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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美的約(一) 

約與會幕的關係 

孫國鐸 

讀經 :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後，滿了三個月的那一天，就來到西乃的曠野。

他們離了利非訂，來到西乃的曠野，就在那裏的山下安營。摩西到神那裏，

耶和華從山上呼喚他說：你要這樣告訴雅各家，曉諭以色列人說：我向埃

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

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

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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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轟、閃電和密雲，

並且角聲甚大，營中的百姓盡都發顫。摩西率領百姓出營迎接神，都站在

山下。西乃全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於山上，山的煙氣上騰，如燒

窯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動。角聲漸漸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說話，神有聲音

答應他。耶和華降臨在西乃山頂上，耶和華召摩西上山頂，摩西就上

去。…耶和華對他說：下去吧，你要和亞倫一同上來，只是祭司和百姓不

可闖過來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來擊殺他們。於是摩西下到百姓那裏

告訴他們」（出十九1-6、16-20、24-25)。 

「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出二十1)。 

「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這樣」（出廿一1)。 

「要用皂莢木作一櫃，長二肘半，寬一肘半，高一肘半。…必將我所

要賜給你的法版放在櫃裏。…要將施恩座安在櫃的上邊，又將我所要賜給

你的法版放在櫃裏」（出廿五10、16、21)。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帳幕，把法櫃安放在裏

面，用幔子將櫃遮掩。…又把法版放在櫃裏，把槓穿在櫃的兩旁，把施恩

座安在櫃上。…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出

四十1-3、20、34)。 

「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原來你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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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人數在萬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守他向你們列祖

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領你們出來，從為奴之家救贖你們脫離埃及王法

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神，祂是神，是信實的神，向愛祂、守

祂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向恨祂的人當面報應他們，將他們滅

絕。凡恨祂的人必報應他們，決不遲延。所以你要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

你的誡命、律例、典章。你們果然聽從這些典章，謹守遵行，耶和華你神

就必照祂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約施慈愛」（申七7-12)。 

「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如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

候，蒙神警戒他，說：你要謹慎，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

樣式。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祂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

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了」（來八5-

7)。 

弟兄們安排我最後講，好像前面該講的都講完了。我靠主的恩典，把

我自己從主所領受的一點和大家分享。這次特會的主題是「看哪，神的帳

幕在人間」，我負擔的是「更美之約」。也許有些弟兄姊妹會覺得這個分

題好像在主題之外；到底神和人所立的約，跟會幕有甚麼關係呢？當我們

讀主的話語，可以看見神與祂的百姓立約這件事，跟帳幕有着密切的關係。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神建造會幕，是為了實行祂和百姓的約。從出埃及記，

特別是第十九章以後，我們看見神在西乃山上作了一個非常完整的啟示，

這也是在創世以來，神所作的一次完整的啟示。 

在西乃山與百姓立約 

當神藉着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三個月後他們來到西乃山。

首先在這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宣告，神讓摩西告訴以色列百姓，神把他們

如同鷹一樣背出來；然後告訴他們要聽話，要守約，這樣他們就可以作神

的子民，成為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國民。然後神叫摩西上山，在那裏作了

一連串重要的啟示。我覺得這個啟示的過程很重要。祂是按照一定的次序

啟示，首先是把律法、典章賜給摩西。所以從出埃及記十九章到二十四章，

神把律法賜給了祂的百姓；這個律法是神與百姓所立的文約。在此之前，

神曾經跟挪亞立約，也和亞伯拉罕立過約，但那些都是口頭上的約；到西

乃山上的時候，神與以色列全家立約，立的卻是一個文約。 

在我們的生活經驗裏，通常我們非常信任一個人，由于我們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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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彼此立約，不需要寫出來，講一句話就可以。如果碰見的是個陌生人，

或是一個不能信任的人，最好是把立約寫下來，比較保險，對不對？在西

乃山，神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不是個個都能像挪亞或亞伯拉罕那樣，所以神

說，立約最好寫下來。神知道這班以色列的百姓不太可靠，但神愛他們，

神立約是要叫他們能夠相信神。所以神在西乃山上，首先把律法賜下。這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先把祂給了以色列百姓。 

