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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01-02-2022 

基督的十字架-22 
神國度君王的獻祭-05 

⾺太福⾳ 27:27-44（可15:16-20; 路23:1-24；約19:2-16） 

Study Notes 

唐興 牧師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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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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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經原則。建築師在設計⼀棟建築物的時候，都是先從頭腦中的構想開始的，然後，把構

想畫在紙上，經過無數次的紙上的設計。通常為了要清楚把設計的內容和構想表達出來，

建築師都會製作模型。不同的構想都會⽤不同的模型來做比較。因為模型傳達和解釋了最

後完成的實體建築物的設計理念。模型的功⽤是為了要傳達實體建築物的設計理念，但是

卻不是實體的本⾝。當實體建築物完成之後，模型就失去了原有的功⽤。 

 

如果你去加州的最有名的藝術館「蓋蒂中⼼」（Getty Center）, 你會看到在藝術館⼤廳

中有⼀具藝術館建造群體的模型，其功⽤是要使⼈可以瞭完成的實體建築群體的設計理

念。模型不是最後完成的實體，但是模型解釋了最後完成的實體。這是我們要理解聖經中

關於聖殿建造/重建的最基本的原則。 

 

新約聖經的希伯來書把這種「模型和實體」的關係稱為是「影兒」（shadow）和「本物

的真像」(true form of reality）[τὴν εἰκόνα τῶν πραγμάτων]的關係（來10:1）。希伯來書

8:2說：復活升天的耶穌，在天上的帳幕裡做執事，這帳幕不是⼈⽀搭的，是主⽀搭的，

是真帳幕。來8:5說：「地上祭司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10:1「律法

（即是將來美事的影兒，不是本物的真相。」按照前⽂，這裡的律法是指舊約禮的儀律

法，和其有關的⼈事物，包括帳幕、祭司和獻祭體系。所以，以⾊列⼈在地上曠野的會幕

和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聖城，都是地上的「影兒」（shadow）, 不是天上「本物的真

相」。這裡的「天」是指無形的、不能看⾒的領域；「地」是指有形的、能看⾒的領域

（歌1:16），天和地，和其中的⼀切都是神所創造的。這是我們需要嚴格持守的合於聖經

的解釋原則。 任何違反這個原則的解釋就是違背聖經本⾝啟⽰的原則。 

 

中心思想：基督作為君王在⼗字架上獻祭，成就神國度的⼯作。 

耶穌的⼯作就是：祂揭露了當時猶太教會對耶穌能⼒和權柄的無知，他們不認識基督的⼗

字架。同時他們也不知道耶穌所講的聖殿重建是什麼意思？所以，啟⽰基督⼗字架的能⼒

和智慧，和啟⽰基督重建聖殿的真理，是耶穌成就神國度的⼯作。上次我們我們⼀同思想

了「⼗字架的能⼒和智慧」。今天我們要來思想「重建聖殿的真理」。這是⼀個非常⼤的

題⽬，我們今天只能簡短的、輪廓性的來解釋天上聖殿的建造。因為，⾺太福⾳27:40節

是猶太⼈對耶穌的控告。我們需要從約翰福⾳2章作為基礎來思想這個偉⼤的真理，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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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天上聖殿的建造是神在基督裡的計劃和神的旨意的奧秘。這是我們今天要思想的重

點。 

 
經文解釋： 

1-十字架的智慧和能力：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2-聖殿重建的真理啟示：神在基督裡的計劃和旨意的奧秘。我們看到耶穌在潔淨聖殿時

（可能有兩次，但神學家的意⾒不⼀），對那些在聖殿做買賣的⼈說「“}7���x
fI�����(;���k(��g”	Y� ,(��P�A&T�/125��6(;-
�%��-J� ¡gV」（約2:16-17）「經上記著說：©�(;ª«�¬(;®-

