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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12-04-2022 
詩篇122 
上行之詩 03 
蒙福的聖城 

 
Study Notes 
唐興 牧師 

 
經文： 

⼤衛上⾏之詩 

דִ֥וָ֫דְל תֹו֗לֲעַּמַֽה ריִׁ֥ש  
1-朝聖者抵達聖城。 

1⼈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 我就歡喜。  

׃ְךֵֽלֵנ הָ֣והְי תיֵּ֖ב יִ֑ל םיִ֣רְמֹאְּב יִּתְחַמָׂ֭ש   

2 耶路撒冷啊，我們的腳站在你的⾨內。  

ֹע ׃םִָֽלָׁשּורְי ְךִיַ֗רָעְׁשִּ֝ב ּוניֵ֑לְגַר ּו֣יָה תֹודְמ֭  
 
2-朝聖者介紹聖城：三重祝福-聯絡合一的城，聖徒敬拜的城，施行公義的城 

3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連絡整⿑的⼀座城。  

׃וָּֽדְחַי ּהָּ֥ל־הָרְּבֻחֶׁש ריִ֗עְּ֝כ הָ֑יּונְּבַה םִַ֥לָׁשּורְי  

4 眾⽀派，就是耶和華的⽀派，上那裡去，按以⾊列的常例稱讚耶和華的名。  

׃הָֽוהְי םֵׁ֣שְל תֹו֗דֹהְ֝ל לֵ֑אָרְׂשִיְל תּו֣דֵע ּהָ֭י־יֵטְבִׁש םיִ֡טָבְׁש ּו֪לָע םָּׁ֨שֶׁש  

5 因為在那裡設⽴審判的寶座，就是⼤衛家的寶座（house of David）。  

׃דיִֽוָּד תיֵ֣בְל תֹו֗אְסִּ֝כ טָּ֑פְׁשִמְל תֹו֣אְסִכ ּו֣בְׁשָי ׀הָּמָׁ֨ש יִּ֤כ  
 
3-朝聖者為城禱告。 

6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必然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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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ךִיָֽבֲהֹא ּויָ֗לְׁשִ֝י םִָ֑לָׁשּורְי םֹו֣לְׁש ּולֲאַׁ֭ש  

7 願你城中平安，願你宮內興旺！ 

׃ְךִיָֽתֹונְמְרַאְּב הָ֗וְלַׁ֝ש ְךֵ֑ליֵחְּב םֹו֥לָׁש־יִֽהְי  

8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緣故，我要說：“願平安在你中間！”  

׃ְךָּֽב םֹו֣לָׁש אָּ֖נ־הָרְּבַדֲא יָ֑עֵרְו יַ֣חַא ןַעַמְ֭ל  

9 因耶和華我們神殿的緣故，我要為你求福。  

׃ְךָֽל בֹו֣ט הָׁ֖שְקַבֲא ּוניֵ֑הֹלֱא הָ֣והְי־תיֵּב    ןַעַמְ֭ל
 
 

前言：今天我們要來思想詩篇122篇，詩篇122篇是15篇詩篇的上⾏詩篇的第三⾸。上⾏

詩篇都有同樣的標題。是被擄歸回的以⾊列⼈，在寄居的外邦地，向他們的家鄉耶路撒冷

朝聖時所唱的詩篇。上⾏之詩也是在地上⽣活的聖徒成聖之旅的過程。每⼀個神的百姓在

地上的成聖的旅途，都是⼀個朝聖的旅途。成聖之旅的終點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天

上的聖城新耶路撒冷。 

 

中心思想：聖城耶路撒冷的三重祝福 

 

【詩篇120篇】講到朝聖者，認識到⾃⼰是寄居住在外邦⼈的世界，他認識到外邦不信神

的⽂化的本質：說謊的嘴唇和詭詐的舌頭。他認識到⼈的本性具有同樣的特質：詭詐的舌

頭。他知道⾃⼰的家鄉是在耶路撒冷，更準確的說，他和亞伯拉罕⼀樣，知道⾃⼰真正的

家鄉是天上的城。地上的聖城耶路撒冷是和天上的家鄉最接近的地⽅。認識這個世界的本

質，認識⼈本性的罪，永遠是基督徒「主觀」成聖路程的起點（有意識地，知道聖靈在引

導⾃⼰在⽣活中走成聖的道路）。 

 

