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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1]     Rev. Liu 

第十課 

二. 會幕與祭司 

神的啟示與帶領 

 吩咐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讓我的人民離開這裡，使他們可

以 事奉我 

(8:1, 8:20, 9:1, 9:13, 10:3)

讓我的人民離開這裡，叫他們可以在曠野向我守節1。(5:1, 23:14)

 在西奈山啟示十戒及約書的律法

 建造會幕、與祭司 25-31 章

 敬拜的禮儀 利 1-7 章 

 聖潔的生活 利 11-21 章

 以色列人被拯救離開埃及，建會幕事奉敬拜神

 如同被擄回歸到耶路撒冷，建聖殿敬拜神

 我們信神，得到神的拯救，罪得赦免，就應當事奉敬拜神

二.會幕與祭司 25-31 章

(一)對會幕的指示 25:1-27:21

對領命者與工匠：會幕結構指示與建造 

約櫃 燔祭壇 

陳設餅桌子 會幕院子 

燈塔 

幔子 

幕板和門簾 

為聖所奉獻 25:1-9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要告訴以色列民，叫他們給我送禮物來，所有心裡樂意奉獻的人，你們就可以收

下他們給我的禮物： 

1 守節 [ַגָחח chagag]守朝聖節期, 朝聖 to hold a feast, hold a festival, make pilgr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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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你們要從他們收取的禮物：金、銀、銅， 

藍色紫色朱紅色線、細麻、山羊毛， 

染紅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莢木， 

燈油、膏油的香料和焚香用的香料， 

紅瑪瑙和鑲嵌在以弗得和胸牌上的寶石。 

他們要為我建造聖所，使我可以在他們中間居住。 

按著我指示你建造會幕和一切器具的樣式，你們要照樣建造。 

 

為聖所奉獻 25:1-9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要告訴以色列民，叫他們給我送禮物來，

所有心裡樂意奉獻的人，你們就可以收下他

們給我的禮物。 

 樂意 [ַבָדנ nadab ] 自願、自發性、情

願 

 直到摩西下令他們停止，才不拿禮物來 

36:6  

皂莢木 

 

約櫃的做法 (25:10-22，平行經文37:1-9) 

他們要用皂莢木做一個櫃，長一百一十公分，寬

六十六公分，高六十六公分。 11 你要用純金包

櫃，內外都要包上；櫃上的四圍要做金邊。 12 你

要鑄造四個金環，安放在櫃的四腳上，兩個環在這邊，兩個環在那邊。 13 你要用皂

莢木做幾根櫃槓，並要用金包裹起來。 14 你要把櫃槓穿在櫃旁的環中，以便用槓抬

櫃。 15 櫃槓要常留在櫃的環中，不可抽出環外。 16 你要把我賜給你的法版放在櫃

裡。 17 你要用純金做施恩座，長一百一十公分，寬六十六公分。 18 你要用黃金錘成

兩個基路伯，放在施恩座的兩端。 19 這端做個基路伯，那端做個基路伯，二基路伯

要與施恩座連在一起製造，在施恩座的兩端。 20 二基路伯要在上面展開雙翼，遮掩

施恩座，基路伯的臉要彼此相對，他們的臉要朝著施恩座。 21 你要把施恩座安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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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頂，又要把我賜給你的法版放在櫃裡。 22 我要在那裡和你相會，也要從施恩座上

面，從二基路伯之間，告訴你一切我命令你傳給以色列人的事。 

  

約櫃 

律法與恩典： 

 約櫃內有像徵律法的法版 

 約櫃上是像徵贖罪救恩的施恩座 

引導： 

 引導以色列民尋找安歇的地方(民

10:33) 

 祭司抬着约柜过约旦河，以色列民走乾地过去 

 祭司抬約櫃戰勝耶利哥城 

傳說： 

 舊約沒有提到約櫃的下落，所以不在好萊塢電影裡暗示的地方 

  