6��¯°{�±²`I”」（太21:10）。耶穌說：「我⽗的殿，我為你的殿，和我的

殿」從這些經⽂中，我們看到：首先，基督的權柄與父同等。耶穌是在表明在聖殿統治的

權柄上祂和⽗是同等的。第二，地上聖殿敬拜的終止。當耶穌潔淨聖殿趕出做買賣的⼈，

和⽜⽺時，祂實際上中斷了當時聖殿中的獻祭和敬拜。這是具有極重要象徵意義的⾏動：

就是耶穌要終⽌以⾊列地上聖殿的敬拜。第三，預言教會成為新聖殿。「�(;ª«�

×ØÙÚ¬(;」根據以賽亞書56:3-8，這是先知預⾔末世的聖殿將成為外邦⼈的集合

和禱告的地⽅，就是新約的教會（團體與個⼈都是新聖殿）。 

 

2.1-潔淨聖殿=耶路撒冷聖殿功用的終止。耶穌要終⽌舊約時期聖殿的功⽤，不僅是因為

猶太⼈曲解律法，其商業活動毀滅了敬拜，更是因為，舊約時期地上耶路撒冷聖殿的功⽤

要終⽌了。我們看到，接下來，在約翰福⾳3章，耶穌對外邦撒瑪利亞婦⼈說：「5Û

)-6�Ö�gÜÝ�Ñ-6�Þß�à�v7áT-à�vacde。」（約4:21）耶

穌的復活終⽌了地上耶路撒冷聖殿為敬拜的地點。耶路撒冷聖殿「影兒」的功⽤被終⽌

了。然後，耶穌設立新的敬拜的地點和模式。（耶穌也在逾越節晚餐時，在⾺可樓上設立

了聖餐）約4:23「¢! ÜÝ�Ñ-JâPL`g$ãä(Þßå-�v:æç-PLvã

èçÞß�é¦êëìí�î�2�ï�æ¦ðñß,ò-´��óô7õÞßö()g
¢3 MLæ-ÐDÞßö(-ª÷�v:æç-PLvãèçÞßöé¦êëìí�î
�2ï�æ¦ðñß,gò”」（約4:23-24）這是主耶穌潔淨聖殿的最主要意思。耶穌

將要終⽌地上耶路撒冷聖殿在神整個計劃中的的功⽤（實際上從耶穌傳福⾳，把救恩⽩⽩

賜給撒瑪利亞婦⼈時就開始了）：「影兒」的功⽤終⽌了，聖殿的敬拜進入了「本物實

相」的時期。「時候將到」是指耶穌的死和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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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所以，我們看到：耶穌潔淨聖殿是⼀個象徵性的⾏動，表⽰祂是神的兒⼦，具有絕

對的能⼒和權柄統和治管理神的聖殿。同時，祂將要終⽌地上耶路撒冷聖殿的敬拜。⼀⽅

⾯，耶穌揭露耶路撒冷聖殿在屬靈上已經被猶太⼈虛假的敬拜和教導拆毀了。另⼀⽅⾯，

因為，耶穌的復活將帶來新的敬拜地點和敬拜模式：就是聖殿的重建。 

	
2.2-重建聖殿=天上新城-聖殿建造的開始。「Y³ ´µZ[)¶,1256·z7�¸-¹
º»¼M½¾��h¿ÀVY" abÁÂ1256�897;-�<=Ã�Ä?ÅA
BgV¢4 Z[)Æ1257;LÇQÈÉÊ@{(-6<=ÃPÄ?ÅABËÀV¢Y Ì
ab7Í-LD,(ÎÏ�;g¢¢ ÐDÑ,#Ò%ÓÔDÕ-��P�A,1'7Í-
ÆÖ`:&¦abÐ1(g」 天上「新城-聖殿」的名詞後⾯會加以解釋。 

 

