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腓立比 Philippians 1:6

我深信那在
你们心里动
了善工的，
必成全这工，
直到耶稣基
督的日子。



以斯拉 Ezra 3:1-2

1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
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
撒冷。

2 约萨达的儿子耶书亚和他的弟兄
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
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
列 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
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



考试 A Quiz

哪个建造工程花最长时间完成
Which building project took the longest to complete?
A.五角大夏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ntagon.

B.總統雕像山 The carving of Mount Rushmore.

C.巴拿马运河 The digging of the Panama Canal.

D.帝国大夏 The building of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E.自由女神雕像 The carving and assembling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





14 + 14 + 14
▪ 旷野42站 42 stations in wilderness (出埃及

记，民数记 Exodus, Numbers)
1.第一个十四站：旧人

1st 14 stations: about our old man

2.第二个十四站：新旧交替
2nd 14 stations: about transition from old to new

3.第三个十四站：新人
3rd 14 stations: about our new man

▪ 进入应许之地—耶稣基督的丰富
Into the promise land – Jesus Christ



14 + 14 + 14
▪ 42代 42 generations (马太 Matthew 1:1-17)

1.第一个十四代：亚伯拉罕到大卫
1st 14 generations: Abraham -> David

2.第二个十四代：大卫到被掳至巴比
伦 2nd 14 generations: David -> Babylonian 

captivity

3.第三个十四代：被掳至巴比伦到耶
稣基督 3rd 14 generations: Babylonian 

captivity -> Jesus Christ



被掳到巴比伦的教训
The Lesson of Babylonian Captivity

以斯拉 Ezra 5:12 

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 神发怒，神把
他们交在迦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
巴比伦。

▪ 圣殿被毁 The Temple was destroyed

➢ 神的同在离开 God’s presence left

➢ 没有祭坛，敬拜止息
No altar place to worship God



被掳到巴比伦之前的祭坛
The Altars Before Babylonian Captivity

▪ 所罗门的祭坛 Solomon’s altar (代下 2 

Chronicles 4:1)

▪ 挪亚的祭坛 Noah’s altar (创世纪 Gen. 8:20)

▪ 亚伯拉罕的祭坛 Abraham‘s altars (创世纪

Gen. 12:7, 12:8, 13:18, 22:9)

▪ 摩西的祭坛 Moses’ altar (出埃及 Exodus 

17:15, 24:4, 40:10)

▪ 大卫的祭坛 David’s altar (撒下 2 Samuel 

24:25)



被掳归回后重建祭坛
Rebuilding the Altar after Returning from Captivity

以斯拉 Ezra 3:1-2 

1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
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2 约萨达的儿子耶书亚和他的弟兄众
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
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 神
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
的，在坛上献燔祭。



被掳归回后重建祭坛
▪ 重建祭坛是重建圣殿前的首要工作

Rebuilding the altar was the first work before the 
temple rebuild



被掳归回后重建祭坛
▪ 重建祭坛恢复敬拜和带下属灵的
更新 Rebuilding the altar restored worship and 

brought spiritual renewal

➢ 神住在祂百姓中，而不是住在建筑
物中 God dwells in God’s people, not in a building

➢ 神百姓的心回转向神 God’s people’s 

hearts return to God

➢ 神百姓在顺服中合一 God’s people are 

unified through their obedience



基督是我们的祭坛 Christ is Our Altar
希伯来 Hebrews 13:10-14
10 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
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

11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作赎
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

10 We have an altar from which those who 

minister at the tabernacle have no right to eat.

11 The high priest carries the blood of animals 

into the Most Holy Place as a sin offering, but 

the bodies are outside the camp.



基督是我们的祭坛 Christ is Our Altar
希伯来 Hebrews 13:10-14

12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
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13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
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14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建立并经历有祭坛的人生
Build and Experience the Altar in Our Life

▪ 认罪 Confession
约翰一书 1 John 1:8-9 

8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
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
心里了。

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
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建立并经历有祭坛的人生

▪ 改变（转化）Change (transformation)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17 

若有人在基
督里，他就
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
了。



建立并经历有祭坛的人生

▪ 自洁和亲近神 Consecration and Closeness
to God

雅各 James 4:7-8 

7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
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8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哪，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二意的人哪，要清洁你们的
心！



建立并经历有祭坛的人生
▪圣徒的交通 Communion of the saints

希伯来 Hebrews 10:23-25 
23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
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24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25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
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
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建立并经历有祭坛的人生
▪ 受差进到世界 Commissioning into the world

使徒行传 Acts 13:2-3 
2 他们事奉主、禁食
的时候，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
巴和扫罗，去做我
召他们所做的工。」

3 于是禁食祷告，按
手在他们头上，就
打发他们去了。



什么是“14”What is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