那日，神将一切都更新了。在新天新地中，神的仆人都要事奉祂。(启 22:3) 
 
    基督再来之前，必有许多的谎言出现。保罗被圣灵感动在帖撒罗尼迦後书第二章如此劝勉信徒: 
「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
要惊慌。人不拘用甚麽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
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
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帖後 2:2-4) 
 
    对犹太人来说，神的殿就是圣殿，以西结书讲到未来重建的圣殿。犹太人正在预备建筑圣殿的
材料为神建圣殿。基督徒对以西结书所描述的圣殿主要有五种不同的看法。1. 所罗门造的圣殿未
被毁灭前的光景，2. 主前六世纪以色列民重建的圣殿，3. 理想的圣殿，4. 豫表教会的圣殿， 5. 
千禧年中的圣殿。无论是那一种看法圣殿都是豫表主耶稣的身体，耶稣说: 「你们拆毁这殿，我
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 2:19) 耶稣这话是以身体为殿，所以到祂从死里复活以後，门徒就想
起祂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约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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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保罗深知圣殿的奥秘，在启示神永远旨意的以弗所书中，保罗在第二章中如此显明神对圣
徒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同被建造成为圣殿有如此的记载: 「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
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
在。」(弗 2:19-22) 今天是圣殿建造的时候，我们虽然仍不完全，正在施工中，但是我们应当有
信心地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
的灵祭。(彼前 2:5) 让我们有分於神圣殿的建造，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自洁，脱离卑贱的
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豫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後 2:20-21) 
 
2. 为能有分於圣殿的建造感恩 
 
    历代志下第 29 章第 10 节这里有一个所以，意思乃是论到大卫在会众面前能称颂耶和华的理
由，这理由是甚麽呢? 这理由乃是众人愿意将他们所积蓄的财物捐出来，捐出来作甚麽? 建造神
的圣殿。为甚麽愿意捐出来，是因为大卫强迫他们吗? 不是的，若不是甘心乐意的神不接受。是
因为大卫跟他们讲奉献的重要性，必要性，奉献必然蒙福吗?不是的，大卫没有跟他们讲甚麽大
道理，只问你们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 这就是奉献的原则，若不是献身的人不必奉献，
不知道我们一切所拥有的都是出於神的人，不必奉献。因为不可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这些人为
甚麽在大卫讲了一句话就奉献自己给耶和华呢? 这是因为大卫自己作榜样，他为神的殿尽力的预
备了材料，又因大卫心里爱慕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他自己积蓄的极多的
金银献上，建造我的殿。 
 
    很多时候我们只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行动完全跟不上。当然神的话语非常重要，是不可或
缺的，若没有神的话，我们就在黑暗中摸索，没有神的话语作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只
讲神的话语，却不遵行神的话语与人与己都没有益处。不能只有言教，没有身教。保罗凡事效法
基督的样示，所以他的见证有力量，他能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基督凡事给我们
作榜样，祂完全活出祂所教导的。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样式，祂心里柔和，谦卑。让我们称颂神，
直到永永远远。 
 
二、承认一切都是从神而来 
 
29:11 耶和华阿、尊大、能力、荣耀、强胜、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 
            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  
29:12 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於你。  
29:13 我们的神阿、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  
29:14 我算甚麽、我的民算甚麽、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 
            献给你。  
29:15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  
29:16 耶和华我们的神阿、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 
            属你的。  
29:17 我的神阿、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 
            见你的民、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与你。  
 
1. 天上地下的一切尊荣和国度都是神的。(代上 29:11) 
 
2. 人的丰富尊荣和强盛都是神所赐的。(代上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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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万物都从而来，我们所献上的都是神所先赐给我们的。(代上 29:14) 神说，世界和其中所充满 
    的，都是我的。(诗 50:12) 
 
4. 人当知道在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不

要凡事抓得太紧。(代上 29:15) 神赐给人丰富，神要人谨慎，遵守神的话语，在得到诸般的祝
福後，不可忘记神。(申 6:10-15) 美地，房屋，美物，水井，葡萄园，橄榄园，使人吃得饱
足，不可忘记神。圣经告诉我们，在富足中我们饱足後容易不认神，说，耶和华是谁呢? (箴
30:8-9) 不要心高气傲，忘记神，恐怕我们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要记念
神的话，得货财的能力是出於神。(申 8:17-18) 否则，神的祝福不但会离开我们，我们也会受
到极大亏损。    

 
5. 神喜欢人存正直的心奉献。(代上 29:17) 神要人尊荣神，箴言书告诉我们，要以财物和一切

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馀，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箴
3:9-10) 任何人，若不愿意尊荣神，必不蒙祝福。神藉先知哈该对犹大人说，你们要省察自
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
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然钱囊中。(该 1:5-6) 我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
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甚麽原因呢? 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
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有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乾旱临
到地土，山跟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
来的。(该 1:7-11) 

 
6. 求神赐他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神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他所预备 
    的建造殿宇。(代上 29:19) 
  
    多年前有人计算过造圣殿所有的资金，金银铜等物超过 343 亿美金。宝石的价值不在这数目
下。金器皿和银器皿各值 24 亿和 27 亿美金。木料，石材和人工超过 127 亿美金。因这工程甚
大，神兴起大有智慧的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来建造这殿，那时大卫已经征服了四围的仇敌，平安
临到。所罗门象徵着平安，稳妥，丰富，尊荣，智慧。这些都是豫表基督与教会的丰盛的。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算是承认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将从神来的归给神呢? 
 
