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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8/9/2020 

國度的復興與重建 
神的同在-02 

歷代誌上 15:1-16:3 

唐興 牧師 
 
1-為約櫃建帳幕：順服神話語的同在。 
2-預備祭司國度：獻上悔改祭的同在。 
 
經文： 
3-設立敬拜規範：看守神真理的同在。 

16 ⼤大衛吩咐利利未⼈人的族長，派他們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鈸作樂，歡歡喜喜地⼤大聲歌頌。

17 於是，利利未⼈人派約珥的兒⼦子希幔和他弟兄中比利利家的兒⼦子亞薩，並他們族弟兄米拉利利

⼦子孫裡古沙雅的兒⼦子以探。18 其次還有他們的弟兄撒迦利利雅、便便雅薛、⽰示米拉末、耶歇、

烏尼、以利利押、比拿雅、瑪⻄西雅、瑪他提雅、以利利斐利利⼾戶、彌克尼雅，並守⾨門的俄別以東

和耶利利。19 這樣，派歌唱的希幔、亞薩、以探敲銅鈸，⼤大發響聲；20 派撒迦利利雅、雅薛、

⽰示米拉末、耶歇、烏尼、以利利押、瑪⻄西雅、比拿雅⿎鼓瑟，調⽤用女⾳音；21 ⼜又派瑪他提雅、

以利利斐利利⼾戶、彌克尼雅、俄別以東、耶利利、亞撒⻄西雅領⾸首彈琴，調⽤用第八。22 利利未⼈人的

族長基拿尼雅是歌唱⼈人的⾸首領，⼜又教訓⼈人歌唱，因為他精通此事。23 比利利家、以利利加拿，

是約櫃前守⾨門的。24 祭司⽰示巴尼、約沙法、拿坦業、亞瑪賽、撒迦利利雅、比拿亞、以利利

以謝，在神的約櫃前吹號。俄別以東和耶希亞也是約櫃前守⾨門的。  

	
4-君王帶領敬拜：領受神祝福的同在。 

25 於是，⼤大衛和以⾊色列列的長老並千夫長，都去從俄別以東的家，歡歡喜喜地將耶和華的

約櫃抬上來來。26 神賜恩與抬耶和華約櫃的利利未⼈人，他們就獻上七隻公⽜牛，七隻公⽺羊。

27 ⼤大衛和抬約櫃的利利未⼈人，並歌唱⼈人的⾸首領基拿尼雅以及歌唱的⼈人，都穿著細⿇麻布的外

袍。⼤大衛另外穿著細⿇麻布的以弗得。28 這樣，以⾊色列列眾⼈人歡呼吹⾓角、吹號、敲鈸、⿎鼓瑟、

彈琴，⼤大發響聲，將耶和華的約櫃抬上來來。  

29 耶和華的約櫃進了了⼤大衛城的時候，掃羅的女兒米甲從窗⼾戶裡觀看，⾒見見⼤大衛王踴躍跳舞，

⼼心裡就輕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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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眾⼈人將神的約櫃請進去，安放在⼤大衛所搭的帳幕裡，就在神⾯面前獻燔祭和平安祭。

2 ⼤大衛獻完了了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華的名給⺠民祝福，3 並且分給以⾊色列列⼈人，無論男女，

每⼈人⼀一個餅，⼀一塊⾁肉，⼀一個葡萄餅。  

 
前言： 

我們是從被擄歸回的新約真以色列人。《歷代誌》是⼀一部以⼤大衛的王國和聖殿的建造為核

⼼心的歷史。其對象是那些被擄到巴比倫倫歸回的以⾊色列列⼈人，要他們回到耶路路撒冷重建聖殿，

恢復⼤大衛所設立的敬拜。今天我們也和那些被擄到巴比倫倫歸回的以⾊色列列⼈人⼀一樣，我們被神

從世界的被擄歸回到教會，要「重新修造⼤大衛倒塌的帳幕」（摩9:11-12；徒15:13-

18），也就是說按照⼤大衛為約櫃預備帳幕的原則來來建立新約的教會。啓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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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神國度最終的完成。⼤大衛的帳幕所蘊含的神國度復興和重建的敬拜原則。 

 

