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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ev. Liu  

第十一課 

新約的會幕觀 

新約裡提及最多有關會幕，是希伯來書 

 提及會幕的目的、功能、及禮儀，連貫了新舊約﹐

 清楚的描述出基督的預表﹐和基督所帶來的新約。

基督完全成就贖罪的功能 

 舊約中的大祭司不能隨意的來到神面前，基督讓敬拜祂的人得以完全，而能夠

事奉永生神。

 基督的一次獻祭﹐取代了祭司年年的獻祭。

 利未祭司需先為自己的罪獻祭，基督流了自己的血，一次獻上祂的身體，就得

以成聖。

(一)新約的其它經文

我們的祖先在曠野有作證的帳幕，就是跟摩西談話的那位指示他，依照他看見的樣式

做的。 (徒 7:44)

獸就開口向 神說褻瀆的話，褻瀆他的名和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

的。 (啟 13:6)

這些事以後，我觀看，見天上安放約櫃（「約櫃」原文作「見證的櫃」）的帳幕的聖

所開了。 (啟 15:5)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那裡發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

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要作他們的 神。 (啟 21:3)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滿有恩典和真理 (約 1:14) 

住在 [σκηνόω skēnóō] to tent or encamp, to reside (as God did in the Tabernacle)-dwell 

搭帳幕，住在 

(二)會幕的解經史

1。象徵式解經 

會幕象徵宇宙-斐羅(主前 20-主後 50﹐希臘文化下的猶太著作家﹐用寓意法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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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院- 物質世界 

• 帳幕- 屬靈世界 

• 四色-金藍紫紅 世界四大元素(金木水火) 

• 7 管燈檯- 七大星球 

• 12 陳設餅- 12 月份 

約瑟夫(主後 37-100﹐猶太歷史學家)﹐及早期教父:革利免(主後 150-215)﹐狄奧多勒

(主後 393-458)﹐耶柔米(主後 347-420 )。現代一些學派也走此路線。 

2。神秘式解經 

俄利根(主後 185-254)是古代教會傑出的釋經家﹐哲學家﹐他從基督與教會之神秘關

係著手﹐強調基督徒的道德形象：金--信心，銀--宣告的道，銅--忍耐，等等。 

3。預表式解經 

自宗教改革運動(十六世紀)後期﹐主要根據新約的預表釋經原則。 

4。從建築結構學上著手解經 

5。從文學欣賞角度著手解經 

以曠野漂流及會幕為寓意故事或敬虔小說之作。 

6。從神學思想﹐連貫上著手解經 

• 祭司的職務與祭物 

• 基督道成肉身彰顯(表明)神的同在(會幕的目的) 

• 基督的中保身份說明進到神面前不必經多重的禮儀 

• 舊約會幕之欠缺﹐均藉基督特殊職分完成 

(三)會幕與希伯來書的基督論和救贖觀的比較 

律法既然是以後要來的美好事物的影子，不是本體的真象，就不能憑著每年獻同樣的

祭品，使那些進前來的人得到完全。(來 10:1) 

舊約的大祭司  基督 

蒙神所召 沒有人可以自己取得這大祭司的

尊榮，只有像亞倫一樣，蒙 神

選召的才可以。

立為永遠的祭

司 

照樣，基督也沒有自己爭取作大

祭司的尊榮，而是曾經對他說：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

你」的 神榮耀了他；就像他

在另一處說：「你是照著麥基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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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體系，永遠作祭司的。」



奉派替人辦屬神

的事 

每一個大祭司都是從人間選出

來，奉派替人辦理與 神有關的

事，為的是要獻上禮物和贖罪的

祭物。

為順從的人成

得救根源 

他既然順從到底（「他既然順從

到底」或譯：「他既然達到完

全」），就成了所有順從他的人

得到永遠救恩的根源；

被軟弱所困 他能夠溫和地對待那些無知和迷

誤的人，因為他自己也被軟弱所

困。

肉體有軟弱﹐

但得以完全 

基督在世的時候，曾經流淚大聲

禱告懇求那位能救他脫離死亡的 

神；因著他的敬虔，就蒙了應

允。他雖然是兒子，還是因著

所受的苦難學會了順從。他既

然順從到底（「他既然順從到

底」或譯：「他既然達到完

全」），就成了所有順從他的人

得到永遠救恩的根源；

為己、百姓獻贖

罪祭 

因此，他怎樣為人民的罪獻祭，

也應該怎樣為自己的罪獻祭。



不必為己的罪

獻祭 

他不必像那些大祭司，天天先為

自己的罪獻祭，然後為人民的罪

獻祭；因為他獻上了自己，就把

這事一次而永遠的成全了。

數目眾多﹐有死

阻隔 

一方面，從前那些作祭司的，因

為受死亡的限制，不能長久留

任，所以人數眾多。

永遠長存﹐職

任不換 

另一方面，因為耶穌是永遠長存

的，就擁有他永不更改的祭司職

位。

從人間挑選 每一個大祭司都是從人間選出

來，奉派替人辦理與 神有關的

事，為的是要獻上禮物和贖罪的

祭物。

永遠的大祭司 因為有為他作證的說：「你永遠

作祭司，是照著麥基洗德的體

系。」

 

信徒皆祭司 

然而你們 

是蒙揀選的族類， 

是君尊的祭司， 

                                                      

1 體系(和合本：等次)[τάξις, taxis] 位置、地位、特質、狀況； 本質，質，態度，情形，外表 

 