2.2.1-耶穌的身體是聖殿。耶穌復活前的身體=帳幕，和從死裡復活後的身體=聖殿。耶穌

沒有回應猶太⼈要祂⾏神蹟來證明祂潔淨聖殿的權柄和能⼒。耶穌要啟⽰關於聖殿重建的

真理，那是⼀個彰顯神能⼒權柄和榮耀的最⼤的神蹟：耶穌⾝體的復活。「這殿」是指耶

穌當時的⾝體，還沒有從死裡復活的⾝體。換⾔之，耶穌成為⾁⾝時，祂的⾝體就是聖

殿，祂的⾝體就是神的居所，祂在地上彰顯了神的榮耀；耶穌是「以⾺內利」，神與我們

同在。這是聖殿的核心真理：神與祂的子民同住彰顯神的榮耀。所以，「拆毀聖殿」在最

嚴格的意義上，是指耶穌被釘⼗字架，和祂在⼗字架上的死；「三⽇內要再建立起來」，

是指耶穌從死裡的復活。 

 

不僅當時的猶太教會不明⽩，連耶穌的⾨徒也不明⽩耶穌真正的意思，直到耶穌從死裡復

活之後。耶穌的⾝體是聖殿，是與地上以⾊列聖殿完全不同形式的聖殿。也就是說：耶穌

是神成為⾁⾝在地上的時候，就已經是聖殿/帳幕了。約翰福⾳1：14說：「ø{`ùÎ-

úûüý[ἐσκήνωσεν]（和合本：住）v��çþ-ÿÿ!!�j"#-PLjãè。」

耶穌復活前的⾝體是帳幕。帳幕和會幕是同⼀個字。以⾊列⼈在曠野，在摩⻄的領導下建

造的帳幕，是按照神在⼭上指⽰的樣式建造的。摩⻄的帳幕是「影兒」，⽽耶穌成為⾁⾝

的⾝體是「本物的真相」是天上的樣式。同樣的，所羅⾨王的聖殿的樣式是神向⼤衛啟⽰

的，由所羅⾨王建造的。所羅⾨王的聖殿是「影兒」基督復活的⾝體是聖殿。舊約的會幕

和聖殿都是「影兒」，成為⾁⾝的基督和復活的基督才是「本物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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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新約聖經學者卡森（D. A. Carson）指出：「聖⽗和道成⾁⾝的聖⼦享有獨特的相互

內住（14：10-11）。 因此，是耶穌的⾝體獨特地彰顯⽗，成為向⼈彰顯神的焦點、神在

地上的活居所、聖殿⼀切意義的應驗，以及所有真正敬拜的中⼼ （反對所有其他關於

『神聖之地』的主張，4:20-24）。 在這座『聖殿』中，最終的獻祭將發⽣； 在死亡和

被埋葬的三天內，真正的聖殿耶穌基督將從死裡復活。」（PNTC新約聖經註釋）卡森清

楚的解釋了聖殿是耶穌⾝體的含義：在耶穌從死裡復活之前和之後，祂的⾝體都是神在地

上的居所。耶穌基督是真正的神與我們同在，祂是神榮耀的光輝。 

 

新約學者畢爾（GK Beale）在他著的《聖殿和教會的使命：神的居所的聖經神學-The 

Temple and the Church’s mission;》中指出：「如果是這樣(耶穌的⾝體是聖殿)，祂的

復活，將是在耶穌受難前的事⼯期間，就開始存在於耶穌⾝上的新聖殿的升級形式（註：

從曠野的帳幕到耶路撒冷的聖殿）。」耶穌的復活表⽰從帳幕升級到聖殿（曠野到迦南地

歷史）。 

 

因此，耶穌的死和復活，和地上的耶路撒冷聖殿被拆毀有三個雙重的關係。第一，舊約聖

殿的拆毀是復活的基督對猶太教的審判。（事實上，耶穌在潔淨聖殿時，已經揭露了耶路

撒冷聖殿屬靈上的毀滅）。第二，舊約的聖殿被基督復活的⾝體取代了。基督復活的⾝體

是聖殿「本物的真相」取代了舊約時期作爲「影兒」的地上耶路撒冷聖殿。第三，基督復

活是祂建造天上新城-聖殿神的居所的開始。這是耶穌說祂要在三⽇內重建聖殿的意思。

我們現在要繼續思想：基督復活是祂建造天上新城-聖殿的開始。 

 