然後神又再次召摩西上山，四十晝夜，神把會幕的樣式啟示給摩西。

這是有名的「山上的樣式」。摩西在山上詳細地把神給他的啟示記住，

然後下山，忠心地按照山上的樣式，帶領以色列百姓建造會幕。當這個會

幕造好之後，神讓摩西很謹慎地把兩塊法板放在約櫃裏，把約櫃放在至聖

所裏面。弟兄姊妹，你們現在看見這個櫃子被稱作甚麼？被稱作「立約之

櫃」。這是整個會幕中最重要的東西，說明神和祂百姓所立的約是非常重

要的事情。所以說，神用會幕來保護約櫃，用約櫃保護兩塊法板。 

然後我們看見神又設立了祭司的職份。在這件事上，以色列百姓雖然

拜了金牛犢，讓神的計劃受到了挫折，但神依舊揀選利未族、揀選亞倫家

來事奉。神設立這個祭司的體系，用意是甚麼呢？就是要叫他們在會幕中

來實行神的約，實行神所賜的律法。 

律法裏面有律例，有典章。我們曉得在摩西五經裏面有一卷書非常重

要，被稱作利未記。全卷利未記都是律法，裏面有許多條例，有典章和律

例；祭司們在會幕裏面事奉神的時候，必須按照這些典章、律例。也可以

說，他們在會幕中實行神的約。他們不僅實行神的約，還要教導所有以色

列百姓遵守神的約，要叫他們聽從神的話。 

在出埃及記，當摩西非常忠心地按照山上的樣式把會幕建造起來，祭

司們也預備好了，完全按照神的定規。所以，當他們來到會幕的時候，我

們看見人類歷史上，頭一次神的榮光從天而降，整個會幕被神的煙雲充滿，

連摩西都進不去。弟兄姊妹，這是人類歷史上，頭一次神的心得着滿足。

神在地上有了祂自己的居所，有了祂掌權的一個地方。因為這一切都合乎

神的要求，故能充滿神的榮光。 

立約的原因 

在舊約時代，啟示雖然只是一個影子，卻也清清楚楚地說明了神的旨

意。感謝神，神藉着祂的話，把祂自己榮耀的心意，今天仍舊在啟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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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在出埃及記裏看見一個完整的圖畫，看見神與祂百姓的立約是多麼