櫃[ָארֹון, 'arown]  a box:—ark, chest, coffin  

約櫃, 櫃子, 棺木 

• 作成的櫃子，成爲約瑟的棺木 

• 作成的約櫃，是日後神與以色列人同在的印記 

o 陪伴以色列人在曠野走四十年；大衛把約櫃接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被擄

中，與以色列人同在。 

• 一個櫃子，可以有不同的用途。被神所用時，是神與人同在的印記 

 

思考：我可以如何被神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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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的做法 (25:23-30，平行經文 37:10-16)  

你要用皂莢木做一張桌子，長八十八公

分，寬四十四公分，高六十六公分。 24 

你要用純金包桌子，桌子的四圍要做金

邊。 25 你要給桌子的四圍做七十五公釐

寬的框邊，框邊上的四圍要做金邊。 26 

你要做四個金環，把金環安放在桌子的四

角上，就是在桌子的四腳上。 27 環子要

靠近框邊，用來穿桌槓，以便抬桌子。 

28 你要用皂莢木做幾根桌槓，又要用金包裹起來，桌子要用桌槓來抬。 29 你要做桌

子上的盤子、碟子、酒杯和奠酒用的瓶，這些你要用純金製造。 30 你又要在桌子

上，在我面前，常常擺放陳設餅。 

  

燈臺的做法 (25:31-40，平行经文37:17-24)  

你要用純金做一個燈臺，那燈臺你要用鎚錘成；

燈臺的座、幹、杯、球、花，都要與燈臺連在一

起。 32 燈臺的兩邊伸出六個枝子；一邊有三個

燈臺枝子，另一邊也有三個燈臺枝子。 33 在第

一個枝子上有三個杯，形狀像杏花，有球、有

花；在另外一個枝子也有三個杯，形狀像杏花，

有球、有花。從燈臺伸出的六個枝子，都是這

樣。 34 燈臺上有四個杯，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 35 每兩個枝子的下面有球和燈

臺相連，從燈臺伸出來的六個枝子，都是這樣。 36 球和枝子都要與燈臺連在一起，

都是從一塊純金錘成的。 37 你要做燈臺上的七個燈盞，這些燈盞要放在燈臺之上，

使燈光照亮對面的地方。 38 燈臺上的燈剪和燈花盆，也是要純金做的。 39 要用三十

五公斤純金做燈臺和一切器具。 40 你要留心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去做。 

 

“純”金 [ָטהֹור , tahowr] pure, clean 純正, 潔淨, 無污點的, 清潔的心(詩 51:10) 

 

思考：我是否是潔淨，無污點的；清潔的心，被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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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幔的做法(26:1-14， 平行經文36:8-19)  

 
 
 
 
 
 
 
 

幕板的做法(26:15-30， 平行經文36:20-34)  

 
 
 
 
 
 
 

幔子的做法(26:31-35) 

門簾和柱子的做法 (26:36-37) 

  

為我建造聖所，使我可以在他們中間居住 (25:8) 

• 神告訴他們，祂要在他們中間。 

有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耀充滿了帳幕 。 (40:34) 

• 耶和華的榮耀 (和合本:榮光)，這榮光是神的同在。猶太人稱  ׁשִכינה (shekhinah)，

神的榮耀 God‘s manifested glory，神的同在 God's presence.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我們見過他的榮光，正是從父而來的獨生子的榮光。 

 (約 1:14) 

• 也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思考： 

今天我們不需要再有會幕，神已經住在我們中間 

    我感覺到神在我們當中嗎？ 

    我知道神與我同在嗎？ 

 

https://www.behindthename.com/support/transcribe?type=HB&target=s%5Ee%21kiyna%2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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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桌、燈檯、幕幔、幕板、幔子、門窗、柱子 

