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埃及紀第七講：會幕的建造 
（出埃及記 32：1 – 40：33） 

 

李君山弟兄 6/1/2019 

1. 讀經： 

a.提摩太前書 3:15;以弗所書 1:23； 

b.馬太福音 16：18；哥林多前書 12：12； 

c.啓示錄 21：1-7； 

d.出埃及記 38:25-28；出埃及記 39:42-43。 
 

 

2. 會幕的建造乃是基於會幕的異像（藍圖）： 

a.會幕的建造是根據天上活的異像（山上的樣

式）； 

b.會幕的建造就是把基督的性情組織在我們裏面； 

c.會幕的建造乃是預表教會的建造； 

d.會幕的建造也是今天神建造教會的見證，神福音

和建造的工作一直在往前，直到神國的數目添滿； 

e.會幕的建造乃是在平安中的建造； 

f.會幕的建造成爲世上的燈臺 – 即“光”和

“鹽”的見證。會幕建成乃要成爲神與人相會、交

通、並神向人施恩的地方； 

g.會幕的建造乃是神兒女生活、工作、事奉、敬拜

的中心主題； 



h.會幕的建造乃是聖靈的指導下，在生命中彼此建

造、彼此配搭、彼此相愛、彼此扶持、彼此遮蓋、

完全合一成爲三一神的居所； 

i.會幕的建造與聖靈的工作、十字架破碎的工作密

不可分； 

j.會幕的建造是在光中建造、在生命中建造、在愛

中建造； 

k.會幕的建造是要把我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並完

全與祂相配，成爲基督的新婦； 

l.會幕的建造是要達到並成全神永遠的旨意。 
 

3. 會幕、聖殿、教會、新耶路撒冷建造之關

聯： 

a.會幕乃是預表曠野的教會，聖殿乃是預表新約的教

會，新耶路撒冷乃是永世的教會； 

b.會幕乃是在摩西的帶領下建造的； 

c.聖殿乃是在所羅門（按照大衛從神而得的聖殿的

樣式）的帶領下建造的； 

d.教會乃是從主耶穌基督的肋旁而生，是基督自己

藉著聖靈在建造祂的教會； 

e.新耶路撒冷聖城乃是由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4. 榮耀會幕（教會）的建造： 

a.六幅榮耀的圖畫（“全時間事奉主”的異像）： 

i. 家的建造： 

1.經文： 



a.這家就是永生 神的教會，真理的柱

石和根基（提摩太前書 3:15）。 

b.但基督為兒子，治理 神的家．我們

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希伯來書 3:6）。 

c.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 神的家（希伯

來書 10:21）。 

2.建造： 

a. 在主為元首的愛中建造； 

b. 在主的安息中建造； 

c. 在主的責任中建造； 

d. 在主生命的成長中建造； 

e. 在主的信心中建造； 

f. 在主的盼望中建造； 

g. 在與神及與人沒有間隔的交通中建

造； 

h. 在供應和支取中建造； 

i. 在合一與和平中建造； 

j. 在關懷中建造； 

k. 在管教中建造； 

l. 在神的性情中建造； 

m. 在真理裏建造； 

n. 在道路上建造； 

o. 在恩賜上建造； 

p. 在智慧上建造； 



q. 在對權柄與順服的學習中建造。 

ii. 身體的建造： 

1.經文： 

a.以弗所書 1:23 教會是  祂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b.以弗所書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

