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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
人生就像乘坐北京地铁一号线人生就像乘坐北京地铁一号线??

北京地铁一号线北京地铁一号线



经文回顾经文回顾
••逾越节逾越节(12)(12)
•• 过红海过红海(14)(14)

•• 玛拉苦水玛拉苦水(15)(15)
•• 以琳甘泉以琳甘泉(15)(15)

•• 天降吗哪天降吗哪(16)(16)
•• 磐石出水磐石出水(17)(17)

•• 利非订大战亚玛力利非订大战亚玛力(17)(17)
•• 西奈山朝见耶和华西奈山朝见耶和华(19)(19)

…… ……



40:1耶和华晓谕摩西说：2「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3 
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4把桌子搬进去，摆

 
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5把烧香的金坛

 
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6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7 
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8又在四围立

 
院帷，把院子的门帘挂上。9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

 
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10又要抹燔祭坛

 
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11要抹洗濯盆和盆

 
座，使盆成圣。12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

 
身。13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

 
祭司的职分；14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15怎

 
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

 
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



经文概览与诠释经文概览与诠释
内容内容 神的吩咐神的吩咐(25(25--31)31) 人的执行人的执行(35(35--39)39)

准备材料准备材料 25:125:1--99 35:435:4--99

((要造的部件要造的部件)) 35:1035:10--1919

((百姓的奉献百姓的奉献)) 35:2035:20--2929

拣选工匠拣选工匠 31:131:1--1111 35:3035:30--36:136:1

((奉献极充足奉献极充足)) 36:236:2--77

造帐幔造帐幔 26:126:1--1414 36:836:8--1919

造幕板造幕板 26:1526:15--3030 36:2036:20--3434

造幔子造幔子//门帘门帘//柱子柱子 26:3126:31--3737 36:3536:35--3838

造约柜造约柜 25:1025:10--2121 37:137:1--99

造供桌造供桌 25:2325:23--3030 37:1037:10--1616

造灯台造灯台 25:3125:31--4040 37:1737:17--2424

造香坛造香坛 30:130:1--1010 37:2537:25--2929

造祭坛造祭坛 27:127:1--88 38:138:1--77

造铜盆造铜盆 30:1730:17--2121 38:838:8

立院子立院子 27:927:9--1919 38:938:9--2020

((奉献金银铜的数量奉献金银铜的数量)) 38:2138:21--3131

圣衣与以弗得圣衣与以弗得 28:128:1--1414 39:139:1--77

造胸牌造胸牌 28:1528:15--3030 39:839:8--2121

作外袍作外袍 28:3128:31--3535 39:2239:22--2626

作内袍作内袍 28:3928:39--4343 39:2739:27--2929

作冠牌作冠牌 28:3628:36--3838 39:3039:30--3131

((工程部件完成工程部件完成)) 39:3239:32--4343



经文概览与诠释经文概览与诠释



16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17第二年正

 
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18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

 
座，立上板，穿上闩，立起柱子。19在帐幕以上搭罩棚，

 
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0又把

 
法版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

 
21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

 
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2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

 
边，在幔子外。23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

 
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4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

 
边，与桌子相对，25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

 
咐他的。



26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27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

 
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8又挂上帐幕的门帘。

 
29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

 
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30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

 
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31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

 
在这盆里洗手洗脚。32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

 
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33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

 
院帷，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



经文概览与诠释经文概览与诠释
摩西吩咐摩西吩咐 11‐‐1515 摩西带领百姓行动摩西带领百姓行动 1616‐‐3333

11 立起帐幕立起帐幕 22 立帐幕立帐幕//安座安座//立板立板//穿闩穿闩//立柱立柱//搭罩棚搭罩棚

 

1717--1919

22 安放法柜安放法柜 33 法版入柜法版入柜//穿杠穿杠//安施恩座安施恩座//抬柜抬柜//挂幔挂幔

 

2020--2121

33 搬入桌子搬入桌子 44 桌子放北边桌子放北边//摆陈设饼在耶和华面前摆陈设饼在耶和华面前

 

2222--2323

44 摆好灯台摆好灯台 44 安灯台安灯台//点灯点灯

 

2424--2525

55 放正金坛放正金坛 55 安放金坛安放金坛//燃香燃香

 

2626--2727

66 安置燔祭坛安置燔祭坛 66 挂门帘挂门帘//安设燔祭坛安设燔祭坛//献祭献祭

 

2828--2929

77 安置洗濯盆安置洗濯盆 77 洗濯盆洗濯盆//清洁祭司清洁祭司

 

3030--3232



34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35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

 
光充满了帐幕。36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

 
程前往；37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程，直等到云彩

 
收上去。38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

 
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

 
样。



一一 完全完全奉献奉献 (35:4(35:4--2929))
•• 乐意的奉献乐意的奉献
•• 慷慨的奉献慷慨的奉献
•• 智慧的奉献智慧的奉献

35:435:4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凡乐意凡乐意

 

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1010「你们中间「你们中间

 

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1111就是帐幕和帐幕就是帐幕和帐幕

 

的罩棚的罩棚……」」2020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2121凡心里受感和甘心凡心里受感和甘心

 

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

 

以做圣衣。以做圣衣。2222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

 