中心思想：在神的同在中經歷國度的重建與復興。神的同在不是神秘的屬靈經歷，神的同

在不是我們⾝身體上⼀一定會有什什麼特殊的感覺。神的同在的記號和標誌是：因為愛主，⽽而順

服神的話；因為愛主，⽽而過悔悔改認罪獻靈祭的⽣生活和事奉。並且持守神的真理理，得著豐盛

的⽣生命，被建造成為天上祭司的國度。神的同在是⼀一種屬天的喜樂，不被震動的喜樂，⽣生

命被改變的喜樂。我們上次從⼤大衛為約櫃預備帳幕看到神同在的復興有兩兩個重點：1-大衛

為約櫃建帳幕：彰顯⼤大衛在順服神話語中彰顯神的同在。2-大衛預備利未人成為祭司國

度：神的同在擴張到利利未⼈人祭司⾝身上，他們獻上悔悔改的祭彰顯了了神的同在。今天我們要來來

看第三和第四點： 

 

III-設立敬拜規範：看守神真理的同在。「16 ⼤大衛吩咐利利未⼈人的族長，派他們歌唱的弟兄

⽤用琴瑟和鈸作樂，歡歡喜喜地⼤大聲歌頌。」16節是總結17-24節的內容，16節⼤大衛「吩咐」

[ רַמָא ]更更準確的翻譯應為「命令」(代下29:24)。⼤大衛知道神堅立他做以⾊色列列王（代上14:2）

他以君王的⾝身分命令神國度的祭司，要按照他設立的敬拜規範來來敬拜和事奉約櫃。利利未祭

司們唱歌並彈奏樂器：敲拔、⿎鼓瑟和彈琴。他還命令利利未⼈人族長做歌唱⼈人的⾸首領，教導⼈人

唱歌。他們到底唱的是什什麼歌？這是我們下⾯面要來來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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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敬拜的規範是對以⾊色列列在地上的國度所設立的。其中蘊含了了神國度重建復興重要的真

理理。我們要看到⼤大衛設立敬拜規範的⽬目的是：看守神真理的同在。⼤大衛從前⾯面失敗的經歷，

學習到要把約櫃運回，要得著神的同在，必須按照神的命令去事奉和敬拜。也就是要得著

神的同在，⾸首先必須順服神的命令：約14:21「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

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ἐμφανίζω]（emhpanizo）。”」

⼤大衛不但教導利利未⼈人祭司，並且賦予他們責任按照⼀一定的⽅方式，看守，事奉，敬拜。這是

⼀一個救贖歷史過程中的重要歷程碑碑：⼤大衛成為神國度君王，他設立敬拜的規範，要以⾊色列列

的祭司看守管理理會幕，確保神的百姓按照神的旨意得著神的同在。「22 我要在那裡與你

相會，又要從法櫃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間，和你說我所要吩咐你傳給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規範敬拜的目的。舊約事奉敬拜和獻祭的禮儀傳達了了基督⼗十字架獻祭的福⾳音真理理，聖靈也

透過這些外在的禮儀所傳達的福⾳音真理理，使得舊約的聖徒得著悔悔改認罪的屬靈果效。當神

的百姓順服真理理，就是順從聖靈，體貼聖靈（羅8:4-5），他們的屬靈⽣生命就漸漸成長了了。

這是設立敬拜規範的最主要⽬目的。 

 

為了了要更更清楚的明⽩白神設立敬拜規範的旨意，以及我們如何把這些舊約的敬拜規範原則應

⽤用在今天的教會敬拜中，我們就需要比較全⾯面的，從整本聖經來來看敬拜在整個救贖歷史中

的演變過程。這是⼀一個巨⼤大的主題，今天只能簡短的說明。神國度的敬拜分為幾個不同的

時期：第⼀一，亞當到摩⻄西時期；第⼆二，摩⻄西到⼤大衛時期；第三，⼤大衛到基督時期；第四，

從基督到新天新地時期。這四個時期的敬拜⽬目的都是要使神的百姓屬靈⽣生命長⼤大成熟，成

為天上祭司的國度。請把安全帶系好，我們要開始⼀一趟聖經之旅，看到神國度敬拜的整個

演變過程。 

 

祭司的國度是主軸。神對摩⻄西說：「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

你要告訴以色列人。”」（出19:6）；彼得講到基督徒屬靈⽣生命成長的⽬目的： 「你們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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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6 又使我們成為國度(中

