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一講 會幕的造法 

讀經：出 36:1-38 

 
會幕的造法在這裡寫的詳詳細細，代表 神是一個仔細的 神，做事絕不馬

虎。神是精明的，因此我們做主的工不可大大咧咧地，這樣會不討 神的喜歡。
神指示摩西一定要「按著山上指示的樣式」去做，有人曾經試過，照著《出埃

及記》會幕尺寸的比例豎起一個完完全全的會幕，我們因此知道聖經所記的話

都是準確的。 
  
另外我們要明白 神賜屬靈的智慧給造會幕的人，他們都是從人中特選的巧

匠，他們不需要誰教他們，因為 神使他們有智慧、聰明，可以照耶和華的使命
作工。神給人智慧，人就無所不能。神要給誰智慧，就算這人愚拙也會成為精

明。出埃及記第卅五章 25節說心中有智慧的婦女，親手紡線。 
 
因為 神降災給埃及全地，所以埃及人要以色列人趕快離開他們，以色列人

把埃及所有的好東西都帶出來，並且甘心樂意獻禮物給耶和華。因此我們知道

只要我們出來事奉 神，撒但沒有辦法攔阻，最後反而拿禮物來給我們，要我們
快點走。只要我們甘心樂意事奉耶和華，無論做什麼，神都賜智慧、聰明、知

識。神的靈若感動我們，我們就可以從世界裡出來事奉 神；神若賜智慧給人，
人就什麼都能做。 
  
《出埃及記》是 神從世界裡把祂的兒子召出來。但在 神的眾子中，還要

揀選長子。在整本聖經裡，尤其是舊約，神給我們「揀選長子」的異象。雅各

是羨慕作長子的；猶大雖後來成為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為長子，但約瑟成了屬靈

的長子，大有尊榮。我們相信 神的人，以後還要「羨慕」做長子。因爲長子是 
神特選出來的，要領他們進榮耀裏去。  
  



第四十二講 神所使用的器皿 

讀經：出 37:1-29 

 
在 神面前所用的器皿都用金子包裹，但是皂莢木不是好的材料，是卑賤、

貧窮、無用的，這代表凡在 神面前事奉的人，都是從卑賤中揀選出來的；用金
子包裹代表披戴了 神的性情。一旦分別為聖，就在 神面前陳設整齊、安排合
適、成爲有用的器皿。 
 
神揀選人的原則是什麽呢？不是世上按著肉體有智慧、能力、尊貴的；反

而是揀選世上愚拙、軟弱、卑賤的（林前 1:26-29），使有血氣的，在 神面前一
個也不能自誇。如同皂莢木在 神的殿中成為器皿一樣，因我們披戴基督，才能
變成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林前 1:30）。 
 
在舊約的會幕裡還有什麽器皿？會幕有兩層：第一層帳幕裡面有金燈臺、

桌子、陳設餅；第二層帳幕至聖所裡面有金香爐以及約櫃（來 9:1-5）。整個帳
幕都是預表基督耶穌的身體（來 10:19-20）：當羅馬兵丁用矛，刺釘在十字架上
的耶穌而流下寶血，當時聖殿的幔子，從上而下裂開，這預表著有一條路為我

們而開，就是耶穌基督為我們打開進入至聖所的路。因此我們得以坦然無懼來

到施恩座前，爲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來 4:14-16）。 
 
舊約律法定規的東西（影兒）都是預表主耶穌基督（那形體）（西 2:16-

17）：約櫃預表耶穌基督與我們另立新約；亞倫發芽的杖預表復活的權柄；約版
代表在愛裡完成 神的誡命；而嗎哪則是指耶穌傳 神的話，成為我們屬靈的食
物；施恩座預表我們可以坦然無懼的得著 神隨時的幫助。舊約律法之所以規定
的這麼詳細、費了那麼多的事，都是預表主耶穌，使凡信祂的都得著義（羅

10:4）。 
 
金燈臺代表教會（啟 1:20），是用一他連得金子錘出來的，表示我們不僅要

有 神的性情，還要經過錘鍊，才能被 神使用。 神將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後錘
成一個教會。 神在教會中間行走為燈臺加油，代表 神對教會的照顧（啓 1:12-
16）。全本聖經都是為基督做見證。  
 
  