 供桌要擺在耶和華面前，象徵神與百姓同在 

 供桌上的餅，是為要感謝耶和華神的供應，不是作為神明的食物 

 金燈檯也是神的同在。啟示錄提到基督在那七個金燈檯中間行走的，那裡的金

燈檯代表教會，在黑暗的世代中發光。 

 幔子隔開聖所和至聖所，保護耶和華神的榮耀。耶穌受難時，聖殿中的幔子裂

成二半，信主的人可以『坦然無懼』進入至聖所。 

  

祭壇的做法 (27:1-8， 平

行經文38:1-7) 

 

院子的做法 (27:9-19， 

平行經文38:9-20) 

 
 
 
 

油和燈的條例 (27:20-21， 平行經文   利24:1-3)  

  

祭壇、院子、油和燈 

 是當時敬拜活動的中心，只可以在耶和華指定的地方設立，不可私設祭壇敬拜

神。 

 基督獻上自己，以及我們獻給神的祭 

  



OC
M

 出埃及記 

                                                                        [7]                                                                           Rev. Liu 
  

祭司的禮服 (28:1-5) 

這些就是他們要做的衣服：胸牌、以弗得、長外

袍、雜色內袍、禮冠、腰帶 

以弗得(28:6-14) 

無袖背心的罩袍 

胸牌(28:15-30) 

12 顆寶石提醒祭司紀念所有百姓 

外袍(28:31-35) 

在長外袍下襬... 一個金鈴、一個石榴、一個金

鈴、一個石榴...他的聲音必被聽見，免得他死

亡。28:35 

冠牌 (28:36-38) “歸耶和華為聖” 

祭司承接聖職條例 29:1-28 利8 

祭司當得之分 29:29-37 

每日當獻之祭 29:38-46 

香壇做法 30:1-10 37:25-28 

香壇 

贖銀 30:11-16 

銅製洗滌盆30：17-21 38：8  

 

洗滌盆 

 

聖膏油的條例 30:22-33 

聖香的條例 30:34-38 

你要照著以色列人被數點的數目登記人數；你數點的時候，他們各人要為自己的性命

把贖價歸給耶和華，免得你數點的時候，他們中間有災病。 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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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會幕器具的工匠 31:1-11 

耶和華對摩西說： 

看哪，猶大支派中戶珥的孫子，烏利的兒子比撒列，我已經提名召他。 

我也用 神的靈充滿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有能力作各樣的手工

 (31:2-3) 

智慧  Wisdom 精明,智慧， 

聰明  Understanding  理解, 洞察力， 

知識  Knowledge  知識, 洞察力, 辨識 

看哪，我已經指派但支派中亞希撒抹的兒子亞何利亞伯和他同工；所有心裡有智慧

的人，我也把智慧賜給他們，使他們可以作我吩咐你的一切工作 (31:6) 

守安息日 31:12-17 

這是我和以色列人中間永遠的記號，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創造了天地，但第七日就歇

了工休息了 31:17 

摩西領受二塊法版 31:18 

耶和華在西奈山上與摩西…就把兩塊法版交給他，是 神用指頭寫的石版 。 

  

二. 會幕與祭司 35-40 章 

守安息日 35:1-3 

七日是...聖日...安息日。凡是在這日工作的，必須把他處死...不可在...住處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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吩咐奉獻建造會幕的材料 35:4-9 

吩咐建造會幕所要的工作 35:10-19 

百姓奉獻建造會幕的材料 35:20-29 

揀選建造會幕的工匠 35:30-35 

百姓奉獻禮物 36:1-7 

造幔幕、幕版、幔子、門窗、柱子 36:8-38 

造約櫃、供桌、燈檯、香壇 37:1-29 

 

我也用 神的靈充滿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 

        目的可以作神的工作，被神所用。 

        先是被神的靈充滿，然後才有精明、洞察力、和辨識能力。 

 

思考： 

我們都需要靠精明、洞察力、和辨識能力，才能勝任任何的工作。 

    我知道可以向神求這些能力嗎？ 

    我知道先要被神的靈充滿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