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埃及紀第六講：會幕的異像 
（出埃及記 25：1 – 31：18） 

 

李君山弟兄 5/25/2019 

1. 讀經： 

a.出埃及記 25:1-9, 38:25-28；  

b.希伯來書 9：1-5。 
 

2. 什麽是會幕？ 

a.會幕乃是神的帳幕在人間； 

b.會幕預表基督，也是預表教會； 

c.會幕乃是神在曠野的居所(曠野的教會)； 

d.會幕是神的家，神的安息之所； 

e.會幕是神與人相會、交通、並神向人施恩的地方； 

f.會幕與聖殿和新耶路撒冷都是有關聯的； 

g.會幕是神兒女生活、工作、事奉、敬拜的中心； 

h.會幕與神永遠的旨意息息相關。 
 

3. 會幕啓示的特徵： 

a.出於神； 

b.是聖潔的、神聖的； 

c.乃是山上的樣式（天上的影像）； 

d.預表活的基督和教會； 

e.對會幕的材料、尺寸、顔色、構造，神都有具體、

詳細、全面的指示； 

f.三重結構啓示出靈、魂、體全備的救恩； 

g.神也部分啓示了會幕建造圖畫的屬靈意義。 



4. 建造會幕的材料（出埃及記 25:1-9） 

a.建造會幕的一切材料都是預表基督（希伯來書 9：

1-5）； 

b.建造會幕的一切材料都是神賜予祂百姓，而又從神

的百姓甘心樂意的奉獻而來。 

 

5. 建造會幕的材料的屬靈含義： 

 

次序 材料 屬靈意義 

1 金 神的性情 

2 銀 基督的救贖 

3 銅 神的審判 

4 藍色線 基督屬天的性情 

5 紫色線 基督王者的性情 

6 朱紅色線 預表基督的贖罪寶血 

7 細麻 預表基督的聖潔 

8 山羊毛 預表基督的聖潔 

9 染紅的公羊皮 預表基督的贖罪寶血 

10 海狗皮 預表基督道成肉身 

11 皂莢木 預表基督道成肉身 

12 點燈的油 預表聖靈 

13 做膏油和香的香料 預表基督馨香之氣 

14 紅瑪瑙、別樣的寶石 預表聖靈的工作 

 



6. 山上的樣式（會幕的藍圖）： 

器皿 細節 屬靈

意義 

1.約櫃： 

 
 
出埃及記 25：10-22 

1. 材料：皂莢木，精金； 

2. 尺寸：長二肘，寬一肘，

高一肘半； 

3. 美化：加金牙邊； 

4. 包裹：皂莢木裏外、表面

都包上精金； 

5. 移動：四個金環，兩根包

金的皂莢木杠； 

6. 附件 1：其中放兩塊法

版； 

7. 附件 2：精金施恩座，長

二肘，寬一肘； 

8. 附件 3：兩頭各放置一個

精金的基路伯。 

神的

同

在；

神與

祂百

姓説

話交

通的

地

方。 

2.陳設餅的桌子: 

 
 
出埃及記 25：23-30 

1. 材料：皂莢木，精金； 

2. 尺寸：長二肘，寬一肘，

高一肘半； 

3. 美化：加金牙邊； 

4. 包裹：皂莢木裏外、表面

都包上精金； 

5. 移動：四個金環，兩根包

金的皂莢木杠； 

6. 附件 1：桌子的四圍各做

一掌寬的橫梁； 

7. 附件 2：桌子上的盤子、

調羹，並奠酒的爵和瓶,用

精金製作； 

基督

是我

們生

命的

糧，

我們

也當

把我

們的

身體

獻給

神，

當作



8. 附件 3：在桌子上，在神

面前，常擺陳設餅。 

活

祭。 

 

3. 金燈臺 

 
 
出埃及記 25：31-39 

1. 材料：精金； 

2. 尺寸：不詳； 

3. 美化：形狀像杏花，有

球，有花； 

4. 作法:接連一塊錘出來; 

5. 重量：做燈臺和其附件要

用精金一他連得； 

6. 用途：祭司要點這燈，使

燈光對照。 

7. 附件 1：燈臺的蠟剪和蠟

花盤也是要精金的。 

基督

是我

們的

光；

教會

是基

督的

見

證。 

 

4. 會幕的幔子 

 
 