照著麥基洗德的體系 a priest for ever after the order of Melchisedec (來 5:6) 

你永遠作祭司，是照著麥基洗德的體系。 a priest for ever after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 (詩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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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聖潔的國民， 

是屬 神的子民， 

為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 2:9) 

 

將人帶到神的面前 

是我們的責任 

思考： 

你們(指“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民，是屬 神的子民 ，

是為要宣揚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是君尊？聖潔？屬神？ 

      我是蒙揀選？ 

      是為要我做什麽？ 

 
 
 

會幕  基督 

人手所造 在至聖所和真會幕裡供職；這真

會幕是主支搭的，不是人支搭

的。



但基督已經來了，作了已經實現

的美好事物的大祭司；他經過更

大、更完備的會幕（不是人手所

做的，也就是不屬於這被造的世

界的）

天上寶座﹐真

帳幕 

我們所講論的重點，就是我們有

這樣的一位大祭司，他已經坐在

眾天之上至尊者的寶座右邊，





但基督已經來了，作了已經實現

的美好事物的大祭司；他經過更

大、更完備的會幕（不是人手所

做的，也就是不屬於這被造的世

界的）

屬世界的聖幕 前約也有它敬拜的規例，和屬世

界的聖所。

天國，真聖所 因為基督不是進了人手所做的聖

所（那不過是真聖所的表象），

而是進到天上，現在替我們顯露

在 神的面前；

聖幕的佈置 因為有一個支搭好了的會幕，第

一進叫作聖所，裡面有燈臺、桌

子和陳設餅。在第二層幔子後

面還有一個會幕，叫作至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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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有金香壇，有全部包金的

約櫃，櫃裡有盛著嗎哪的金罐、

亞倫那發過芽的杖和兩塊約板。

櫃的上面有榮耀的基路伯罩著

施恩座，關於這一切，現在不能

一一細說了。

聖所-行拜神之

禮 

這一切物件都這樣預備好了，祭

司就常常進入第一進會幕，執行

敬拜的事。

 

至聖所-行贖罪

之禮 

至於第二進會幕，只有大祭司一

年一次獨自進去，並且非帶著血

不可，好為自己和人民的愚妄把

血獻上。

 

祭牲之血叫人成

聖 

如果山羊和公牛的血，以及母牛

犢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

且可以使他們成為聖潔，身體潔

淨，

基督之血-洗淨

心﹐除去虛妄

的行為 

何況基督的血呢？他藉著永遠的

靈，把自己無瑕無疵的獻給 

神，他的血不是更能潔淨我們的

良心脫離致死的行為，使我們可

以事奉永活的 神嗎﹖

牲血為立約之憑

據 

說：「這就是 神規定你們立約

的血。」。

基督(的血)為新

約中保 

因此，他作了新約的中保，藉著

他的死，使人在前約之下的過犯

得到救贖，就叫那些蒙召的人，

得著永遠基業的應許。



中保：仲裁者調停者

幔子 這進入的路，是他給我們開闢

的，是一條通過幔子、又新又活

的路，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基督的身體 這進入的路，是他給我們開闢

的，是一條通過幔子、又新又活

的路，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從大約正午直到下午三點鐘，遍

地都黑暗了。太陽沒有光，聖

所的幔子從當中裂開。耶穌大

聲呼叫：「父啊，我把我的靈魂

交在你手裡。」說了這話，氣就

斷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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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物  基督 

祭物叫人想起罪 可是那些祭品，卻使人每年都想

起罪來，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

能把罪除去。

基督一次獻上

擔罪 

照樣，基督為了擔當許多人的

罪，也曾經一次把自己獻上；將

來他還要再一次顯現，不是為擔

當罪，而是要向那些熱切期待他

的人成全救恩。

祭司天天獻一樣

的祭物 

所有的祭司都是天天站著事奉，

多次獻上同樣的祭品，那些祭品

永遠不能把罪除去。

基督一次獻上

身體 

我們憑著這旨意，藉著耶穌基督

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已經成聖

。

一樣的祭物不能

除罪 

所有的祭司都是天天站著事奉，

多次獻上同樣的祭品，那些祭品

永遠不能把罪除去。

基督一次獻上

除罪 

他不必多次把自己獻上如果

這樣，他從創世以來，就必須受

許多次的苦了。可是現在他在這

世代的終結，只顯現一次，把自

己作為祭品獻上，好除掉罪。



一樣的祭物不能

叫人完全 

所有的祭司都是天天站著事奉，

多次獻上同樣的祭品，那些祭品

永遠不能把罪除去。

一次獻上叫人

成聖完全 

因為他獻上了一次的祭，就使那

些成聖的人永遠得到完全。



 

倒要像出死得生的人，把自己獻給 神，並且把你們的肢體獻給 神作義的用具。 

(羅 6:13) 

 

現在也要照樣把你們的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致於成聖。 (羅 6:19) 

 

所以弟兄們，我憑著 神的仁慈勸你們，要把身體獻上，作聖潔而蒙 神悅納的活

祭；這是你們理所當然的事奉（「理所當然的事奉」或譯「屬靈的敬拜」）。 (羅

12:1) 
 

將自己獻給神事奉神 

 

思考： 

「看哪！我來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可見他廢除那先前的，為要建立那後來的。 

我們憑著這旨意，藉著耶穌基督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已經成聖。 (來 10:9-10) 

  

  我把身體獻上，為蒙 神悅納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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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屬靈的敬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