重要的一件事情。接着我們再往前看，神為甚麼要跟以色列百姓立約呢？

神為甚麼要跟人立約呢？我們都清楚，當神造了人以後，神實在愛人。因

為愛的緣故，祂喜歡賜福給人，所以祂給了人很多應許。弟兄姊妹，我們

知道全本聖經都是充滿神應許的一本書。曾有人告訴我們，聖經裏的應許

大概有七千多條。後來有人告訴我，不只這麼多，有三萬兩千多條。你看，

神的心是多麼的愛我們。 

我們大概可以看見這應許的福。第一是讓以色列人成為祂的子民，神

要作他們的神，與他們同住；神要設立祂的寶座，在祂的百姓當中掌權，

作他們的保護。神要賜下一切的福氣給他們，從摩西五經裏面可以讀到，

神說我要使你們的人數增加；在生活物質各式各樣的需要，我都供應你們，

我要使你們勝過天下的萬民。所以我們知道，神實在是愛祂所造的人，愛

祂所揀選的以色列百姓，神要把祂應許的福賜給他們。 

人有時候不大能相信；神說：好，我跟你們立約，來保證我給你們的

應許，使這些祝福一定臨到你們。神和人立約，是體貼人的軟弱，體貼我

們這些充滿懷疑的人；因為我們很多事兒都是信不來。今天我們是不是還

是這樣呢？我們常常讀神的話，我們覺得這些應許離我們很遙遠，能夠應

驗在我們身上嗎？這些我們可以經歷嗎？弟兄姊妹，你有這些懷疑嗎？神

老早認識我們。神說：好，我與你們立約。在舊約裏，神用牛羊的血做憑

據，所以在舊約為甚麼會有獻祭的事，是為着神所立的約作一個保證。 

當然，我們曉得立約是雙方面的事情。按神來講，祂根本不需要立約，

因為祂說是就是，祂從來不會改變。只因為神知道我們會改變，我們也會

懷疑祂改變，所以神與我們立約。但是，神不僅自己守約，也希望我們守

約；所以神在西乃山上把律法賜下來，跟百姓立了文約。這個立約是非常

有意義的事情。 

神的賜下律法 

讀保羅書信的時候，我們會很希奇保羅在羅馬書第五章二十節，加拉

太書三章十九節，兩次講到律法是外添的。我們不明白為甚麼保羅這樣說，

意思好像說賜下律法不是神原來的本意。神向人懷的意念是賜福，不是要

來定罪人的，而律法一賜下來，以色列的百姓就活在定罪之下了。所以保

羅告訴我們，律法是外添的。 

W
es

t C
oa

st
 C

hr
ist

ian
 C

on
fe

re
nc

e



5 

 

在使徒行傳第七章，司提反也告訴我們，律法不是神直接賜的，是天

使賜的；當然是經過神的許可。所以，我們看見好像當初神把律法賜給以

色列百姓，不是神原來的本意。那麼弟兄姊妹要注意了，為甚麼神要把律

法賜給人呢？既然律法賜下來，只是叫人有定罪的感覺，是不是律法有問

題？保羅告訴我們，昨天弟兄也告訴我們，律法是屬靈的，是聖潔的，律

法本身沒有問題。 

在馬太福音，主也說了，你們不要以為我來了是要廢掉律法，我來不

是要廢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主並且告訴我們，律法的一點一劃也不能

廢去。所以律法的本身是沒有問題的。我們今天要懂得甚麼是神的律法，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試着來解釋，希望我們能夠對神的律法有一點

的了解。要知道律法之前，先要知道甚麼是律；這個英文就有點問題，中

文比較清楚。我們知道在宇宙中有各式各樣的律；甚麼是律呢？律是一種

無形的，卻帶有權威性的力量，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違抗的。現代人有這

個知識，只要違反律，就會遭遇災禍。如果你認識律，運用律，可能會有

很多好處。舉個例子，比如在神的創造裏，神定下了自然律，所以我們看

見有物的原理，有生命運行的規則出現。整個宇宙中間，星球的運行，都

是受一個律支配。地球上的四時運轉，都有律的管制。地上各種不同的生

物，受着不同的律的管制；飛鳥在空中飛行，魚在水裏面遊，人和走獸活

在地面上，也受着不同的律的支配和管理。律雖然是一個無形的東西，但

是它具有權威性的力量，萬物都必須順從這個律來生活。 

在屬靈的事上，我們叫做屬靈的金律裏，新約聖經也講到不同的律，

這些律控制着我們屬靈的生活。比如聖經說到有良心的律、心思中的律、

肢體中的律，還有生命聖靈的律，在事奉上還有信心的律和作工的律，還

有罪和死的律。弟兄姊妹，我們活在甚麼律裏，就受甚麼律的管制。好的

帶進好的結果，不好的就帶進悲慘的結果。在這一切的律裏面，神生命的

律是至高的律。律法十誡，是出自神生命的律。我們的弟兄們也講到，在

約櫃裏面有三樣重要的東西：兩塊法板，一金罐的嗎哪，還有一根亞倫發

芽的杖，各有屬靈的意義。法板講到生命的規律，生命的性質；金罐的嗎

哪，是講到天上的糧，天上的供應；杖講到生命復活的權柄。這三樣東西

都是跟生命有關係的，而這三樣東西都在約櫃裏面，這叫我們想起約翰福

音第一章四節的話，那裏講到生命在祂裏頭，就好像這三樣東西在約櫃裏

面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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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塊法板上寫着神的律法，實在說來，是說明神生命的性情。在西