2.2.2-基督建造天上聖殿g約2:22「ÐDÑ,#Ò%ÓÔDÕ-��P�A,1'7Í-

ÆÖ`:&¦abÐ1(g」這裡講到三件事情：第一，聖靈的工作。耶穌復活之後聖靈

使⾨徒想起耶穌的話，這是耶穌在約翰福⾳14章的應許。耶穌說祂要在⽗的居所/聖殿

(οἰκία)為⾨徒預備地⽅（約14:2）之後，在26節，耶穌說「¢� Ì$%&-PL�´�(
'Ð�(B(:æ-,��¤¥(¸)*6�-p+�,6��A��6�Ð1(¤¥

Íg」第二，他們明⽩了舊約聖經中關於聖殿重建的預⾔；第三，他們明⽩了耶穌所說的

祂要重建聖殿的話。所以，是聖靈透過聖經使使徒們明⽩耶穌的話，明⽩基督重建聖殿的

真理。所以，我們需要從舊約和新約聖經中尋找聖殿重建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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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a-天上的新城-聖殿的真理啟示。這是⼀個許多交織在⼀起的真理：基督本⾝是聖

殿、基督也是天上聖殿的建造者、基督本⾝也是天上聖殿的⼀部分。基督徒是被基督建造

的天上聖殿的材料，基督徒同時也是神的居所/聖殿。所以我們⽤「天上的新城-聖殿」

（Heavenly New City-Temple）來表達這種多重、多層次的真理和啟⽰。 

 

2.2.2b-新城-聖殿建造是聖約的實現。基督建造聖殿主要的是指⼤衛之約的施⾏和實現：

「Y¢ 6-.!/-0612�3(ÜÝ-�ª¯6(Õ4566(7-�àª89ö(

:gY! öª��('?@;;× תִיַּ֫ב Ú-�ª89,(:7-<Ñ=>g」基督是⼤衛的

後裔君王，祂是神的殿神的居所的建造者。基督的建殿包括祂道成⾁⾝，被釘⼗字架從死

裡復活，和復活之後建造天上的聖殿，已及建造地上的教會。這是⼤衛之約的施⾏和實

現。 

 

2.2.2c-天上新城-聖殿的建造。新約聖經中許多地⽅把教會看為是聖殿，更準確的說，教

會是天上聖殿的建造場所。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把這個啟⽰看作是「福⾳的奧秘」「基督

的奧秘」（弗3:3-4）。就是基督藉著祂的⼗字架把外邦⼈和猶太⼈合⽽為⼀，成為⼀個

新造的⼈，⼀個⾝體。「Y" 7õ-6��Ä�?)¦@A-L0:��:-LMB%(

)`g¢4 p+C?@v¯�¦DE(FGT-jGHabFG�IJK-¢Y LIM,N
OPêQ-RR{�S(:;g¢¢ 6�àM,�C?@-{�MT/:æUV(Ð
vg	」 
 

2c1-建造的材料：外邦⼈和猶太⼈⼀同成為聖徒，成為神國度的⼦⺠，神家裡的⼈；成為

聖殿建造的材料。彼得前書2:4，把基督徒看為是「活⽯」（living stone）被建造成為靈

宮/屬靈的居所，作為聖潔的祭司。基督本⾝也是「活⽯」是頭塊⽯頭，就是⾸先復活

的，初熟的果⼦。 

 

2c2-建造的方法：基督是聖殿的建造者；使徒和先知（的啟⽰和教導）是聖殿的基礎；基

督耶穌⾃⼰為房⾓⽯（基督的啟⽰和教導是聖殿建造的基準/規範）(詩118:22；太

21:42；可12:10；路20:17；徒4:11；彼前2:7)；神國⼦⺠是被建造者。（聖徒在神和基督

恩典和知識中長進是榮耀是教會增長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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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基督建造地上的教會（會幕是模型）：新約教會和天上新城-聖殿的建造，是從耶

穌復活升天成為天上新聖城-聖殿頭塊房⾓⽯開始的。耶穌不僅是天上新聖城-聖殿的建

造者，祂也是地上建造教會的建造者，⼀直到最後地上的教會和天上新城-聖殿合⽽為

⼀。地上教會是講到復活的基督，賜下教會傳講福⾳的恩賜職分，弗4:12-13「?ÅGH

(ÎÏ-<Ñ��『在信心上和在認識神兒子的真知識』TWÑê¤-PDXY{)-!