文翻譯：國民)，作祂父神的祭司。」（啟1:6）；「 “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

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10 又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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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成為國度(中文翻譯：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啟5:9）；

「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

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啟20:6）。這三段經⽂文橫跨整個救

贖歷史，從摩⻄西到新天新地的主軸。 

 

今天我們來來到教會敬拜與神的祭司國度的成就有直接的關係。我們敬拜的⽬目的是要在神的

同在中，領受屬天的祝福，被建造成為天上的聖殿，成為神的國度，做祭司，歸於神，在

基督的帶領下在地上執掌王權。我們不是來來唱歌給神聽，使神⾼高興，然後祂就祝福我們；

我們也不是來來唱歌得到某種精神和⾝身體上的放鬆和治療效果。我們來來敬拜神是為了了要按照

神所設立的敬拜來來領受祂屬天的祝福，使神把我們建造成為祂的靈宮。 

 

1-亞當到摩西時期（創3:20-21；4:3-6，26）。從亞當到摩⻄西時期，神的百姓在不同地點

的獻祭敬拜。獻祭的內容和詳細規範到了了摩⻄西的時候才正式被頒布。但是我們從神為亞當

夏娃⽤用⽪皮⼦子座衣服（創3:21），亞伯和該隱的獻祭（創4:3-6），「那時候⼈人才求告耶和

華的名」（創4:26），挪亞獻燔祭（創8:20），然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時期，築壇求告

耶和華的名（創12:8，13:4…），可以推論，神的百姓是按照神的命令來來敬拜神的。這些

獻祭的儀式傳達了了基督福⾳音的真理理，他們是在真理理中敬拜神，內住的聖靈也使他們在救恩

中長進（亞伯的獻祭和亞伯拉罕獻以撒所表明的）。 

 

2-摩西到大衛時期。在這個時期內，神設立了了會幕，祭壇，和敬拜的地點。並且頒佈了了獻

祭和禮儀。⼗十誡，道德律律法是最⾼高的準則。道德律律法延伸實踐到事奉和敬拜中就形成了了

「禮儀律律法」，道德律律法延伸應⽤用到⽣生活⼈人際關係中就形成了了「⺠民事律律法」。在這種宗教

和政治結合的「神權體制」下，神百姓整個⽣生活和事奉都是敬拜。⽬目的是要神的百姓屬靈

的⽣生命成長。如果他們在⽣生活和事奉上他們違反了了律律法，他們可以藉著獻祭，表明他們悔悔

改認罪的⼼心，使他們在救恩上長進。這些外在的禮儀律律法和⺠民事律律法的⽬目的，都是要神的

百姓過成聖的⽣生活，被建造成為靈宮，成為天上祭司的國度。這個時期的敬拜，若若是撥開

其外在的形式，其內容和新約時期是完全相同的。在救恩的層次上，他們和我們⼀一樣的，

只是他們是處在律律法的鞭策之下，因為基督因信稱義的真理理還沒有完全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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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摩⻄西到⼤大衛時期的敬拜，除了了獻祭之外還有兩兩個元素：⼀一本律律法書，就是「摩⻄西五

經」（申31:9，25-26「⾒見見證以⾊色列列⼈人的不是」），和⼀一篇詩歌，就是神命令摩⻄西所寫的

⼀一篇詩歌，神也命令摩⻄西⽤用此詩歌教導以⾊色列列⼈人「⾒見見證他們的不是」（申31:19，21）。

後來來到約書亞時代，發展為詩歌集，就是「亞煞珥書」[ רָֽׁשָּיַה רֶפֵ֥ס ] (sepher ha-

yashar)(the book of Jashar) (書10:13；撒下1:18；) 。⼤大衛為掃羅和約拿單所寫的哀歌也

被收集在其中。所以，神所設立的規範是：1）獻祭敬拜，2）讀神的律律法書，和3）唱神

所默⽰示的詩歌——這個時期的敬拜內容。⼀一直延續到今天歷代誌上經⽂文所描述的⼤大衛帳幕

時期的敬拜。 

 

3-大衛到基督時期。從⼤大衛到基督時期包括三個階段：1）⼤大衛帳幕時期，2）第⼀一聖殿時

期（960年年-586年年被毀，70年年後被重建），3）第⼆二聖殿時期（537年年開始重建，主前

515年年完⼯工-主後70年年）。 

 