前针、耳环（或作：鼻环）、打印的戒指，和手钏带来献给耶和前针、耳环（或作：鼻环）、打印的戒指，和手钏带来献给耶和

 

华。华。



二二 彻底顺服彻底顺服 (40:1(40:1--33)33)
•• 按照顺序即时执行按照顺序即时执行
•• 注重细节一丝不苟注重细节一丝不苟
•• 精心制作献上最好精心制作献上最好

40:140:1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22「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33把法柜把法柜

 

安放在里面，安放在里面，……」」1616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1717第第

 

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1818摩西立起帐幕，摩西立起帐幕，……是照耶和华是照耶和华

 

所吩咐他的。所吩咐他的。2020又把法版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又把法版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

 

安在柜上。安在柜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222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

 

2424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 2626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2929在在

 

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3333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帷，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帷，

 

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

部分的顺服就是不顺服

 

Partial obedience is disobedience
滞后的顺服就是不顺服

 

Delayed obedience is disobedience



三三 永远跟随永远跟随 (40:34(40:34--38)38)
•• 红海旷野西奈山，离苦役享安息彩云指路；红海旷野西奈山，离苦役享安息彩云指路；
•• 祭坛灯台施恩座，进圣所入永生救主同行。祭坛灯台施恩座，进圣所入永生救主同行。

3434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3535摩西不能摩西不能

 

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3636每每

 

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3737云彩若不收上去，云彩若不收上去，

 

他们就不起程，直等到云彩收上去。他们就不起程，直等到云彩收上去。3838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

 

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

 

上都是这样。上都是这样。



《《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十个神学主题的十个神学主题
1.1.掌管历史的神掌管历史的神 —— 一切都按神的计划成就（一切都按神的计划成就（12:4112:41）。）。
2.2.自有永有的神自有永有的神 —— 耶和华自存永存，为万物之本（耶和华自存永存，为万物之本（3:143:14--15, 6:315, 6:3）。）。
3.3.圣洁的神圣洁的神 —— 圣地（圣地（3:53:5）；圣洁（）；圣洁（19:6, 22:31, 30:519:6, 22:31, 30:5）。）。
4.4.纪念的神纪念的神 —— 纪念与列祖的约（纪念与列祖的约（2:24,6:52:24,6:5）；知道人的疾苦（）；知道人的疾苦（3:73:7）。）。
5.5.施行拯救的神施行拯救的神 —— 神亲自下来拯救（神亲自下来拯救（3:8,14:133:8,14:13--1414）。）。
6.6.审判的神审判的神 —— 对仇敌（对仇敌（14:2814:28--2929）；对悖逆的子民（）；对悖逆的子民（32:10,2832:10,28）。）。
7.7.怒气可以转离的神怒气可以转离的神 —— 代祷代祷(8:8);(8:8);赎罪祭赎罪祭(29:10(29:10--14)14)；赦免；赦免(32:30(32:30--34)34)。。
8.8.说话的神说话的神 —— 神向人说话神向人说话(3:4(3:4--22, 19:19, 20:18)22, 19:19, 20:18)。。
9.9.超越的神超越的神 —— 人不能见神的面（人不能见神的面（33:2033:20）；神荣光显现）；神荣光显现(16:10,24:17)(16:10,24:17)。。
10.10.与自己子民同住的神与自己子民同住的神 —— 神住在人中间神住在人中间(29:45)(29:45)；；舍舍吉拿吉拿(40:35)(40:35)。。



舍舍吉拿吉拿 Shekhinah --主题中的主题主题中的主题

希伯来原文：希伯来原文： ַׁשכן ַׁשכןָ ָ ((ššāākankan) ) dwell dwell ““住住””
会幕的同义词：会幕的同义词： ָמׁשכן ְ ָמׁשכןִ ְ ִ ((mimišškkāānn) ) tabernacletabernacle
希腊文帐棚：希腊文帐棚：

 

skeneskene

整本出埃及讲的都是神的救赎。整本出埃及讲的都是神的救赎。

神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回到神的圣所；神的子民跟随主，与神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回到神的圣所；神的子民跟随主，与

 

神同住就是神同住就是舍舍吉拿。吉拿。



““舍舍吉拿吉拿””（神人同住）对人的三重呼召（神人同住）对人的三重呼召
一一 完全完全奉献奉献 (35:4(35:4--2929))

•• 乐意的奉献乐意的奉献
•• 慷慨的奉献慷慨的奉献
•• 智慧的奉献智慧的奉献

二二 彻底顺服彻底顺服 (40:1(40:1--33)33)
•• 按照顺序即时执行按照顺序即时执行
•• 注重细节一丝不苟注重细节一丝不苟
•• 精心制作献上最好精心制作献上最好

三三 永远跟随永远跟随 (40:34(40:34--38)38)
•• 红海旷野西奈山，离苦役享安息彩云指路；红海旷野西奈山，离苦役享安息彩云指路；
•• 祭坛灯台施恩座，进圣所入永生救主同行。祭坛灯台施恩座，进圣所入永生救主同行。



结语结语 –– 会幕从七个方面启示耶稣会幕从七个方面启示耶稣

救恩的门救恩的门
赎罪的祭赎罪的祭

洁净的血

生命的粮生命的粮

真理的光真理的光

祷告的灵祷告的灵永生的主永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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