出埃及記 26：1-14 

最裏面的幔子： 

1. 材料：撚的細麻和藍色、

紫色、朱紅色線； 

2. 尺寸：28 肘 x 4肘 ； 

3. 數目：10 幅； 

4. 美化：用巧匠的手工繡上

基路伯； 

5. 作法: 五幅相連; 

6. 附件 1：在相連的幔子上

各做五十個鈕扣，都要兩

兩相對。又做五十個金

鉤，用鉤使幔子相連。 

 

山羊毛罩棚幔子： 

1. 材料：山羊毛； 

2. 尺寸：30 肘 x 4肘 ； 

3. 數目：11 幅； 

基督

是我

們的

公

義、

聖

潔、

救贖 

 



4. 作法: 五幅相連, 六幅相

連; 

5. 附件 1：在每個相連的幔

子末幅邊上要做五十個鈕

扣，又做五十個銅鉤，鉤

在鈕扣中，使罩棚連成一

個。 

6. 附件 2：又要用染紅的公

羊皮做罩棚的蓋； 

7. 附件 3：再用海狗皮做一

層罩棚上的頂蓋。 

5．至聖所與聖所

的藍圖： 

 
 
出埃及記 26：15-37 

至聖所與聖所的包金木結構： 

1. 材料：皂莢木，精金，

銀； 

2. 尺寸：10 X 1.5肘； 

3. 數目： 

a. 南面和北面：20，帶卯

的銀座：40個； 

b. 後面（西面）：6+2

（拐角），帶卯的銀

座：16 個 

4. 包裹：皂莢木裏外、表面

都包上精金； 

5. 附件 1：閂：5個，金環； 

至聖所與聖所的幔子： 

1. 材料：藍色、紫色、朱紅

色線, 和撚的細麻，皂莢

木，精金，銀; 

2. 尺寸：不詳； 

3. 美化：用巧匠的手工繡上

基路伯； 

至聖

所乃

我們

的

靈，

是神

的居

所，

聖所

乃是

我們

的魂

生命

所在

之

處。 



4. 包裹：皂莢木裏外、表面

都包上精金； 

5. 附件 1：包金的柱子：4

根，帶卯的銀座：4 個； 

6. 附件 2：柱子上的金鈎。 

聖所的門簾： 

1. 材料：藍色、紫色、朱紅

色線, 和撚的細麻，皂莢

木，金、銅; 

2. 尺寸：不詳； 

3. 美化：用綉花的手工； 

4. 包裹：皂莢木裏外、表面

都包上精金； 

5. 附件 1：包金的柱子：5

根，帶卯的銅座：5 個； 

6. 附件 2：柱子上的金鈎。 

6.祭壇： 

 
 
出埃及記 27：1-8 

1. 材料：皂莢木，銅； 

2. 尺寸：5 x 5 x 3(高)肘； 

3. 美化：4拐角作 4 個角； 

4. 包裹：皂莢木裏外、表面

都包上銅； 

5. 移動：四銅金環，兩根包

銅的皂莢木杠； 

6. 附件 1：要做盆，收去壇

上的灰，又做鏟子、盤

子、肉鍤子、火鼎；壇上

一切的器具都用銅做。要

為壇做一個銅網，在網的

四角上做四個銅環； 

7. 附件 2：又要用皂莢木為

壇做槓，用銅包裹。 

基督

的十

字架 

 



7.外院： 

 
 
出埃及記 27：9-19 

外院的帷子： 

6. 材料：撚的細麻，皂莢

木，精金，銀，銅； 

7. 尺寸：100 （長）x 50 

（寬） x 5 (高)肘； 

8. 數目： 

a. 南面和北面：帷子的柱

子 20 根，帶卯的銅

座：20 個； 

b. 後面（西面）：帷子的

柱子 10根，帶卯的銅

座：10 個； 

c. 東面：門這邊的帷子要

15 肘，柱子 3 根，帶卯

的座 3個。門那邊的帷

子 15 肘，柱子 3根，

帶卯的座 3個。 

9. 門簾：院子的門簾，長 20

肘，要拿藍色、紫色、朱

紅色線，和撚的細麻，用

繡花的手工織成，柱子 4

根，帶卯的座 4個。 

10. 附件 1：院子四圍一切的

柱子要用銀杆連絡，柱子

上的鉤子要用銀做，帶卯

的座要用銅做。並帳幕一

切的橛子，和院子裡一切

的橛子，都要用銅做。 

十字

架的

救贖 

8. 燃燈的條例 
 

出埃及記 27：20-21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為點

燈搗成的清橄欖油拿來給你，

使燈常常點著。在會幕中法櫃

基督

的見

證 



前的幔外，亞倫和他的兒子，

從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華面

前經理這燈。這要作以色列人

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9.祭司： 

 
 