【詩篇121篇】講到朝聖者開始了他的朝聖之旅，他向地上的耶路撒冷邁進，同時他也向

天上的耶路撒冷邁進，他知道無論是地上朝聖之旅，還是⾃⼰⼀⽣成聖之路，都是⼀條充

滿挑戰的過程。當他向⼭舉⽬的時候，他知道神必定保護他，帶領他安全抵達天上的聖城

耶路撒冷，帶著這種永恆的盼望，他踏上了地上朝聖之旅。外在環境的的危險，成為他內

在屬靈⽣命，在神安排的試驗中成長的動⼒。「我要向⼭舉⽬，我的幫助從何⽽來？ 」

「 2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來。」「8 你出你⼊，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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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122篇1-2節，告訴我們，朝聖者終於抵達了他朝思暮想的聖城耶路撒冷。有⼈邀請

他到耶和華的殿去，他說：「2 耶路撒冷啊，我們的腳站在你的⾨內。」他看⾒耶路撒冷

了，他進入耶路撒冷城了，這是多麼令他震撼的事情。 

 

接下來，3-5節，朝聖者開始描述這座聖城：第⼀，這是⼀座整⿑畫⼀的城市，是聯絡整

⿑的城；第⼆，所有以⾊列的⽀派都在那裡出現，⽽且他們都按照神的法度典章律例，在

那裡敬拜他們的神。那是⼀個聖徒聚集敬拜神的城。第三，因為，以⾊列的君王，⼤衛家

的寶座在那裡，那是神掌權的所在，⼤衛的後裔君王在那裡執掌王權。 

 

接下來，6-9節，是朝聖者為耶路撒冷聖城的禱告，他要所有的朝聖者都為聖城禱告。他

為聖城的平安禱告。這篇詩的開頭和結尾都提到「耶和華的殿」就是，耶和華的居所。⼤

衛似乎把神的殿和耶路撒冷看為是同⼀件事，同⼀個地⽅。 

 

這裡有⼀個問題：如果是⼤衛寫的詩篇，那麼⼤衛所看到的，不是所羅⾨王的聖殿。他看

到的是會幕。以⾊列⼈⼀直把會幕稱為聖殿，當會幕和約櫃被固定放在⽰羅，在撒⺟耳記

1章我們看到會幕被稱為是「耶和華的殿」[ הָ֣והְי תיֵּ֖ב ](bet adonai)「耶和華的居所」。當

以⾊列的⼈在希伯崙，同⼼合意的與⼤衛立約，膏抹他作以⾊列的王（33歲），⼤衛攻

下了耶布斯⼈佔領的錫安⼭，稱為⼤衛的城。把會幕約櫃檯到⼤衛城安放在那裡，成為以

⾊列⼈敬拜的地點（撒下6章）。神也在那裡與⼤衛立約，就是⼤衛之約，應許⼤衛後裔

君王永遠的國度（撒下7章）。所以，⼤衛沒有看到耶路撒冷城，被建造成為聯絡整⿑的

⼀座城。 

 

⼤衛雖然⾁眼沒有看⾒後來耶路撒冷城的建造，但是他必定和亞伯拉罕⼀樣，看⾒天上的

城，看⾒天上的聖城耶路撒冷。他看⾒以⾊列所以⽀派，到⼤衛的城，到會幕約櫃敬拜

神，看⾒聖城的榮耀，看⾒這⼀座蒙福的聖城。 

 

他在這篇詩中描述了蒙福的聖城；聖城耶路撒冷的三重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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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上⾏之詩 

