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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幕會幕
頒布十誡以後，以色列人繼續要來建造會幕。

從西奈山前往應許之地，要經過一個過程，

過程中，要有一個敬拜上帝的地方，

上帝賜給他們一個敬拜上帝的方式 ─會幕。

二十五到三十一章 ─ 建造會幕的藍圖

三十二到三十四章 ─ 金牛犢事件

甚至可能不能建造會幕、民族被滅絕

摩西的代禱讓以色列百姓化險為夷

三十五章開始 ─ 重新開始建造會幕

四十章 ─ 工程完成、舉行奉獻之禮禮

耶和華的榮光充滿在會幕

繼續向應許之地的旅程

‧西奈山與會幕‧會幕名稱 ‧會幕建造 ‧會幕次序 ‧聖經中的聖所

西奈山 內層 中層 外層

在山頂上，只有摩西一個人，

上帝用雲彩把山頂圍繞起來，

在雲彩中向摩西顯現，

啟示建造會幕的藍圖

講到其他律法的規定

西奈山─ 暫時的聖所，會幕─ 移動移動的的聖所聖所。。

以色列人從埃及出來，走過曠野來到西奈山，

中間最重要就是來朝見神、敬拜耶和華，

然後從耶和華領受十誡跟律法，跟上帝立約。

‧西奈山與會幕‧會幕名稱 ‧會幕建造 ‧會幕次序 ‧聖經中的聖所

西奈山 中層

摩西帶領以色列七十個長老，

亞倫、他的兒子 ─ 大祭司，

進到半山腰來朝見神。

外層

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

築一個祭壇，

代表上帝
立十二根石柱，

代表以色列十二個部族、十二個支派

他們一起在那個地方獻祭、親近神。

─半山腰

─山腳下



‧西奈山與會幕‧會幕名稱 ‧會幕建造 ‧會幕次序 ‧聖經中的聖所

會幕─ 移動的聖所

西奈山就在一個地方，不能夠搬走；

以色列人繼續往應許之地前進的時候，

一路上需要一個敬拜上帝的中心 ─會幕。

內層

只有摩西經常可以進去朝見神、領受啟示

大祭司亞倫，一年一次在贖罪日進到裡邊去

─至聖所

內層 中層

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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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層 ─聖所中層

有金燈台、陳設餅桌 (供桌) 、
金香壇，

祭司當值的時候，

可以進到聖所來事奉

金燈台

陳設餅桌

香壇

外層 ─院子
有祭壇、洗濯盆

利未人可以在這個地方參與事奉

百姓如果有獻祭，可以進到院子裡

祭司每天早、晚，各在祭壇獻一隻燔祭，

代表百姓每天更新對上帝的奉獻，

把自己完完全全獻給神

會幕是移動的聖所，他們在那個地方來敬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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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幕上有雲柱

會幕裡有耶和華的榮光彰顯

以色列人就是以雲柱、火柱作引導的記號，

雲柱、火柱起來了，

祭司跟利未人就要把會幕拆掉、搬運，

跟著雲柱、火柱往前走

雲柱、火柱停下來，他們就在那個地方安營 ─

會幕在中間，十二個支派圍繞會幕安營。

會幕會幕變成他們敬拜上帝的中心，

不管什麼時候，

他們來奉獻給神 ─ 感恩、贖罪…
就到會幕祭壇來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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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幕─ 上帝與人約會的所在

這個「會」不是聚會的會，

像今天的教堂，很多人聚集來敬拜神

2. 帳篷─ 會幕的建築結構

以色列百姓都住在帳篷，

耶和華自己祂也願意用會幕 ─ 帳篷帳篷，

跟以色列百姓來認同。

而是「約會」，

好像上帝跟以色列百姓

在指定的時間、指定的地點，

跟他們見面、向他們啟示

會幕是上帝啟示給人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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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帳篷─ 會幕的建築結構

不管裡面裝飾得多麼金碧輝煌，終究隨時準備搬遷。

阿拉伯一帶貝都因人，

就是住在帳篷的裡面

中國北邊蒙古人住蒙古包，

什麼時候牧人要把羊群遷移，

就把蒙古包拆掉、搬遷

會幕範圍也不是很大，

跟歐洲的大教堂作比較，

真是小巫見大巫。

會幕不過是一個帳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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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所─ 神跟人有區別