出埃及記 28：1-43 

大祭司的穿戴： 

1. 以弗得； 

2. 藍色的以弗得的外袍； 

3. 雜色細麻線織內袍； 

4. 用細麻布做冠冕； 

5. 用繡花的手工做腰帶。 

 

祭司的穿戴： 

1. 內袍、腰帶、裹頭巾； 

2. 又要膏他們，將他們分別為

聖，好給我供祭司的職分。 

3. 要給他們做細麻布褲子，遮

掩下體；褲子當從腰達到大

腿。 

 

基督

是我

們慈

悲忠

信的

大祭

司。 

 



胸牌： 

 
 

9. 大祭司和祭司

受膏 

 
出埃及記 29：1-46 

大祭司受膏: 

1.用水洗身; 

 

2.亞倫穿上內袍和以弗得的外

袍，並以弗得，又帶上胸

牌，束上以弗得巧工織的帶

子; 

3.把冠冕戴在他頭上，將聖冠

加在冠冕上; 

4.就把膏油倒在他頭上膏他； 

5.要叫他的兒子來，給他們穿

上內袍； 

6.給亞倫和他兒子束上腰帶，

包上裹頭巾； 

7.獻上公牛犢為贖罪祭； 

8.獻公綿羊燔祭； 

基督

是我

們慈

悲忠

信的

大祭

司。 

 



9.獻另一隻公綿羊為承接聖

職； 

10. 承接聖職食物的條例； 

11. 承接聖職的禮七天； 

12. 你每天所要獻在壇上的就

是兩隻一歲的羊羔； 與羊羔

同獻上的要用細麵伊法十分

之一與搗成的油一欣四分之

一調和，又用酒一欣四分之

一作為奠祭。作為獻給耶和

華馨香的火祭。 

11. 燒香的壇 
 
出埃及記 30：1-10 

 
1. 材料：皂莢木，精金； 

2. 尺寸：這壇要四方的，長

一肘，寬一肘，高二肘； 

3. 四角：壇的四角要與壇接

連一塊。 

4. 包裹：要用精金把壇的上

面與壇的四圍，並壇的四

角包裹； 

5. 美化：又要在壇的四圍鑲

上金牙邊。 

6. 移動：要做兩個金環安在

牙子邊以下，在壇的兩

旁，兩根橫撐上，作為穿

基督

是我

們偉

大的

代禱

者。 



槓的用處，以便擡壇。要

用皂莢木做槓，用金包

裹。 

7. 位置：要把壇放在法櫃前

的幔子外，對著法櫃上的

施恩座，就是我要與你相

會的地方。 

8. 打理：亞倫在壇上要燒馨

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

拾燈的時候，要燒這香。

黃昏點燈的時候，他要在

耶和華面前燒這香，作為

世世代代常燒的香。 

9. 禁止事項：在這壇上不可

奉上異樣的香，不可獻燔

祭、素祭，也不可澆上奠

祭。 

10. 定例：亞倫一年一次要在

壇的角上行贖罪之禮。他

一年一次要用贖罪祭牲的

血在壇上行贖罪之禮，作

為世世代代的定例。這壇

在耶和華面前為至聖。 

12. 贖罪銀 
 

出埃及記 30：12-16 

每人半舍客勒 基督

是我

們的

救贖 

13. 銅洗濯盆 1. 材料：你要用銅做洗濯盆

和盆座，以便洗濯。 

2. 位置：要將盆放在會幕和

壇的中間，在盆裡盛水。 

基督

的話

和基

督寶



 
 