דִ֥וָ֫דְל תֹו֗לֲעַּמַֽה ריִׁ֥ש  

1-朝聖者抵達聖城。1⼈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 我就歡喜。  

׃ְךֵֽלֵנ הָ֣והְי תיֵּ֖ב יִ֑ל םיִ֣רְמֹאְּב יִּתְחַמָׂ֭ש   

2 耶路撒冷啊，我們的腳站在你的⾨內。  

ֹע ׃םִָֽלָׁשּורְי ְךִיַ֗רָעְׁשִּ֝ב ּוניֵ֑לְגַר ּו֣יָה תֹודְמ֭  
 
1-2節，⼤衛非常興奮，當約櫃被安置在錫安，⼤衛的城。以⾊列⼈都來敬拜神，並且對

他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耶和華的殿，原⽂就是耶和華的居所，神的家。從新約看

就是教會。教會就是永⽣神的家，活神的家(house of living God)。舊約的以⾊列⼈國家⺠

族是神的教會。當神的百姓同聲要去敬拜神，這是⼀件令⼈振奮的事。 
 
⼤衛說：「2 耶路撒冷啊，我們的腳站在你的⾨內。 」⼤衛顯然把聖殿和聖城看為是可以

互換的。整個的聖城就是聖殿。這是⼤衛看⾒的，雖然聖城還沒有被建造，但是⼤衛看到

整個聖城都是神的殿。因為，⼤衛看到的不是物質的聖城，他看到的是屬靈的聖城，天上

的耶路撒冷。神的百姓就是天上的聖城。所以，他說：「2 耶路撒冷啊，我們的腳(已經)

站在你的⾨內。」 

 

⼤衛知道神不住入⼿所造的殿宇之內。神和⼤衛立約之前，要先知拿單對⼤衛說：「耶和

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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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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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衛說：「2 耶路撒冷啊，我們的腳(已經)站在你的⾨內。」他看到⾃⼰與神的百姓⼀

同來敬拜神，神的百姓就是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聖經

⽤聖城來描述⼀群屬神的⼦⺠，他們在神的統治下，治理神所創造的世界，他們彰顯出神

的榮耀。換⾔之，⼤衛看到了新約啟⽰錄中的從天⽽降的聖城新耶路撒冷。正如先知以賽

亞同樣看到錫安，看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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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被擄歸回的以⾊列朝聖者，他們雖然看到地上的耶路撒冷，在聖靈的感動下，在

先知的教導下，他們知道，地上的耶路撒冷只是天上耶路撒冷的影⼦。神要建造的聖城超

過⼈的⾁眼能更看⾒的榮耀，是屬靈的聖城。 

 

今天我們可以和⼤衛⼀樣的喜樂，我們可以和以⾊列朝聖者⼀樣喜樂，我們知道教會就是

神的殿，永⽣神的家。當我們聚集在⼀起，按照神所指⽰的樣式敬拜祂，以學習為敬拜的

核⼼，以沉靜為敬拜的態度，以順服基督的⼼來敬拜，我們的腳就已經站在天上的耶路撒

冷了，我們就是神的殿。在敬拜中我們被建造 成為天上的聖城新耶路撒冷。 

 

⼤衛接下來，告訴我們聖城所蒙受的三重祝福，也正是今天地上的教會所蒙受的三重祝

福： 

 
2-朝聖者介紹聖城：三重祝福-聯絡合一的城，聖徒敬拜的城，施行公義的城 
 

2.1-聯絡合一的城。3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連絡整⿑的⼀座城。  

׃וָּֽדְחַי ּהָּ֥ל־הָרְּבֻחֶׁש ריִ֗עְּ֝כ הָ֑יּונְּבַה םִַ֥לָׁשּורְי    
 
第3節，⼤衛看到天上的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聯絡整⿑的⼀座城。這絕對不是當時地上

耶路撒冷的情況。也不是被擄歸回的朝聖者所看⾒的地上耶路撒冷；更不是今天我們到耶

路撒冷所看⾒的情況。我們只有在神的應許中看到這樣的描述。使徒保羅描述了這座聯絡

整⿑的城：弗2:19「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

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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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各房靠祂聯絡