3a-大衛帳幕時期。經⽂文說他們「歌頌」「歌唱」（代上15:16，22）。他們唱什什麼歌呢？

因為這時候神還沒有命令⼤大衛作詩歌，所以我們推論他們唱的是「亞煞珥書」中的詩歌。

在這裡，⼤大衛劃時代地引進了了琴、瑟、鈸和號作為獻祭敬拜的樂器。⼤大衛不但按照神的旨

意敬拜神，他還帶領神的百姓敬拜神。他穿上祭司的細⿇麻布外袍以弗得把約櫃抬到帳幕內，

他帶領神的百姓獻祭。⼤大衛設立了了君王帶領百姓獻祭敬拜的規範。我們看到這預表了了主耶

穌在天上的帳幕的獻祭敬拜（來來9:11-12），以及祂帶領祂的百姓在天上聖殿的頌揚唱詩

敬拜（來來2:12）。 

 

3b-第一聖殿時期的敬拜。到了了⼤大衛年年紀老邁，立所羅⾨門王時，開始成立詩篇著作的不同

團隊（亞薩【 ףָ֗סָא 】4⼈人，耶杜頓【 ןּו֡תּודְי 】6⼈人，希幔【 ןָ֡מיֵה 】14⼈人，共288⼈人），代上

25:2，3説， 這些團隊尊王的旨意「唱歌」【 איִבָנ 】（nabi）是「先知預⾔言」，受聖靈的

感動傳達神的話。其中希幔奉神的命做王的「先⾒見見」【 הֶזֹח 】。這些由⼤大衛領導的詩篇著

作團隊所做的詩歌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屬靈的詩歌（）。這⼀一系列列新的聖殿敬拜詩歌被稱

為「⼤大衛的詩篇」，數⽬目超過5000⾸首。神與⼤大衛立約之後，命令⼤大衛要完成三件事：第

⼀一，預備建築聖殿；第⼆二，把利利未⼈人組織起來來，管理理聖殿的敬拜和事奉；第三，帶領並監

督利利未⼈人著作聖殿敬拜⽤用的詩歌。這段時期，神的百姓按照神的命令獻祭敬拜；今天我們

獻上悔悔改認罪的禱告。他們讀神的律律法；今天我們讀神的律律法，聽主⽇日信息。他們唱⼤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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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詩篇，我們唱聖經中的詩篇。⼤大衛時期的聖徒和我們⼀一樣，都是在真理理中的敬拜，在聖

靈中的敬拜，在神同在中的敬拜。 

 

3c-第二聖殿時期的敬拜。主前587年年，巴比倫倫攻陷耶路路撒冷，神的百姓被擄。第⼀一聖殿

被傾倒，其中所收藏的詩篇幾乎全毀。律律法書、詩歌本和其他經⽂文，不是在聖殿被毀前被

藏到⼭山洞洞中，就是被帶到巴比倫倫。當被擄歸回後，以⾊色列列⼈人重新建造了了第⼆二聖殿。他們⾸首

先建造了了祭壇，並且立刻按照⼤大衛所定的規則敬拜。祭司以斯拉編著了了舊約聖經，以及⼀一

本詩歌集，就是150⾸首神所默⽰示的詩歌編著成的《詩篇》，其中包括了了⼤大衛所寫的73篇。

但是神的百姓在這個時期，等待那⼀一位⼤大衛後裔君王，等待耶穌基督，天上的⼤大祭司和國

度的君王帶領他們敬拜。 

 

4-基督到新天新地時期。 

4a-國度實現時期的敬拜。⼤大衛後裔君王基督到來來之後，所有與地上耶路路撒冷聖殿獻祭敬

拜有關的那些外在的屬物質的元素都被廢⽌止了了。「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不在這山上，也不

在耶路撒冷」（約4:21）。與地上耶路路撒冷有關的敬拜系統和元素都在基督復活升天後終

⽌止了了，「時候將到」就是基督在天上帳幕聖殿敬拜的開始，不是在地上耶路路撒冷的敬拜。

這是神國度實現時期的敬拜。⽽而我們現在正處於這個時期。「22 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

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來的，是講

到包裹在舊約敬拜中的救恩真理理和啟⽰示沒有被廢⽌止，⼀一直延續到新約。這些救恩的真理理⼀一

直是神百姓敬拜的內容。「23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在聖靈中，就

是在真理中敬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24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在聖靈中，