神是一位聖潔的神，

人不可以隨便進到上帝的面前。

4. 居所─ 神與人同在

「居」是一個暫時的居住，

新約 ─ 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上帝在我們中間搭一個帳篷，

暫時住在我們這裡

古時候的君王到外地去，

在路上駐地的所在、臨時的行宮

上帝在地上，會幕就是祂臨時居住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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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在西奈山上面上帝指示給摩西的，

簡單稱作「山上的樣式」，

是根據天上的聖所啟示給摩西的。

建造會幕的材料，是以色列民平常生活家用的東西，

都是以色列百姓、官長或是其他的人，

心裡面受到感動，

就願意奉獻讓上帝來使用。

建造會幕的工匠 ─ 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

做會幕的技藝，都是他們原本最拿手的工作，

他們不藏私，當神的工作有需要的時候，

就把它完全拿出來，獻給神、讓神來使用。

猶大支派 但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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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面進到裡面，從幾個角度來看；也有人帶出屬靈的教訓。

會幕的院子

祭壇 ─

代表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贖，

祂為我們捨身、流血

洗濯盆 ─ 代表人在上帝面前聖潔的事奉

提醒祭司每一次進到聖殿、會幕來事奉，

都要優先到洗濯盆把手、腳洗乾淨

得救的層面

提醒這是一個聖潔的事奉，

每一次進到上帝的面前，應當先手潔心清，

讓上帝樂意接納我們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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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幕的聖所

金燈台 ─

我們得到上帝的光照

基督徒在世界上，好像明光照耀，

為上帝來作一個見證

事奉的層面

陳設餅桌、供桌 ─

上帝是我們的靈糧、我們的供應

教會也應當供應世界所需要的糧食

金香壇 ─

用一個碗，裡面盛著香，

燒香來獻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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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壇 ─

這香是特別配製，單單用來獻給神的；

獻給神之前，香要搗得很細；

提醒基督徒在神面前的禱告，

也應該是長、久、細、重，

才能夠真正的禱告周全，讓上帝垂聽我們的禱告。

路一5-10 當猶太王希律的時候，亞比雅班裡有一個祭司，

名叫撒迦利亞，照祭司的規矩掣籤，得進主殿燒香。

燒香的時候，眾百姓在外面禱告。

啟五8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

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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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幕的至聖所

約櫃 ─

裡面放著兩塊石版、

上面有上帝寫的十誡

代表上帝永遠不會改變的約

與神的靈交

施恩座 ─ 上帝樂意與人交通、交流

大祭司每年一次進到施恩座前，

來瞻仰上帝的榮耀

基路伯 ─ 讚美的意思

親近神最主要目的 ─

就是要來讚美神、瞻仰祂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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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神學─

會幕進入的次序，代表人進到上帝面前一個客觀的路。

院子

聖所

至聖所

感謝上帝在我們身上

拯救的恩典、潔淨罪惡。

進到事奉的裡面，

領受上帝的光照、供應

在上帝面前執行代禱的職分

不再為自己、也不再為別人，

單單要來瞻仰神的榮耀，

這是我們最盼望、最喜悅的。



‧西奈山與會幕 ‧會幕名稱 ‧會幕建造 ‧會幕次序‧聖經中的聖所

第一個 ─伊甸園
上帝揀選第一個人類亞當為大祭司

第二個 ─西奈山，暫時的聖所

以色列人從埃及出來得拯救，

敬拜神、領受十誡、律法

建造會幕，移動的聖所

按照上帝在西奈山指示的樣式

聖殿在耶路撒冷建造，固定的聖所

以西結書重建 ─靈化的聖所。

這個聖所是空的…
耶和華的榮耀重新回到這裡，

是一個靈化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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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所是神與人同在的標誌，

聖所是我們敬拜上帝的中心。

耶穌基督─ 降世的聖所

來到地上，讓我們從祂身上認識神的救恩

今天的教會─ 聖靈居住的所在

我們的身體─ 聖靈居住的所在

我們更加等候啟示錄最後講到，

神的帳幕降臨到人間，

永永遠遠與神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