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22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耶路撒冷是神的百姓，耶路撒冷是神的教會，每⼀個教會的肢體被基督聯絡，被基督建

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成為神的殿，耶和華的殿。我們就是耶路撒冷。 

 

啟⽰錄21:9-11描述了這個耶路撒冷聖城最終完成的光景：「9 拿著七個⾦碗、盛滿末後七

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裡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

看。”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座⾼⼤的⼭，將那由神那裡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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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冷指⽰我。」這是⼤衛看到的聖城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神國度完成的光景，這是基督

把我們建造成為神的居所的最終完成。所有，在地上走完朝聖之旅的基督徒，走完成聖之

路的基督徒最後的光景。 

 

「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好像碧⽟，明如⽔晶。12 有⾼⼤的

牆，有⼗⼆個⾨，⾨上有⼗⼆位天使，⾨上⼜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舊約的教會）的名

字。13 東邊有三⾨，北邊有三⾨，南邊有三⾨，西邊有三⾨。14 城牆有⼗⼆根基，根基

上有羔⽺十二使徒（新約的教會）的名字。」這是我們將來被建造成為的聖城耶路撒冷。

基督徒最終進入新天新地，彰顯神的榮耀的光景。 

 

神應許我們基督要把我們建造成為神的居所神的聖殿，這是聖城耶路撒冷，永⽣神的家，

教會的第⼀個祝福：聯絡合一的城。 

 

2.2-聖徒敬拜的城。 

4 眾⽀派，就是耶和華的⽀派，上那裡去，按以⾊列的常例稱讚耶和華的名。  

׃הָֽוהְי םֵׁ֣שְל תֹו֗דֹהְ֝ל לֵ֑אָרְׂשִיְל תּו֣דֵע ּהָ֭י־יֵטְבִׁש םיִ֡טָבְׁש ּו֪לָע םָּׁ֨שֶׁש  
 
 
第4節，⼤衛繼續描述他看到的祝福。他看到合⼀的敬拜，這是⼀個聖徒敬拜的城，整個

以⾊列的⽀派，耶和華的⽀派，都從各地來到錫安⼭，⼤衛的城，來到會幕約櫃這裡來敬

拜讚美和他們立約的神。不僅如此，他們是按照以⾊列的「常例」[ תּודֵע 	(ʿēdût)]，按照

以⾊列⼈的「法度、律例、典章」來敬拜讚美神。 

 

這是以⾊列⼈順服神所設立的敬拜法度律例典章，按照神的命令來敬拜神。他們順服神，

他們明⽩神的旨意，他們蒙受神的祝福。他們的合⼀表現在他們的敬拜上，他們的敬拜表

現出他們的順服，他們的順服彰顯了聖靈合⼀的⼯作。當神的百姓聚集在⼀起，明⽩神的

旨意，順服神的旨意，按照神設立的敬拜法度敬拜讚美神，這是聖城耶路撒冷的第⼆個祝

福：聖徒敬拜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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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不論從聖經以⾊列⼈的歷史，還是從基督教教會歷史來看，敬拜⼀直是教會的問

題。以⾊列⼈⼀直處在悖逆神，與周圍世俗⽂化結合，拜偶像的光景。從基督教教會歷史

來看，也是如此，世俗的⽂化入侵到教會，教會的敬拜已經成為⼀種舞台表演的模式，各

種不同的⾳樂適合不同的會眾的⼝味。所唱的詩歌的內容也和流⾏歌曲的內容相似。簡單

重複的詞曲，跳動情緒，膚淺的內容。傳講的信息，多淪落為⼀些淺顯的做⼈道理，完全

沒有傳達出經⽂所要傳達的內容。 

 

但是，另外⼀⽅⾯，我們在聖經也看到神⼀直保守祂的教會，不論在以⾊列的歷史中，還

是在基督教會歷史中，祂總是為祂⾃⼰保守了真正的敬拜者。這就是希伯來書的作者，⿎

勵他的教會，不要停⽌聚會，因為我們不是在地上敬拜聚會，我們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敬