乃山上，神的生命還沒有臨到人，因為主耶穌還沒有到地上來完成救恩。

神的原意是把祂的生命賜給人；而在生命沒有賜給人之前，神藉着律法先

把這個生命的性情展現出來了。所以弟兄姊妹，現在我們知道，在西乃山

上的神這個律法，是出自神至高的律。在希伯來文，律法（towrah’）

這個字的字源有水流，或教訓的意思。在希臘文，律法（ ）這

個字講到一種習性、一種規矩、一種原則。所以，我們知道律是件非常重

要的事情。 

在中文聖經裏，一直是用「律法」這個字，沒有用「法律」這個字。

為甚麼呢？這兩個詞，原文是同一個意思，但我覺得中文這個用法有一點

意思。甚麼叫律法呢？就是先律後法，所以神是引律為法。也就是說，這

些法規是從律裏出來的。比如說，聖經裏面有律例、典章、規條、命令，

這些東西是從律裏面出來的，是從生命自然的習性裏而出的一種法則。神

的律法是不需要更改的，因為它是出自神的生命、性情的東西。人間有很

多法律，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法律，這些法律怎麼出來的呢？是按照人性

的一種習性所立的一種法規。因為我們想用這些法律來約束人的行為，維

持社會的秩序，叫人能夠規規矩矩。所以今天我們可以說，我們生活在這

個法律的管制之下，各式各樣不同的法律。然而我們曉得墮落的人性是非

常的複雜，不僅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法律，並且因為人墮落的本性是不太喜

歡守法，有時所定的某些法律也不大合理。所以每個國家都有立法機構，

常常在修改法律。你沒有辦法弄一個法，一直不改的；並且我們在人的生

活中，破壞法律的事情天天都有，甚至一些小小的規定，我們都做不到。

法律就是先法後律。感謝神，中文聖經用「律法」這個字，很好。 

律法的功用 

我想聽中文的人大概都清楚，不知道聽英文的弟兄姊妹能不能理解？

簡單地說，神的律法是從祂的生命裏面立出了許多的規定；我們人是因為

觀察事情，立很多的法。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有意義的事情。我們要曉得，

對於我們這些墮落的人來講，要遵守法律很困難。神為甚麼在西乃山上賜

下律法？我們從聖經裏有一個領會。律法從一方面的意義來說，顯出了神

是怎樣的一位神，又顯出祂生命的本性，是聖潔、公義、良善的神。當然

在舊約中，神這個性情的顯出對於以色列百姓像烈火一樣；因為這個是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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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聖潔、絕對的公義、絕對的良善，是人根本不可能達到的境界。 

律法一面的意思是展示出我們所信的神是怎樣的神。第二，這個律法

出來了，是對仇敵嚴厲的審判。我們知道聖經裏面稱撒但為不法的。在宇

宙中，魔鬼是頭一個違反神律法的。因為牠違反神的律法，所以牠落在咒

詛中，牠的結局是非常的悲慘。我們說律是不能違抗的，尤其神的律是不

能違抗的。撒但卻違抗神的律，所以牠被稱為不法的；牠的不法也把人類

帶到不法的情景裏頭。但是感謝神，就像我們弟兄們所講的，神沒有丟棄

人，所以律法在西乃山展現出來以後，給人看見榮耀的盼望。等於神預先

顯示，神在人身上那個至高的心意；就是有一天，神要把我們帶到這個境

界裏面。所以神在做挽回的工作。神的旨意沒有改變。神事先把祂生命的

特點向人做了一個展示，所以保羅在加拉太書有這樣的話說，為甚麼有律

法呢？律法是為了過犯添上的；要告訴我們，我們是有罪的人。但不光是

顯示我們是有罪的人，並且要我們等候那位蒙應許的子孫出現，就是等候

基督的出現。所以舊約時代中，這個律法有看守的功用。 

到了新約時代，律法是訓蒙的師傅，主要是要把我們帶到基督面前。

因為在舊約時代，救恩還沒有成就，所以希伯來書告訴我們，神在舊約和

他們立的約有瑕疵。這個瑕疵不是律法本身有問題，而是人有問題。我們

連一般人的法律都守不住，把神這麼高的律法擺在人中間，我們更是守不

住。我們人的生命是非常低微的，尤其是墮落後更敗壞，而神的生命是這

麼的高超，我們用這麼低微的生命去遵行這麼高超生命的律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舊約，神和以色列百姓立的約是有瑕疵的。難怪在舊約時代中，神