jGHX{(ÎZ」「[Î~M,NOPêQ-\^L]L^-_/LÏ(`ïaµb

c-Æ,ÎÏRRdX-veç?ÅFGgf所以，基督⾸先在教會中賜下恩賜和職分，

透過這些恩賜和職分，在信⼼和在認識神兒⼦的真知識上，在愛⼼中，建立教會的。這是

地上教會的建造。 

 

2.2.3a-教會建造的過程：這是⼀個漸漸發展、擴張到完成的建造⾏動 (林前3:6-7，10，

12，14)。擴張發展的⾏動是「�,6�gh$i6��jkmlmnopå(qr。」

「你們」就是那些聖殿的「活⽯」。弗3:10-11「Y4 ��T/*s¯tTuv(mwx
(-yvPEM\z({|gYY 7L_M#Ø}D~-v��SGHab%Ð9(�
�。」復活之後的基督向使徒們就是當時的新約教會所頒布的⼤使命：「5tT�UÐj

(x�~�¾�`gY" ÐD-6��f-¯ØÙ��(��-��mOm:æ('¾,
���g¢4 ��Ð��6�(-~*�,���-�P�06��v-<Ñ}�(�
`。”」所以，在各處建立教會遍滿全地，藉著教會傳揚神的智慧、旨意，耶穌的教導，

就是在建造天上的新城-聖殿。重⽣得救的基督徒像活⽯⼀樣被基督建造成為神的居所。 

 

2.3-地上教會與天上聖殿的關係。我們看到地上的教會和天上聖殿的建造有密切的，不可

分割的關係。（GK Beal ）畢爾指出：「地上的教會不僅是像聖殿，⽽且是舊約聖經中

所預⾔的末⽇聖殿的實際實現之開始。」他指出：「舊約的聖殿是整個宇宙的⼀個⼩模

型」。以弗所書說「教會是充滿萬有的基督所充滿的」（弗1:23）。世界末了要顯現的新

城-聖殿是末後的亞當，基督完成了神當初對亞當和他的後裔的命令：「6�����

�-�![�-�è7�」（創1:26），也就是說：神的榮耀和同在遍滿了全地，是神的

計劃最終點⽬的。啟⽰錄21-22章中，最後在新天新地中顯現的新城-聖殿，是⼀個遍滿

全地的聖殿。這就是為什麼約翰在啟⽰錄21章，看到新天新地時，祂⼜看到的是：從天

⽽降的「聖城新耶路撒冷」（「新城-聖殿」New City-Temple）就是基督的新婦，就是

教會。啟21:3「��ijY��#���B125h�IM(üýv)þé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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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ògö�0)�V-,���,(OÙ¨M��F0,��v-�,�(Mg」另譯：

「h�IM(üý0)v¤A-ö�0,�¤�úûüý-,�Lö(OÙ-öFGLM

0,��v。」這是基督與神和神的⼦⺠同住的情形。啟⽰錄21:9-22:5，描述了天上的

「新城-聖殿」其中最顯著特徵就是：第一，這個城之沒有殿，因為神全能者和羔⽺為城

的殿（啟21:22）。第二，神的榮耀光照整個城，整個城發出神的榮耀。這是天上的新聖

城耶路撒冷，基督的新婦，穿光明潔⽩細⿇衣的⼈，教會的得勝者：他們在神和基督的同

住中，在全地彰顯神榮耀光輝：神國度的最後完成。 

 