1. 打下以圣经为唯一根基的纯正信仰基础。因信称义，基督是唯一到父神面前的路。确信圣经 
    无误，圣经不只是有神的话，圣经乃是神的话。没有任何其它的启示可以与圣经等量齐观。 
 
2. 靠着圣灵活出根据圣经启示的纯正信仰。不是头脑上的认知，乃是生命的表现，远离罪恶， 
    谦卑事奉，爱人如己，过圣洁的生活。 
 
3. 确信人人皆祭司，都要事奉神。旧约最後一本书，玛拉基书警告我们，主再来的时候，祂要将 
    善人和恶人，事奉神的，和不事奉神的，分别出来。(玛 3:18) 新约最後，使徒约翰如此写到， 
    在圣城里，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启 21:22) 在圣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祂的仆人都 
    要事奉祂。(启 22:3)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尽心事奉上帝，都要竭力传福音，造就门徒。 
 
4. 每一个人把丰盛的基督徒的生命带到我们生活的各样层次中，显明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中居 
    首位。包括言行、举止、穿着、行为、信心、家庭、文化、风俗、工作、工业、科学、商业、 
    财经、政治、法律、教育、休闲、娱乐、心灵世界里面，让我们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让我们 
    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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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出来。(腓 2:15-16) 
 
    教会是神所看最看重的，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 
 
三、将从神而来的归还给神 
 
29:18 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阿、求你使你的民、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 
            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  
29:19 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 
            预备的建造殿宇。  
 
    圣殿的建造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大卫心中非常清楚他所得的一切都是神赐给他的，他渴慕在
神面前作完全人。(撒下 22:24) 大卫招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事王的军长、与千夫
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大卫王就
站起来，对他们讲说，称他们为自己的的弟兄、百姓。坦白地告诉他们，他心里本想建造殿宇，
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神的脚凳。他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出乎意料之外，神不允许大卫为神
建造圣殿。神没有说要等到太平世，也没有说时间不对。神给大卫一个很难接受的理由，是跟大
卫所作的事有关，神告诉大卫，因他是战士，流了人的血。然而大卫接受神的主权，先献上感
恩，再预备建圣殿的材料，仍然有分於建造神的殿。他说: 「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
全家拣选我作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
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作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坐耶
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
作我的子、我也必作他的父。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代上 28:4-6) 大卫将神赐给他的奉献给神。 
 
1. 完全的颂赞 
 
    大卫是神所膏立的王，圣经中称他为作以色列的美歌者，「耶和华的灵藉着我说、他的话在我
口中。」(撒下 23:2) 圣灵感动他，他说出颂赞神的话。读他所作的美歌可激发我们爱神，倚靠神
的心，能让我们高声称颂神。让我们读一处大卫所念与圣殿有关的赞美诗。 
 
    在患难中大卫蒙神拯救称颂神，「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
华念这诗、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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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阿、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
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
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撒下 22:1-7) 
 
2. 完全的感恩 
 
    大卫的感恩不仅是神救他脱离患难，将他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大卫感谢神让他在建立神的居
所上有分。为神永远可纪念的名，大卫能看见他所受的苦难背後有神的美意。 
 
    感恩的人一定有报恩的行动，大卫报答神恩，愿意奉献一切建造圣殿。不错，圣殿是祷告的地
方，圣殿是宣读神话语的地方，圣殿是分别为圣的地方，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圣殿
是神荣耀的居所。让我们念一处与大卫所受的苦难与神永远的宝座与权柄和他爱慕神的居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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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篇。 
 
  「耶和华阿、求你记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
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等我
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琳就寻见
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阿、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
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
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覆、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
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
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
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角、在
那里发生．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
光。」(诗 132:1-18) 
  
3. 完全的谦卑 
 
    大卫不但知道神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神是以色列的磐石。大卫不但知道神是为他成全诸事的
神，也知道神是赐给他永远救恩的神，这已经是非常难得。大卫并且知道神是立永约的神，他深
知自己不配，但是愿意存谦卑的心来领受神透过他未来要成就的大事。大卫在临终时说:「以色
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
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後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
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麽。」(撒下 23:3-
5) 
     
    居高位的大卫王临终前在神和人的面前如此的谦卑，知道人至终要面对神和死亡，这场争战无
人能免。(传 8:8) 在位 68 年大有军事政治影响力的奥地利的皇帝法兰西斯・约瑟 (Francis Joseph) 
他葬礼时安排了一段对话，令人深思。法兰西斯・约瑟 (8/18/1830-11/21/1916)死後葬在维也那 
(Vienna)卡普钦 (Capuchin)教会的墓园中，就是哈普司堡家族 (Hapsburg)列祖的墓园中。当扶棺
靠近墓穴时，里面有人的声音问:「将要下葬的是谁? 」送葬的队伍回答说: 「是最尊贵的法兰西
斯・约瑟皇帝。」里面有人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认识他。将要下葬的是谁? 」送葬的队伍回答说: 
「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法兰西斯・约瑟皇帝正在外面。」里面有人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认识他。
将要下葬的是谁? 」当送葬的队伍回答说: 「一位罪人，我们的兄弟法兰西斯・约瑟」里面没有
再问任何的问题，通往墓园的大门打开了，让法兰西斯・约瑟的遗体进入墓园，这位王与他的列
祖同睡在坟墓中等候复活，等候进入神永远的天国。 
 
    正如神人摩西的祷告: 「主阿，祢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祢未曾造
成，从亘古到永远祢是神。」(诗 90:1-2) 这就是完全的谦卑，这就是将从神那里得来的归给神。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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