對於以色列百姓最簡單的要求，他們都做不到。自從人墮落後，我們裏面

充滿了各樣背逆的天性，我們最不喜歡約束。不僅是年輕人不喜歡約束，

我們年紀大了也不喜歡約束；我們都喜歡自由。這些規定，那些規定，真

是很難遵守。所以，舊約的這個約，對我們墮落的人來講是有瑕疵的。 

但是，在舊約時代中，神仍舊盼望祂的子民能夠遵守祂的約。神向他

們啟示，說：我是你們的神，我是守約施慈愛的神（慈愛原文是憐憫）。

這個「守」是甚麼意思呢？當然一面來講，神是絕對不會違反祂的律。神

這樣說，祂絕對是遵守祂自己的約定。這是沒有問題的。這個守還有另外

一面的意思，就是我們也需要按照神的原則來行事。如果我們跑到神的約

的範圍之外，這位神也不能施憐憫。所以我們看見，當以色列百姓不聽話，

不守約的時候，他們常常落在神的懲罰下，神對他們也沒有憐憫。在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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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外邦人，神對待他們非常的嚴厲，我們讀的時候也覺得可怕。但是

請我們注意，神不僅是對外邦人嚴厲，當以色列百姓跑到約之外，他們同

樣的會悲慘。 

約與會幕 

弟兄姊妹，遵守神的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而這件事跟整個會幕有

非常密切的關係。我們都知道神設立帳幕的用意，是神願意住在人中間。

但歷史證明，甚麼時候以色列百姓毀約，就叫會幕失去意義；那個會幕還

在，但是神的祝福沒有了。任何一個時候，神的百姓犯罪，拜偶像，跟外

邦人通婚，行外邦人的生活習慣，他們毀約，他們不能聽神的話的時候，

常常迫使神離開他們。其實神是不願意離開他們的，是神的百姓迫使神離

開的。以西結書有詳細的記錄，當以色列的百姓拜偶像，吃祭偶像之物，

在那裏犯罪得罪神之後，神的榮耀就到了門口，然後從門口出到外面去了，

升到山上去了。有一個弟兄形容得很好，神是何等捨不得祂的百姓；祂是

一步一回頭的。是神的百姓毀約，迫使神離開，祂實在是不願意離開。最

後祂沒有回到天上，祂在山上等着。所以任何時候，這個約被毀，神的同

在就失去了。 

在撒母耳記上開頭的故事，以色列百姓光景荒涼，他們違背神的約，

不聽神的話。聖經記載說，在會幕裏面，那個燈還沒有熄滅，還有一點點

亮光，耶和華的言語稀少，神不太說話；結果以色列百姓失去保護。在以

利做祭司的時候，那個故事是多麼地悲慘！當他們跟非利士人打仗，他們

失敗了，便說：把約櫃抬到戰場上，一定會贏。他們不曉得神已經離開他

們了，把這個物質的櫃抬到戰場上有甚麼用呢？不僅沒有得勝，甚至約櫃

都被擄走了。這些故事，聖經記載得非常鮮明，告訴我們一旦以色列百姓

不聽話，違背神的約，雖然帳幕裏面各樣的物件都在，然而整個會幕就失

去它的意義。 

弟兄姊妹，神要的不是要一個外面的東西。神建造會幕，最重要的是

在那裏施行神的約；甚麼時候約被堅定，這個會幕就有了真實的意義。神

住在他們的中間，神的能力、神的賜福、神豐富的言語也在他們中間。這

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約」跟會幕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這個會

幕如果是神的家，這個律法就是家規。中國人講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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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神的家也有它的規矩，你甚麼時候破壞這個規矩，神就不住在其中了。

