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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幕 ִמְׁש כָ ן (miškān)   tabernacle

神在以色列民中的居所

引言引言



23 “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

 
一肘半. 24 要包上精金，四围镶上金牙边. 25 桌子的

 
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著金牙边. 26 要

 
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脚上

 
的四角.27 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

 
子. 28 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

 
子. 29 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

 
瓶；这都要用精金制作. 30 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

 
前，常摆陈设饼.”



31 “要用精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

 
都要接连一块锤出来.32 灯台两旁要杈出六个枝子：这

 
旁三个，那旁三个.33 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

 
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

 
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杈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  
34 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35 灯台每

 
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

 
都是如此.36 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精金锤出

 
来的.37 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

 
照.38 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精金的.39 做灯台和这

 
一切的器具要用精金一他连得.40 要谨慎做这些物件，

 
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01-18章

 

以色列民离埃及、过红海、到达西奈山

19-20章

 

耶和华神在西奈山向以色列民颁布“十诫”
21-23章

 

律例典章 — 约书

24章

 

立约典礼

25-31章

 

建造会幕的命令、规格和样式

经文回顾经文回顾



皂荚木做的柜子，外面包精金，上面的盖子是纯金的，

 

盖子两端有用金子锤出来的基路伯，就是天使护卫．约

 

柜的四脚的金环中穿着杠子．柜子里放两块法版，即神

 

赐下的十诫，还有装着吗哪的金罐和亚伦的杖．

经文释义经文释义

 

–– 约柜约柜



经文释义经文释义

 

–– 皂迦木皂迦木



经文释义经文释义

 

–– 爵爵 （酒具）（酒具）

出土于河南

 
省偃师县的

 
二里头文化

 
遗址的乳丁

 
纹爵，中国

 
最早的青铜

 
酒具



经文释义经文释义

 

–– 圣桌与陈设饼圣桌与陈设饼



经文释义经文释义

 

–– 金灯台金灯台



经文释义经文释义

 

–– 金灯台金灯台

根据撒迦利亚书４章2-3 



经文释义经文释义

 

–– 会幕会幕



一一. . 来近生命树－承受主的恩典来近生命树－承受主的恩典
•• 金灯台上，蓓蕾花朵，创造之神赐下二次机会金灯台上，蓓蕾花朵，创造之神赐下二次机会
•• 陈设桌旁，饼酒乳香，蒙恩之人奠祭永世食粮陈设桌旁，饼酒乳香，蒙恩之人奠祭永世食粮

23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

 

半。24要包上精金，四围镶上金牙边。… 30又要在桌子

 

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 31要用精金做一个灯

 

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锤出来。

 

32灯台两旁要杈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33 
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

 

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杈出

 

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



二二. . 来见真理光－明白主的心意来见真理光－明白主的心意
•• 远离上帝，一生辉煌终归无有远离上帝，一生辉煌终归无有
•• 进入真理，全靠耶稣方得救赎进入真理，全靠耶稣方得救赎

耶稣道成肉身为粮耶稣道成肉身为粮
耶稣道成肉身为祭耶稣道成肉身为祭
耶稣道成肉身为殿耶稣道成肉身为殿
耶稣道成肉身为经耶稣道成肉身为经

37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



三三 来走奉献路－参与主的工作来走奉献路－参与主的工作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

 

清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著。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

 

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作

 

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精金

 

灯台上的灯。」「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每饼用面

 

伊法十分之二。要把饼摆列两行（或作：摞；下同），每

 

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精金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

 

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

 

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作永远的约。这饼

 

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

 

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利24:1-9)



三三 来走奉献路－参与主的工作来走奉献路－参与主的工作
••简朴生活简朴生活

 

—— 律己奉献，与世界分别律己奉献，与世界分别
••殷勤作工殷勤作工

 

—— 顺服谨慎，同基督合一顺服谨慎，同基督合一

30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 37要做灯

 

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40要谨慎

 

做这些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三三 来走奉献路－参与主的工作来走奉献路－参与主的工作
••简朴生活简朴生活

 

—— 律己奉献，与世界分别律己奉献，与世界分别
••殷勤作工殷勤作工

 

—— 顺服谨慎，同基督合一顺服谨慎，同基督合一

美国姑娘田妮美国姑娘田妮••费费 Tami FiskTami Fisk，在，在

 

四川大凉山山高林深、荒僻落后四川大凉山山高林深、荒僻落后

 

的彝族地区医疗宣教。的彝族地区医疗宣教。

王妃戴安娜的脸容王妃戴安娜的脸容
修女特蕾萨的心肠修女特蕾萨的心肠



三三 来走奉献路－参与主的工作来走奉献路－参与主的工作
••简朴生活简朴生活

 

—— 律己奉献，与世界分别律己奉献，与世界分别
••殷勤作工殷勤作工

 

—— 顺服谨慎，同基督合一顺服谨慎，同基督合一

向向

 

中中

 

国国

 

同同

 

事事

 

告告

 

别别



三三 来走奉献路－参与主的工作来走奉献路－参与主的工作
••简朴生活简朴生活

 

—— 律己奉献，与世界分别律己奉献，与世界分别
••殷勤作工殷勤作工

 

—— 顺服谨慎，同基督合一顺服谨慎，同基督合一

Today I am healed. Perhaps not the way you had hoped for, Today I am healed. Perhaps not the way you had hoped for, 
prayed for, waited forprayed for, waited for. . But IBut I’’m in a glorious new body, free of m in a glorious new body, free of 
pain, full of new strength. Free to run and dance in a place pain, full of new strength. Free to run and dance in a place 
where God himself wipes my tears away. Immersed in a love, where God himself wipes my tears away. Immersed in a love, 
joy, and peace that we have a mere taste of during our time joy, and peace that we have a mere taste of during our time 
on earth. In the presence of my Go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on earth. In the presence of my Go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who loves me more than His own life. Know that today I am who loves me more than His own life. Know that today I am 
healed.              healed.              --TamiTami



总结总结
耶稣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

 
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14:6））””三重呼三重呼

 
唤合成一个来自耶稣的呼召唤合成一个来自耶稣的呼召

 

—— 进入基督，回归进入基督，回归

 
天父，得着一切。天父，得着一切。

密室之中三重呼唤密室之中三重呼唤
一一. . 来近生命树－承受主的恩典来近生命树－承受主的恩典
二二. . 来见真理光－明白主的心意来见真理光－明白主的心意
三三. . 来走奉献路－参与主的工作来走奉献路－参与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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