就是在真理中敬拜他。」中⽂文和合本聖經翻譯錯誤為「⽤用⼼心靈和誠實拜祂」。所有英⽂文聖

經都按照希臘原⽂文翻譯為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按照更更準確的希臘⽂文法應該是：

「在聖靈中，就是在真理理中敬拜」。這是主耶穌在地上執事建立教會的時候，祂以⼤大衛後

裔君王的⾝身分設立了了新約的敬拜規範。基督親⾃自廢⽌止了了舊約⼤大衛設立的敬拜系統和元素，

保留留和延續了了舊約傳承下來來，從猶太⼈人⽽而出的救恩真理理（救恩是從猶太⼈人來來的，今天我們

講⼤大衛的帳幕，我們研讀舊約，就是要發現舊約中傳承延續的救恩真理理）。主耶穌設立這

樣的敬拜規範的目的，是預備祂復活升天之後，把地上教會的敬拜與天上聖殿的敬拜聯合

起來。來來12章：「18 你們原不是來到那能摸的山⋯22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

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裡有千萬的天使，23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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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有審判眾人的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

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在這個時期，當地上教會的敬拜按照神的旨意在聖

靈中，就是在真理理中敬拜，成為神國度復興的基礎。神國度實現時期，教會的敬拜關係到

神百姓的屬靈⽣生命成長，關係到神國度的往前。我們需要從兩兩⽅方⾯面來來看基督復活升天之後

的敬拜：1）天上聖殿的敬拜和 2）地上教會的敬拜。 

 

4a1-天上聖殿的敬拜。我們在啓⽰示錄4-5章看到天上聖殿的敬拜：那裡有代表地上所有受

造物的「四活物」，和代表成千上萬數不清楚的，舊約和新約所有得榮耀基督徒的天使，

他們被稱為「24長老」，以及復活升天的「被殺羔⽺羊」基督，和做寶座的神。他們⼀一⽅方

⾯面在敬拜讚美神和基督，⼀一⽅方⾯面在施⾏行行審判和救贖。基督在向世界施⾏行行災難性審判的同時，

也藉著各種不同的試煉，包括各種的災難潔淨地上的聖徒，使他們得勝穿上⽩白衣，就是上

⾯面希伯來來書12:23的「被成全的義⼈人」。對基督徒⽽而⾔言，基督天上帶領的敬拜，是要餵養

地上所有在成聖過程中的聖徒，使他們有能⼒力力在末世持守神道和為基督做⾒見見證。啓⽰示錄

7:15「所以，他們在神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事奉/敬拜他。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

16 他們不再飢、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17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

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這是天上的事奉/敬拜

[λατρεύω] (latrevo)。坐寶座的神和羔⽺羊就是在約櫃上施恩座的⼆二基路路伯間向舊約以⾊色列列

⼈人顯現啟⽰示的耶和華。 

 

4a2-地上教會的敬拜。地上的教會是新約祭司的國度，他們受神的呼召，在基督復活的主

⽇日聚集在⼀一起，在聖靈中，就是在真理理中敬拜⽗父。他們唱神所默⽰示的詩篇，這是神在第⼆二

聖殿的時候就預備好的，為了了這個時期在地上的教會，在天上⼤大祭司基督的帶領下唱詩歌

頌讚神（來來2:12）。他們在天上⼤大祭司基督的帶領下，公開獻上悔悔改認罪的祭。他們各⾃自

以祭司的⾝身分來來到天上神的寶座前，⾃自⼰己潔淨⾃自⼰己，獻上悔悔改的靈祭。然後，坐在寶座上

的基督，透過祂所差遣的傳道者，透過他們所傳講的「信⼼心的道」，使祂的百姓聽到祂要

告訴他們的⼀一切事，這是羅10:14-17的真理理，也正是建造約櫃的⽬目的：「22 我要在那裡

與你相會，又要從法櫃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間，和你說我所要吩咐你傳給以色列人的一切

事。」	今天當神的百姓真明⽩白教會敬拜的真理理，並且像⼤大衛帳幕時期的利利未⼈人祭司⼀一樣

順服神的命令，按照神所指⽰示的樣式在地上重建⼤大衛倒塌的帳幕時，神國度就復興了了。我

們在教會歷史中看到這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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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期的敬拜，與⼤大衛帳幕時期敬拜不同的和不連續的地⽅方：就是所有與聖殿和獻祭