第四十三講 神給人的訓練 

讀經：出 38:1-31 

 
為 神辦事的原則要一絲不苟，規規矩矩去做，因為事奉 神要虔誠敬畏。

《出埃及記》是 神訓練以色列人，藉此提醒我們要守 神的誡命（申 8:2）。今
天基督徒鬆懈放肆，放肆的原因是沒有異象（箴 29:18），不知 神救我們的原
因。 
  
神給以色列人嗎哪，要他們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裡所

出的一切話」（申 8:3；太 4:4）。神引導他們按照 神指示的來建造會幕，都有屬
靈的啟示。又比如，銅是代表審判，銀是代表救贖。銅的壇是用婦人鏡子做

的，代表 神明察秋毫，人是逃不掉的。 
  
神保守以色列人的衣服沒有穿破，腳也沒有腫，但 神要管教他們，像訓練

兒子，因為他們舊人的習性非常壞，這樣如何事奉 神？只有經過嚴格的訓練，
就像人入伍當兵穿上軍服，學習聽命令，脫離原來的習氣，成為剛強、壯膽、

有勇力的人。神教我們也是這樣，要組織我們成為耶和華的軍隊。神的管教好

像人管教兒子，以色列是 神的長子，要受訓練、試驗、苦練。我們也要成全完
備、毫無缺欠，神才把我們帶進榮耀裏去。 
  
這些事奉都不能隨便，神的目的是帶我們進入美地，那地有許多泉源，有

各種食物與礦藏，乃是要我們得的基業（申 8:7-10）。但我們要謹慎，免得富足
後心高氣傲，忘記 神（申 8:11-14）。以色列人二十歲以下的新人在曠野四十
年，神才帶他們進入迦南美地（申 8:15-16）。以色列人成為 神的選民，在萬民
中作 神的見證，因此這曠野四十年就是 神的試驗，神教導人的法子就是苦
練，練完後考試，考不過再苦練。人的教育也是如此，就是要學習、苦練、試

驗，最後能毫無缺欠，可以終久享福。 
 
 

  



第四十四講 歸耶和華為聖的器皿 

讀經：出 39:1-43 

 
聖經裡仔細地記載著這些精細物件，摩西點數、驗收以色列人所作的工。

從這裡我們看見 神訓練人，每一樣都要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去做。每種顏色及材
料也都有特別屬靈的意思，比如：金子代表 神的性情；藍色代表屬天的；紫色
代表王權；朱紅色代表寶血；細麻代表基督徒所行的義。這些都要交織在一

起，代表基督徒是屬天的、是有王權的、是寶血所救贖的，因此每天都要行

義，與地分別出來。 
 
一個屬靈生命的養成是要慢慢地撚、慢慢地織，不是一下子就成熟的，都

要交織在 神榮耀的性情和基督救贖的恩典中。因此，我們天天的生活、事奉、
早起的讀經、讚美、尋求 神的心意，都慢慢交織成為進入聖所的事奉。要帶著
屬天的心情與地上世俗分別，等真正成為事奉 神的大祭司，還要加上金色的
線，就是要有 神的性情和 神的榮耀。 
 
  金子要錘成一片是要先經過火燒，錘是用 神的話。基督徒要經歷千錘百
煉；金子燒軟了再錘，越錘越薄、越舒展、容量越大。沒有被錘過的只是一塊

金子，不能做成各種器皿。 
 
胸牌代表 神永不忘記我們；只要我們是 神的選民、神的兒子，祂就永遠

將我們掛在心上。胸代表愛情，神的愛是極其永恆、不變的；祂把我們都當作

的珍寶，在榮耀裡（啟示錄 21章）我們都是那建造聖城的寶石。但要刻名字在
寶石上非常不容易，因為寶石的硬度極高，所以 神訓練人做這樣的工非常不容
易。 
 
在聖殿裡供職的人都要穿聖衣，這是極其榮耀、及其華美的。在以弗得裡

面要穿袍子，袍子下面的石榴代表多結果子的意思：神要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

去榮耀父 神（約 15:8）。鈴鐺有響聲，代表大祭司走到哪裡都是光明正大、名
正言順的。 
 
 冠冕上刻著牌子，上面有大字寫「歸耶和華為聖」。基督徒都已是分別為聖

的，但這只是地位成聖；只要任何東西獻給了父 神，都成為聖。凡聖物都不可
輕忽，要特別重視，像中國皇帝的欽差大臣帶著聖旨一樣。今天基督徒一歸給 
神地位就不同，到任何地方耶和華的名字就刻在我們的身上，各樣的邪靈污鬼

都不敢侵犯我們。但我們也不可隨便去沾染污穢，因我們是歸給耶和華的。 



第四十五講 神召兒子的目的 — 分別為聖 

讀經：出 40:1-16 

 
摩西五經的《創世記》是蒙揀選，為的是讓人走生命的道路，因為罪從一

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因此人人都有一死。神從世界中揀選一批人出

來，走一條不同於世人的道路，就是生命之道，可以讓人出死入生。 
 
神揀選人的原則，在《創世記》是用許多故事描寫出來：揀選亞伯的原則

是亞伯靠對 神的信心，而該隱靠自己的功勞；揀選以諾的原則是能夠與 神同
行；揀選挪亞的原則是全家人得救；揀選亞伯拉罕的原則是因信稱義；揀選以

撒的原則是不憑人意而憑著 神的應許；揀選雅各的原則是在家裏服事的，不揀
選在世界裡鬼混的；揀選約瑟的原則是像 神的兒子。這些都預表 神兒子耶穌
基督，到世上來所走的這條道路就是：稱義，成聖，得勝，得榮的道理。 
  