出埃及記 30：18-21 

3. 功用：亞倫和他的兒子要

在這盆裡洗手洗腳。 

4. 目的：他們進會幕，或是

就近壇前供職給耶和華獻

火祭的時候，必用水洗

濯，免得死亡。他們洗手

洗腳就免得死亡。這要作

亞倫和他後裔世世代代永

遠的定例。 

血的

功用 

14. 製作聖膏油 
 

出埃及記 30：23-33 

1. 材料：你要取上品的香

料，就是流質的沒藥五百

舍客勒，香肉桂一半，就

是二百五十舍客勒，菖蒲

二百五十舍客勒，桂皮五

百舍客勒，都按著聖所的

平，又取橄欖油一欣。 

2. 作法：按做香之法調和做

成聖膏油。 

3. 用途：要用這膏油抹會幕

和法櫃，桌子與桌子的一

切器具，燈臺和燈臺的器

具，並香壇、燔祭壇，和

壇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

盆座。要使這些物成為

聖，好成為至聖；凡挨著

的都成為聖。要膏亞倫和

他的兒子，使他們成為

聖，可以給我供祭司的職

分。 

4. 禁忌：你要對以色列人

說：這油，我要世世代代

聖靈

的工

作 



以為聖膏油。不可倒在別

人的身上，也不可按這調

和之法做與此相似的。這

膏油是聖的，你們也要以

為聖。凡調和與此相似

的，或將這膏膏在別人身

上的，這人要從民中剪

除。 

15. 製作香料 
 

出埃及記 30：34-38 

1. 材料：你要取馨香的香

料，就是拿他弗、施喜

列、喜利比拿；這馨香的

香料和淨乳香各樣要一般

大的分量。 

2. 作法：你要用這些加上

鹽，按做香之法做成清淨

聖潔的香。 

3. 位置：這香要取點搗得極

細，放在會幕內、法櫃

前，我要在那裡與你相

會。你們要以這香為至

聖。 

4. 警告：你們不可按這調和

之法為自己做香；要以這

香為聖，歸耶和華。凡做

香和這香一樣，為要聞香

味的，這人要從民中剪

除。 

基督

在天

上為

我們

代

禱。 

16. 會幕建造之巧

匠 
 

猶大支派中的巧匠比撒列： 

1. 呼召：看哪，猶大支派

中，戶珥的孫子、烏利的

聖靈

乃是

建造

教會



出埃及記 31：1-11 兒子比撒列，我已經提他

的名召他。 

2. 賜智慧：我也以我的靈充

滿了他，使他有智慧，有

聰明，有知識，能做各樣

的工，能想出巧工，用

金、銀、銅製造各物，又

能刻寶石，可以鑲嵌，能

雕刻木頭，能做各樣的

工。 

巧匠的同工： 

1. 亞何利亞伯：我分派但支

派中、亞希撒抹的兒子亞

何利亞伯與他同工。 

2. 眾同工：凡心裡有智慧

的，我更使他們有智慧，

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 

的巧

匠。 

17. 重申安息日之

重要性 
 

出埃及記 31：12-17 

1. 守主的安息日：你要吩咐

以色列人說：你們務要守

我的安息日；因為這是你

我之間世世代代的證據，

使你們知道我─耶和華是

叫你們成為聖的。 

2. 定爲聖日，不可干犯：所

以你們要守安息日，以為

聖日。凡干犯這日的，必

要把他治死；凡在這日做

工的，必從民中剪除。六

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

息聖日，是向耶和華守為

主基

督是

我們

的安

息。 



聖的。凡在安息日做工

的，必要把他治死。 

3. 為永遠的約：故此，以色

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

為永遠的約。 

4. 永遠的證據：這是我和以

色列人永遠的證據；因為

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

第七日便安息舒暢。 

 

~附圖見後 

附圖 1: 約櫃 (出埃及記 25：10-22)： 

      



2.陳設餅的桌子(出埃及記 25：23-30)： 

 

 

 

 

 

 

 



3. 金燈臺(出埃及記 25：31-39)： 

 

 

 

 

 

 

 



4. 會幕的幔子(出埃及記 26：1-14)： 

 

 

 

 

 

 

 

 



5. 聖所的結構(出埃及記 26：15-37)： 

 

 

 

 

 

 



6. 祭壇(出埃及記 27：1-8)： 

 

 

 

 

 

 

 

 

 

 



7. 外院(出埃及記 27：9-19)： 

 

 

 

 

 

 

 

 



8. 祭司的穿戴(出埃及記 28：1-43)： 
 

 



9. 燒香的壇(出埃及記 30：1-10)： 
 

 

 

10. 銅洗濯盆(出埃及記 30：1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