有關的敬拜元素都廢⽌止了了，如會幕、約櫃、和獻祭有關的⼀一切元素，並包括在舊約獻祭時

候使⽤用的樂器都被廢⽌止了了。因為基督已經復活升天，祂現在正在天上的聖殿會幕代領天上

地下的眾聖徒⼀一同敬拜。這個時期與⼤大衛帳幕敬拜相同的和連續的地⽅方是：按照神國度君

王基督，在地上設立的敬拜規範敬，在聖靈中，就是在真理理中敬拜⽗父。基督徒作為新約的

祭司，⾃自潔，獻上悔悔改認罪的靈祭，並且唱神所默⽰示的詩篇，傳講神國度的信息，領聖餐

和洗禮。在君王領導的敬拜中領受屬天的祝福，被建造成為天上的祭司國度。 

 

4b-教會歷史中的復興。在教會歷史中我們看到幾次的⼤大復興都與敬拜的潔淨有關。 

 

4b.1-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廢除了了羅⾺馬天主教的敬拜形式和各

種偶像的崇拜，回歸福⾳音的真理理。改教家約翰加爾⽂文在⽇日內瓦開始，恢復了了使徒和早期教

會時期的讀唱詩篇和沒有樂器的敬拜形式，成為歐洲改⾰革宗教會的敬拜規範，在改⾰革宗教

會延續了了300多年年。 

 

4b2-17世紀宗教改革運動。16-17世紀的英國清教徒在⻄西敏斯特宣⾔言（1643-1649）中制

定了了「敬拜規範原則」 （RPW-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規定教會的敬拜要

按照神所命令的⽅方式，若若神沒有命令就不可⾏行行。當時規定教會只能清唱聖經中的《詩篇》，

並且統⼀一發⾏行行詩歌本。今天研究教會歷史的學者發現，這些都紀錄在⻄西敏斯特會議的紀錄

中。源⾃自17世紀蘇格蘭蘭的「美國改⾰革宗長老會」(RPCNA) ⼀一直遵循這樣的敬拜規範原則

直到今天，雖然許多美國的改⾰革宗教會和長老會都已經妥協了了。 

 

4b.2-18世紀第一次大覺醒。上次我們談到美國18世紀第⼀一次⼤大覺醒運動（The First 

Great Awakening）的美國神學家和牧師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所著的《宗教情

操真偽辨》。他對當時的教會復興問診把脈，他開宗明義就列列出了了7個項⽬目的檢驗清單，

第⼀一個檢視的項⽬目就是：「敬拜」。他說：「許多⼈人向神獻上錯誤的敬拜，他們以為這就

是神悅納的，其實卻是神所拒絕的。」我們需要從整本聖經，從教會歷史來來看神國度的敬

拜，作為檢視教會復興的準繩。這是今天教會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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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君王帶領敬拜：領受神祝福的同在。從25節到16章3節，描述了了⼤大衛作為君王帶領利利未

⼈人祭司和百姓把約櫃運到會幕，並且帶領百姓獻祭敬拜，使神的百姓領受了了豐盛的屬天糧

食，和我們今天的敬拜⼀一樣。但是，我們也知道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這樣的敬拜，如

同⼤大衛的妻⼦子，掃羅的女兒米甲⼀一樣，會輕視這樣的敬拜。 

 

今天我們需要學習⼤大衛如何把約櫃，把神的同在帶回到神百姓的敬拜中，得著神國度的復

興：第一，順服神的話。如同⼤大衛回到聖經中受到光照，並且順服神的話，按照神所命令

的⽅方式敬拜事奉神。第二，獻上悔改的祭。⼤大衛把他從聖經中領受的真理理教導利利未⼈人祭司，

祭司們也順服神的話，⾃自潔，獻上悔悔改的祭。第三，看守神的真理。⼤大衛命令祭司看守約

櫃和會幕，就是看守神的真理理，持守純正的敬拜：在聖靈中，就是在真理理中敬拜神。第四，

君王帶領敬拜，百姓領受祝福。在這樣的敬拜中，神百姓領受豐富的天上降下來來的糧食，

明⽩白神的旨意，並越來來越順服主，屬靈⽣生命成長，漸漸被建造成為天上祭司的國度。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