拜。 

 

啟⽰錄4章描述了⼤衛看到的天上敬拜的光景。約翰被天上帶到天上，他看⾒那⼀位坐在

寶座上的神（好像碧⽟和紅寶⽯），有虹圍著寶座。寶座周圍有24個座位，上⾯坐著24

位長老，⾝穿⽩衣，頭戴⾦冠冕（24長老/天使-象徵代表舊約和新約所有的聖徒）。他

們在那裡敬拜神。 

 

來12:2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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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正是⼤衛看到的是地上以⾊列⽀派的敬拜，那是天上敬拜的影⼦和預表。當神的百姓按

照神的旨意敬拜神，按照神設立的法度律例典章敬拜神，也就是主耶穌親⾃命令的敬拜⽅

式：你們必須在聖靈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他們就是在天上的耶路撒撒冷，在復活升

天的⼤祭司基督的帶領下敬拜讚美神：這是教會蒙福的第二點：聖徒敬拜的城。 

 
2.3-施行公義的城。 

5 因為在那裡設⽴審判的寶座，就是⼤衛家的寶座（house of David）。  

׃ דיִֽוָּד תיֵ֣ב ְל תֹו֗אְסִּ֝כ טָּ֑פְׁשִמְל תֹו֣אְסִכ ּו֣בְׁשָי ׀הָּמָׁ֨ש יִּ֤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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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衛說明原因，⼤衛說明為什麼聖城耶路撒冷是「聯絡合⼀的城」，是「聖徒敬

拜的神」。「5 因為在那裡設⽴審判的寶座，就是⼤衛家的寶座。」⼤衛不是說⼤衛的寶

座⽽是「⼤衛家」的寶座。很顯然，他指的是⼤衛王朝的持續，他是按照神和他所立的⼤

衛之約的應許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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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衛在聖靈的感動下，他看到了神應許的彌賽亞基督永遠的國度，看到彌賽亞基督的作王

掌權。 

加爾⽂指出：「最後，上帝在⼤衛⾝上設立了⼀個新的統治權，這個統治權應該持續不斷

地運作； 因為他的旨意是要⼤衛的⼦孫世世代代繼承他們⽗親的王室尊嚴，直到基督降

臨。」 

 

今天我們知道復活升天的基督現在正在天上執掌王權，祂不僅作為⼤祭司，帶領我們敬

拜，為我們祈求，他透過祂在教會設立的職分治理祂的教會，祂透過祂呼召設立的牧師傳

講神的話，內住的聖靈透過神的話，引導我們，光照我們，使我們順服基督和基督的話。

基督還在歷代的教會中⾏走施⾏審判。啟⽰錄1章「13 燈台中間有⼀位好像⼈⼦，⾝穿⾧

⾐，直垂到腳，胸間束著⾦帶。14 他的頭與髮皆⽩，如⽩⽺⽑、如雪，眼⽬如同⽕燄，

15 腳好像在爐中煆煉光明的銅，聲⾳如同眾⽔的聲⾳。16 他右⼿拿著七星，從他⼝中出

來⼀把兩刃的利劍，⾯貌如同烈⽇放光。」其實歷史中許多教會的光景正式基督在施⾏審

判。早在舊約時期，阿摩司先知就預⾔了神對教會的審判：「：「不是無餅的饑荒，不是

無水的乾渴，而是聽不到耶和華話（的饑荒）。」（中⽂翻譯為：乃因不聽神的話。忽略

了原⽂三個平⾏⼦句的結構。）」神審判教會的原因：他們玷污了敬拜的形式，他們離棄

了神的話。他們的罪彰顯在他們和與鄰舍的⼈際關係上。 

 