今天神建立教會作祂的家，神的家有神的規矩，甚麼時候我們破壞這個規

矩，那裏就不成為神的家了。這是很重要的提醒。因此在舊約以色列百姓

的歷史裏，我們看見那些敬虔愛神的人都知道跟神立約的重要。當有些好

的領袖起來的時候，他們總是帶領以色列的百姓跟神重新立約。他們等於

向神表示說，從今天開始，我們願意遵守律法，我們願意聽祢的話，守祢

的約。弟兄姊妹，今天神在祂的百姓當中，也渴望能得着這些真正敬虔愛

神的人。 

背約的可怕 

早晨我們年長的弟兄提到被擄歸回的歷史，這一段歷史非常重要，特

別是對末後時代中的聖徒，這是一個重要的提醒。以色列人因着毀約，不

聽神的話，結果被擄到巴比倫。時間到了，古列王就鼓勵他們重新回國建

造聖殿。我們知道他們只有少數人回去。第一批在所羅巴伯的帶領下回去，

他們在非常艱困的環境中把聖殿建造起來。我們讀這樣的故事，知道以色

列的百姓經歷多少的辛酸啊。神也稱許他們，雖然那個殿比起從前所羅門

建造的差得太遠了，但是也叫神的心歡喜。他們在那裏建造這個殿，要作

為神的居所；但因為七十年過去了，很多百姓對於神的律法都不清楚，他

們不知道怎麼來事奉神。空有這個房屋，不知道怎麼做；因此有第二批的

歸回。 

第二批的歸回是在以斯拉的帶領下歸回。當時的波斯王很恩待以斯拉，

許可他們回去美化聖殿。怎麼美化這個聖殿呢？神在那裏預備了重要的器

皿。以斯拉是一個通曉天上神律法的文士，也就是他在巴比倫的年日，仔

細地從神的話語裏面，研究神和百姓所立的約，他把神的話讀得非常的通。

所以今天對於我們來講，我們要懂得神的約，需要花功夫去好好讀聖經。

在那個艱苦的環境裏，以斯拉把神的話語讀得這麼的有亮光。在尼希米記

第八章，尼希米請了以斯拉來，把律法讀給以色列百姓聽。他們站在臺上，

清清楚楚地把神的律法讀給百姓。的確我們今天在教會裏，我們需要清清

楚楚地明白神的話；因為若不清不楚，搞得我們生活也不清不楚。我們有

清清楚楚的話，就知道怎樣活在神面前。 

當以斯拉在讀這些話的時候，很多百姓都流淚。聖經說，他們因耶和

華的話而戰兢。他們不僅受感動，這個話進入他們內心，叫他們裏面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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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弟兄姊妹，我們今天特別需要好好禱告，求主讓祂的話深入我們的

心，讓我們不僅是愛慕神的話，且因神的話而戰兢。 

在那個大失敗的時代裏面，以斯拉把律法帶回來了，把神的家規帶回

來了。因為這些被擄歸回的人，在不多的日子裏面，有很多失敗的光景，

他們跟當地人通婚。以斯拉記第十章有很長的文章告訴我們，他們怎樣跟

當地人通婚。當然，從一面來講，我們能理解這是人性的軟弱。以色列人

是少數，外面的敵人那麼多，他們就想有個好辦法，跟他們結婚，為親家，

親家不會打親家，這樣就可以和平相處了。但是他們不曉得這樣做，是違

背了神的律法。他們毀約了。今天在神的百姓中，我們很多時候也是這種

心思，覺得有些事情妥協一下，大家就能和平相處。你要他絕對地跟隨主，

人家都不喜歡；因此我們許多的態度，就通通妥協了。弟兄姊妹，我們這

樣的做法很可能違背了神的約。 

當以斯拉聽見他們中間這樣的事，就嚇得不得了；他就在神面前痛哭，

拔自己的鬍子，撕自己的衣服。因為他知道這是不得了的事情；違背律法，

會帶進不知道甚麼樣的咒詛和災難！這七十年的被擄就是一個痛苦的經歷。

這些人才剛剛經歷這痛苦，為甚麼那麼快就忘記了呢？神是那麼愛祂的百

姓，但是以色列的百姓逼神逼得沒有辦法，而把他們擄到巴比倫去。神是

為了管教他們，要把偶像從他們中間除掉，希望他們成為聖潔的百姓。剛

剛經這麼大的管教後，以色列百姓又開始失敗了；所以以斯拉非常害怕，

放聲痛哭，最後感動了一些小孩子，那些大人沒甚麼感動。感謝主，孩子

們的心靈單純，於是他們跟以斯拉一起哭，整個被擄歸回的人就都有感覺

了。此外，外面下着大雨，其光景實在很感動人。終於百姓的領袖起來，

他們跟以斯拉講，外面下那麼大的雨，我們願意聽神的話。以斯拉就帶領

他們重新和神立約。 

立約的代價 

弟兄姊妹，我們要曉得立約的代價非常的大。今天你要遵行神的旨意，

你要預備好代價，這個代價是甚麼呢？以斯拉記第十章記載，他們立約以

後，第一個要把所娶的外邦妻休了，第二個更不容易，就是離棄所生的孩

子。這是不容易的事情，休妻還比較容易，要把孩子丟掉，真是不容易。

弟兄姊妹，我們知道這些原則，甚麼是婚姻？婚姻是一個結合。當他們和

外邦人結合的時候，說明他們這是不正常的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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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在事奉上也常常犯這樣的錯誤，很多時候也和這些不正常的