神揀選兒子要在埃及長大。後來雅各全家下埃及，這是 神與亞伯拉罕早就

立的約，要到他的第四代才從埃及出來。因為要等以色列人多了起來，才能進

迦南地承受為業，並要讓迦南地的人慢慢消滅，恐怕他們速速滅盡，使那地荒

涼，被野獸佔據（申 7:22）。這就像 神要接我們到天上，也有一個數目，這是
一個奧秘。羅馬書第十一章 25-26節説到，「...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
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當以色列人數多起來後，

法老折磨他們，神就差遣摩西來拯救（出 1:8-9）。如同，基督徒人數還不夠到
天上承受萬有，要等到人數夠了，神才接我們到天上去統管萬有。《出埃及記》

就是 神召許多兒子從世界裡出來（出 4:22），這是最要緊的啟示。《創世記》是
一個一個地揀選，《出埃及記》是一個民族的揀選。摩西預表基督，以色列人預

表許多的兒子要進榮耀裡去。但會有許多人倒斃曠野（林前 10:1-5），這些人多
半是 神不喜歡的人。代表我們要等裡面的舊人都死掉，才進入 神的榮耀。 

 
 我們是 神的兒子，是從世界裡出來，在曠野受操練，最大的操練就是造會
幕（建立教會），要組織起來，建立教會，而特別注意的是讓他們學作祭司。神

救人的目的，就是要許多兒子進榮耀裡去，我們一信主就是 神的兒子（加
3:26），被 神的靈引導（羅 8:14），既有兒子的名分，神就差祂的兒子的靈進入
我們的心，我們可以呼叫 神為阿爸父（加 4:6）。神在我們的身上作工，用萬事
互相效力來模成祂兒子的模樣，最後讓他們得榮耀（羅 8:28），神要人作兒子是 
神造人的目的和原因，而作兒子就要作祭司，操練如何在 神面前事奉祂。事奉 
神有許多講究，抹油就是受膏，還要穿聖衣作祭司（出 40:14-16），神造我們的
目的是分別為聖，成為至聖，受膏作祭司為永遠的職任。  



第四十六講 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的 

讀經：出 40:17-38 

 
《出埃及記》結尾有一句特別要緊的話，就是無論做什麼都要「照耶和華

所吩咐的」去做。從一開始 神揀選以色列全族，成為祭司的國度，但在曠野裡
他們發怨言，在 神面前不忠心、不敬畏，行惡犯罪，所以 神就又從他們中間
選出利未族，將他們分別為聖做祭司事奉 神（出 40:15）。凡受膏的就永遠為祭
司（作王也是到永遠），因爲將來我們都要在永遠中，圍繞寶座事奉 神。  
 
作祭司不光要「分別為聖」，還要接受多年的訓練，並要學習認識 神；要

能聽見 神的聲音，能看見 神的榮光和作為，並要接受祂真理的啟示。基督徒
信主後，就要學習進入曠野中的操練，要能吃嗎哪（聽 神的話）；跑道路（走
生命的路）；遵守 神一切的律例、典章、法度；然後還要學習建造會幕，都要
按照 神所吩咐的去做，不能有一點錯，要特別謹慎，因爲這些都是天上事的形
狀和影像（希 8:5）。 

 
現今的教會在 神面前太隨便，不查考聖經，在事奉的事上亂來。我們要知

道 神乃是烈火，凡不敬虔、不遵守 神的話，都要被擊殺或者倒斃曠野。許多
人只看見 神的恩慈與慈愛，卻沒有看見 神的嚴厲與公義。當我們還作孩子的
時候，神不會太要求，但生命長大了以後就必須接受嚴格的訓練；要經歷水

（洗）、油（受膏）、血（潔淨）、火（試煉）。生命要聖潔，生活要潔淨（自

潔），還要學習「愛」（帖前 3:12-13）直達到「無可責備」的地步。 
 
舊約前六卷書的主題，就是 神訓練兒子們的步驟： 

1. 《創世記》 – 蒙揀選 
2. 《出埃及記》 – 被拯救 
3. 《利未記》 – 成聖潔 
4. 《民數記》 – 跑道路 
5. 《申命記》 – 守愛律 
6. 《約書亞記》 – 得基業 

 
在 神領祂的兒女們進迦南地得基業前，祂要先操練這些兒女，給他們立規

矩（律例典章法度），讓摩西所行的，都是要「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當他們

這樣行，神的榮光就充滿會幕，神就與他們同在。最重要的是他們頭上要帶冠

冕，並刻上「歸耶和華為聖」的大字（出 28:36），代表一切的思想都要歸 神為
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