啟⽰錄5章，約翰看到復活升天的基督，像是被殺過的羔⽺，祂拿著書卷，揭開七印，向

地上施⾏審判。這不是最後審判的光景，是從基督復活升天⼀直到基督再來期間。啟⽰錄

7章，約翰看⾒144000受了印記的新以⾊列⼈，就是包括舊約和新約的聖徒，在天上敬拜

神。這⼤衛所看⾒的⼤衛之約的實現：「5 因為在那裡設⽴審判的寶座，就是⼤衛家的寶

座。」這是第三點：施⾏公義的城，天上聖城新耶路撒冷是施⾏公義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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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聖城耶路撒冷，天上的聖城新耶路撒冷是蒙福的城，地上的教會是蒙福的城：聯

絡合⼀的城，聖徒敬拜的城，施⾏公義的城。 

 

接下來，6-9節，⼤衛/朝聖者開始要求所有的朝聖者，要求所有的神的百姓為耶路撒

冷，為教會，為神的家/神的殿禱告。他知道神所應許的⼤衛家永遠君王還沒有到來，神

應許的彌賽亞基督永遠的國度還沒有到來，所以，神國度還要繼續的擴展。 

 

3-朝聖者為城禱告。 

6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必然興旺。  

׃ְךִיָֽבֲהֹא ּויָ֗לְׁשִ֝י םִָ֑לָׁשּורְי םֹו֣לְׁש ּולֲאַׁ֭ש  

7 願你城中平安，願你宮內興旺！ 

׃ְךִיָֽתֹונְמְרַאְּב הָ֗וְלַׁ֝ש ְךֵ֑ליֵחְּב םֹו֥לָׁש־יִֽהְי  

8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緣故，我要說：“願平安在你中間！”  

׃ְךָּֽב םֹו֣לָׁש אָּ֖נ־הָרְּבַדֲא יָ֑עֵרְו יַ֣חַא ןַעַמְ֭ל  

9 因耶和華我們神殿的緣故，我要為你求福。  

׃ְךָֽל בֹו֣ט הָׁ֖שְקַבֲא ּוניֵ֑הֹלֱא הָ֣והְי־תיֵּב    ןַעַמְ֭ל
 
 
⼤衛知道聖城是神的⼯作，所以，他激勵所有的朝聖者為聖城禱告。如同使徒保羅在提摩

太前書要會眾為神國度的擴張禱告⼀樣。我們就是神的國度，神的國度要在我們裡⾯擴張

我們裡⾯的新⼈需要漸漸的長⼤成⼈滿有基督長成的⾝量，基督需要在我們裡⾯成形。 

 

今天我們更需要明⽩，地上的耶路撒冷聖城已經被毀了，不會被重建了。今天我們去地上

的耶路撒冷，也看不⾒聖殿，聖城也不是以前的聖城。我們看到的是⼀些古老的遺跡，今

天地上的耶路撒冷基本上是⼀個旅遊的地⽅，你看不到朝聖者，我們也許可以學到⼀些關

於聖經的歷史和地理古蹟。激發我們對神的事物感興趣。 

 

詩篇122篇告訴我們，我們看到神的應許的確發⽣在實際的⼈類歷史之中，⼀次⼜⼀次的

預⾔被應驗在⼈類歷史中。⼤衛看⾒的天上的聖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今天的教會。神應許

的⼤衛的後裔，基督已經復活升天，在天上作王掌權，施⾏審判。基督正在天上帶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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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帶領祂的百姓在地上不僅僅展開成聖之旅，我們已經站在耶路撒冷的⾨裡了。神賜給

我們裡⾯的新⽣命正⼀天新似⼀天，雖然我們的外⾯的⼈雖然漸漸毀壞。我們裡⾯的新⼈

是屬於天上聖城新耶路撒冷的⼀部分。我們內住的聖靈，不斷地更新我們，在認識神的真

知識上更新我們，使我們在成聖之旅往前邁進。神應許的天上的聖城新耶路撒冷最後將在

⼈類歷史結束的時候成為實際。 

 

所以，讓我們迫切地，不斷地為神的殿禱告，為教會禱告，使得我們成為蒙福的聖城。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