東西結合。因為我們覺的這些東西有利，這些東西有好處，也許會帶來工

作的果效，故此我們就跟這些不正常的東西結合。然而神說，這種結合必

須分開，你必須把她休了。甚麼叫做生出孩子來呢？就是我們這種不正常

的聯合，已經造成事實了，孩子生出來了；你還想怎麼辦？我們就說：神

啊，我們知道錯了，祢肚量大一點啊，我們以後不生了。神說，不可以。

就是已經造成事實，你也必須離棄。親愛的弟兄姊妹，這個用在我們今天

屬靈的經歷上來講，這個代價是非常大的。 

今天我們知道這樣的情況，覺得我們沒有辦法改變，很多錯誤已經造

成事實了。你們原諒我這樣講，有一個年長的牧師，他心裏知道今天這樣

的光景是不對的，且講了一句非常痛心的話，說：我已經沒有辦法了，希

望你們年輕人不要走這條路。何等的悲慘啊！但不能這樣。感謝神，這班

被擄歸回的人沒有失去那個感覺；因為他們曾經從巴比倫出來，他們付上

過重大的代價。當主的話臨到他們，他們因主的話而感覺戰兢，他們重新

和神立約。不管他們過去的錯誤是甚麼，他們願意放下這些東西。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這末後的世代，這是神嚴厲的呼召。我們渴望能

夠把神的帳幕建造起來嗎？如果我們不遵守這個帳幕的規定，我們不能保

守神的家規，我們要建立神的家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有絕對的態度，不

管我們過去有多少的東西，不管多少已經造成的事實，讓我們能像被擄回

歸的百姓一樣，起來重新跟神立約。我們對神說：神啊，我們願意遵守祢

的約。我想這一次，主在這個聚會中，的確對我們說了話，我們求主憐憫

我們，讓神的靈感動我們的心，讓我們因主的話，裏面有戰兢。弟兄姊妹，

讓我們起來，聽神的話，重新作跟主立約的百姓。這是我們今天的盼望。 

以斯拉帶領他們重新立約，在被擄回歸之地帶進一個大的復興。雖然

在舊約時代中，神和人這樣立約是有瑕疵，但是神仍舊願意祂的百姓能夠

守住這個約。有這個約跟神的家是有密切的關係的，我們只要守約，才能

叫帳幕有意義。雖然舊約不過是一個影子，但是這個原則是不改變的。我

們的神永遠是守約施慈愛的神。願今天我們在祂面前蒙憐憫，成為聽話的

百姓，守約的百姓。這樣，真帳幕的光景就能夠在我們各地的聚會裏面被

建立起來。我們何等巴望神能夠重新宣告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 

弟兄姊妹，神的心是何等地迫切，我們需要仰望主的憐憫，需要向我

們的主俯伏敬拜。主藉着舊約，那個有瑕疵的約，對我們今天新約時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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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姓說了最誠懇的話。主若許可，明天晚上我們講更美之約的實行。 

禱告：主，我們求祢憐憫我們，我們知道祢愛我們，從來不改變。祢的選

召也沒有後悔，我們只是感覺我們對祢的虧欠太多，我們是一個不聽話的

人，我們常常違背祢的約。我們如同舊約的以色列百姓一樣，常常叫祢心

碎。我們感謝祢，祢沒有丟棄祢的百姓，無論在甚麼情況裏，祢仍舊對我

們說話。主啊，時候已經到末了，很多的事情都顯出來，祢回來的日子近

了，在這個緊迫的時候，讓我們能在最後一程裏面，能抓住機會跟隨祢。

讓我們起來能對主說，我們願意聽祢的話，我們願意重新和祢立約。我們

要離開那一切叫祢的心不能得着滿足的東西。願祢的帳幕重新立在人間。

願祢的榮耀重新回到祢百姓的當中。主啊，祢要聽我們的禱告，我們仰望

祢的憐憫，今天我們知道祢在我們中間。主啊，每一個弟兄姊妹都在祢的

眼前，求祢向我們施恩典，我們再把敬拜歸給祢。我們這樣禱告，靠基督

耶穌寶貴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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