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來 Hebrews 13:15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
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

之人嘴唇的果子。 



歷代志上 1 Chronicles 16:1-4 新譯本 CNV 

1 他們把神的約櫃抬了進去，安放在大
衛為它所搭的會幕中間，然後在 神面
前獻上了燔祭和平安祭。  

2 大衛獻上了燔祭和平安祭以後，就奉
耶和華的名給人民祝福。  

3 他又分給以色列眾人，無論男女，每
人一個餅、一塊肉、一個葡萄餅。 

4 大衛派了一部分利未人，在耶和華的
約櫃前事奉、頌揚、稱謝和讚美耶和
華以色列的 神。 

https://cnbible.com/1_chronicles/16-1.htm
https://cnbible.com/1_chronicles/16-2.htm
https://cnbible.com/1_chronicles/16-3.htm
https://cnbible.com/1_chronicles/16-4.htm


約櫃 The 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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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 The Ark 

 神在地上的腳凳 God’s footstool on earth 

 神的同在在祂的百姓中 

 大衛成為以色列君王時，約櫃不
在基遍的會幕 But the Ark was not in the 

tabernacle at Gibeon when David became the king of 

Israel 

God’s presence in the midst of His people 



大衛的誓言 David’s Vow 

詩篇 Psalm 132:1-8  
1  耶和華啊，求袮記念大衛所受的一切
苦難！  

2  他怎樣向耶和華起誓，向雅各的大能
者許願，  

3  說：我必不進我的帳幕，也不上我的
床榻；  

         4 我不容我的眼睛 
       睡覺，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  



大衛的誓言 David’s Vow 

詩篇 Psalm 132:1-8  

5  直等我為耶和華尋得所在，為雅各的
大能者尋得居所。  

6  我們聽說約櫃在以法他，我們在基列
‧耶琳就尋見了。  

7  我們要進祂的居所，在祂腳凳前下拜。  
8  耶和華啊，求袮興起，  
      和袮有能力的約 
      櫃同入安息之所！  



迎接約櫃到耶路撒冷 
Bring the Ark to Jerusalem 

歷代志上 1 Chronicles 15:1 … 25 
1  大衛在大衛城為自己建造宮殿，又為
神的約櫃預備地方，支搭帳幕。 

25 於是，大衛和以色列的長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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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的帳幕 Tabernacle of David 



大衛的帳幕 Tabernacle of David 
歷代志上 1 Chronicles 16:1-4 新譯本 CNV 

1 他們把神的約櫃抬了進去，安放在大衛為
它所搭的會幕中間，然後在 神面前獻上
了燔祭和平安祭。  

2 大衛獻上了燔祭和平安祭以後，就奉耶和
華的名給人民祝福。  

3 他又分給以色列眾人，無論男女，每人一
個餅、一塊肉、一個葡萄餅。 

       4 大衛派了一部分利未人，在耶和  
         華的約櫃前事奉、頌揚、稱謝和 
         讚美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 

https://cnbible.com/1_chronicles/16-1.htm
https://cnbible.com/1_chronicles/16-2.htm
https://cnbible.com/1_chronicles/16-3.htm
https://cnbible.com/1_chronicles/16-4.htm
https://cnbible.com/1_chronicles/16-4.htm


大衛的帳幕 Tabernacle of David 

 燔祭：自潔 Burnt offerings: Consecration 

 平安祭：交通 Peace offerings: Fellowship 

 約櫃前一個嶄新的事奉：頌揚，
稱謝，讚美神  

  A brand new minister  

      before the ark:  

      Intercede, give thanks, 

     and praise the God of  

     Israel (MSG) 



讚美的益處 The Benefit of Praise 

1.讓神掌權 Let God reign 

詩篇 Psalm 22:3  

但袮是聖潔的，
是用以色列的
讚美為寶座的。 



2.向神開了一通道 Open a doorway to God 

讚美的益處 The Benefit of Praise 

詩篇 Psalm 50:23  

凡以感謝獻上為
祭的便是榮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著我 
     的救恩。  



讚美的益處 The Benefit of Praise 

3.神幫助我們得勝  God helps us to win 

 約沙法王的得勝 Jehoshaphat’s victory 



讚美的祭 The Sacrifice of Praise 

希伯來 Hebrews 13:15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
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
嘴唇的果子。 



讚美的祭 The Sacrifice of Praise 

 不管環境如何，祂仍然是位好神 
God is still good, no matter what 

詩篇 Psalm 135:1-3  1-2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的名！
耶和華的僕人站在耶和華
殿中；站在我們神殿院中
的，你們要讚美祂！ 
3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耶和華本為善；要歌頌祂
的名，因為這是美好的。 



讚美的祭 The Sacrifice of Praise 

2.淚中提升信心 Faith grows deeper with tear 

詩篇 Psalm 56:8-13  

8  我幾次流離，袮都記數；求袮把我眼
淚裝在袮的皮袋裏。這不都記在袮冊
子上嗎？  

9  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敵都要轉身退
後。神幫助我，這是我所知道的。  

10 我倚靠神，我要讚美祂的話；我倚靠
耶和華，我要讚美祂的話。  



讚美的祭 The Sacrifice of Praise 

2.淚中提升信心 Faith grows deeper with tear 

詩篇 Psalm 56:8-13  

11 我倚靠神，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
麼樣呢？  

12 神啊，我向袮所許的願在我身上；
我要將感謝祭獻給袮。  

13 因為袮救我的命脫離死亡。袮豈不
是救護我的腳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
中行在神面前嗎？  



讚美的祭 The Sacrifice of Praise 

3.以神為樂 Delight in God 

詩篇 Psalm 37:4  

又要以耶和華
為樂，祂就將
你心裏所求的
賜給你。  



『你不是那人！』“You are not that man！” 

撒母耳記下 2 Samuel 7:4-5  
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
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歷代志上 1 Chronicles 28:3  
3
 只是神對我說：『你不可為我的名建 
      造殿宇；因你是戰士，流了人 
      的血。』 



『你不是那人！』“You are not that man！” 

 大衛找到建聖殿的地點 
David found the place to build the temple 

歷代志上 1 Chronicles 21:24-26…31  

24 大衛王對阿珥楠說：「不然！我
必要用足價向你買。我不用你的物
獻給耶和華，也不用白得之物獻為
燔祭。」  

25 於是大衛為那塊地平了六百舍客
勒金子給阿珥楠。  



『你不是那人！』“You are not that man！” 

 大衛找到建聖殿的地點 
David found the place to build the temple 

歷代志上 1 Chronicles 21:24-26…31 

26 大衛在那裏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獻
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華。耶和華
就應允他，使火從天降在燔祭壇上。 

31 大衛說：「這就是耶和華神的殿， 
      為以色列人獻燔祭的壇。」  



『你不是那人！』“You are not that man！” 

 大衛從神得到建造聖殿的藍圖 
David got the temple build blueprint from God 

歷代志上 1 Chronicles 28:10…19  

10 你當謹慎，因耶和華
揀選你建造殿宇作為
聖所。你當剛強去行」  

19 大衛說：「這一切工
作的樣式都是耶和華
用手劃出來使我明白
的。」  



『你不是那人！』“You are not that man！” 

 大衛為建殿奉獻全所有 
David offered all of his savings 

歷代志上 1 Chron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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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