2.4-神的旨意和計劃。神的計劃和旨意就是：弗1:10「M���Eøö��(��-]_

Y4 �_Ð��(-v= !/(ÜÝ-¯tT�T¤¥Ðj(-~vGH%¡�¢£
¤g」另譯：「M��(��PLövGH%(¤¥-�v=O!/(ÜÝ-¯tT�T

¤¥Ðj(~vGH%ê¦�¤g」這個旨意和計劃就是地上的教會漸漸成長，和天上的

聖殿漸漸的被建造完成成為神的居所。地上的教會和天上的聖殿都是復活升天的基督的⼯

作。最後在新天新地裡的教會是基督的新婦，也是天上的新聖城耶路撒冷，神和基督的同

在和榮耀就充滿新天新地了。這是神的旨意和計劃。 

 

結論：耶穌潔淨聖殿，是以象徵性的⾏動，祂揭露當時聖殿敬拜在屬靈上的毀滅，耶穌潔

淨聖殿，中斷了當時聖殿的敬拜，象徵祂要終⽌地上耶路撒冷聖殿的敬拜。耶穌說：「6

�897;-�<=Ã�Ä?ÅAB」。耶穌在啟⽰：祂道成⾁⾝的⾝體就是聖殿，祂的

復活的⾝體會是⼀種升⾼的，新的聖殿。耶穌的死和復活也帶來了天上聖殿建造的開始，

祂是天上聖殿的建造者，祂也是天上聖殿的頭塊房⾓⽯。聖殿建造的材料是猶太和外邦聖

徒，他們被基督透過對神兒⼦的真知識結合成為⼀個新⼈。這個建造的⼯作是在地上的教

會中產⽣，發展和擴張的，⼀直到基督的再來達到完成，在新天新地中被顯現出來，神與

基督和神的⼦⺠同在的榮耀充滿全地，全地都是神的聖殿。這就是耶穌所說的：重建聖殿

的意思。當耶穌復活的時候，祂就是聖殿，神居住在祂裡⾯，祂是聖殿的頭塊房⾓⽯，祂

是聖殿的建造者。 

 

應用： 

1-認識解釋聖經的總原則。我們需要從基督建造/重建天上聖殿的真理，來看舊約歷史

中，摩⻄建造會幕，⼤衛和所羅⾨王建造聖殿的⼯作。我們需要從基督的死和復活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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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造，來看舊約聖殿的被毀和聖殿的重建。否則，我們只看到了⼀段和基督的⼯作無關

的歷史事件。對今天的教會毫無關聯的歷史。我們需要看到地上教會的建造，和天上新城

-聖殿的建造是神在基督裡的奧秘，是神的旨意和計劃。 

 

2-認識基督工作施行原則。以弗所書在啟⽰完聖殿和教會的建造之後，就開始講⽣活中的

應⽤。脫下舊⼈穿上新⼈、⽣氣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落、也不可給魔⿁留地步，除去

⼀切苦毒、惱恨、忿怒、貪婪…妻⼦順服丈夫，丈夫以基督捨⼰的愛愛妻⼦，⽗⺟和兒女

的關係、僕⼈和主⼈的關係…，以及最後穿上全副的軍裝與天空屬靈的惡魔爭戰，都必須

從天上聖殿的建造，和地上教會的建造來理解。換⾔之，基督是在這些⽣活遭遇中，漸漸

把我們建造成為天上神的聖殿的，在這樣的建造過程中，我們也經歷神和基督的同在，漸

漸彰顯神的榮耀，⼀直到我們⾒主⾯。 
 

禱告： 

2-聖殿重建的真理啟示：神在基督裡的計劃和旨意的奧秘。 

2.1-潔淨聖殿=耶路撒冷-聖殿功用的終止。 

2.2-重建聖殿=天上新城-聖殿建造的開始。 
2.2.1-耶穌的身體是聖殿。耶穌復活前的身體=帳幕，和從死裡復活後的身體=聖殿 

2.2.2-基督建造天上聖殿g 

2.2.2a-天上的新城-聖殿的真理啟示。 

2.2.2b-新城-聖殿建造是聖約的實現。 

2.2.2c-天上新城-聖殿的建造。 

2c1-建造的材料 
2c2-建造的方法 

2.2.3-基督建造地上的教會。 
2.2.3a-教會建造的過程 

2.3-地上教會與天上聖殿的關係。 

2.4-神的旨意和計劃。 
結論： 
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