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c.以弗所書 4:16 全身都靠  祂聯絡

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

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

愛中建立自己。 

d.歌羅西書 1:24 現在我為你們受苦,

倒覺歡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

教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

缺欠。 

2.建造： 

a. 連於元首基督，長到滿有基督的生命

身量； 

b. 靠主聯絡，彼此配搭，彼此相助，便

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c. 在合一的生命的靈裏（同一個餅、同

一個杯裏）建造； 

d. 在不同的功用的彼此配搭裏共同建

造； 

e. 在同一個方向和目標裏建造； 



f. 在同一個異像裏建造。 

iii. 會幕的建造： 

1.完全根據山上的樣式（藍圖）建造； 

2.在甘心樂意的奉獻裏建造； 

3.在聖靈巧匠的帶領下建造； 

4.乃是全會衆參與的建造； 

5.在神啓示的次序裏建造； 

6.用神所揀選的材料建造； 

7.為討神的喜悅與神的同在和榮耀建造。 

iv. 聖殿的建造： 

1.根據神啓示大衛的藍圖建造； 

2.用神感動大衛和以色列民所奉獻的材料建

造； 

3.在所羅門 – 平安之王的時代建造； 

4.在巧匠的指導下建造； 

5.是為神的榮耀而造。 

v. 教會的建造： 

1.基督是教會的磐石與根基； 

2.聖靈是教會的建造者； 

3.教會是神從世界上召出來的會衆，是從基

督的肋旁而生，在世界上成爲基督的見證

人； 

4.十字架是神用來教會建造的惟一工具； 

5.教會最終要被建造成基督的新婦，基督的

配偶，成就神所定永遠的旨意。 



vi. 聖城新耶路撒冷的建造： 

1.這是神和基督為祂的兒女所預備的永遠的

家鄉； 

2.她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3.她所用的材料寶石、珍珠、與精金； 

4.神在那裏為我們預備了生命樹與生命河，

可以供應祂兒女一切的需要； 

5.在那裏，神的眾僕人都要事奉祂； 

6.在那裏，是神的帳幕在人間，神要與人同

住； 

7.在那裏，不再有死亡、悲哀、疼痛、疾

病； 

8.在那裏，不再有日月光照，海也不再有

了； 

9.在那裏，惟有神榮耀的光照，又有羔羊作

城的燈； 

10. 在那裏，我們將與基督一同作王，直

到永遠！ 
 

 

5. 會幕建造材料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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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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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會幕建造是根據山上的樣式(會幕的藍圖)： 

a.啓示次序: 

啓示次序 屬靈意義 

1.會幕材料的需要： 
出埃及記 25：1-9 

基督的性情 



2.約櫃： 

 
 
出埃及記 25：10-22 

神的同在；神與祂百姓説話交通的地

方。 

3.陳設餅的桌子: 

 
 
出埃及記 25：23-30 

基督是我們生命的糧，我們也當把我

們的身體獻給神，當作活祭。 

 

4. 金燈臺 

 
出埃及記 25：31-39 

基督是我們的光；教會是基督的見

證。 

 

5. 會幕的幔子 

 
 

基督是我們的公義、聖潔、救贖 

 



出埃及記 26：1-14 

6．至聖所與聖所的

藍圖： 

 
 
出埃及記 26：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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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祭壇： 

 
 
出埃及記 27：1-8 

基督的十字架 

 

8.外院： 

 
 
出埃及記 27：9-19 

十字架的救贖 

9.燃燈的條例 
 

出埃及記 27：20-21 

基督的見證 



10.祭司： 

 
 
出埃及記 28：1-43 

基督是我們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11.大祭司和祭司受

膏 

 
出埃及記 29：1-46 

基督是我們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12.燒香的壇 
 
出埃及記 30：1-10 

 

基督是我們偉大的代禱者。 

13.贖罪銀 
 

出埃及記 30：12-16 

基督是我們的救贖 

14.銅洗濯盆 基督的話和基督寶血的功用 



 
 

出埃及記 30：18-21 

15.製作聖膏油 
 

出埃及記 30：23-33 

聖靈的工作 

16.製作香料 
 

出埃及記 30：34-38 

基督在天上為我們代禱。 

17.會幕建造之巧匠 
 

出埃及記 31：1-11 

聖靈乃是建造教會的巧匠。 

18.重申安息日之重

要性 
 

出埃及記 31：12-17 

主基督是我們的安息。 

 

a. 會幕建造次序: 

建造次序 屬靈意義 

1.重申安息日之重要性 
出埃及記 35：1-3 

主基督是我們的安息。 

2.會幕材料的預備 

出埃及記 35：4-29 

基督的性情 

3.會幕建造巧匠的呼召 
出埃及記 35：30-35 

聖靈乃是建造教會的巧匠。 



出埃及記 36：1-7 

4. 織會幕的幔子 

 
 
出埃及記 36：8-19 

基督是我們的公義、聖潔、救

贖 

 

5．建造至聖所與聖所 

 
 
出埃及記 36：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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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造約櫃 

 
 
出埃及記 37：1-9 

神的同在；神與祂百姓説話交

通的地方。 

7. 造陳設餅的桌子 基督是我們生命的糧，我們也

當把我們的身體獻給神，當作

活祭。 

 



 
 
出埃及記 37：10-16 

8. 造金燈臺 

 
 
出埃及記 37：17-24 

基督是我們的光；教會是基督

的見證。 

 

9. 造燒香的壇 
 

 
出埃及記 37：25-28 

基督是我們偉大的代禱者。 

10.製作聖膏油和香料 
 

出埃及記 37：29 

聖靈的工作 

11. 造祭壇： 基督的十字架 

 



 
 
出埃及記 38：1-7 

12. 造銅洗濯盆 

 
 

出埃及記 38：8 

基督的話和基督寶血的功用 

13. 建造外院： 

 
 
出埃及記 38：9-20 

十字架的救贖 

14.贖罪銀 
 

出埃及記 38：25-28 

基督是我們的救贖 

15.作祭司的衣服： 基督是我們慈悲忠信的大祭

司。 

 



 
 
出埃及記 39：1-31 

16.大祭司和祭司受膏 

 
出埃及記 40：12-15 

基督是我們慈悲忠信的大祭

司。 

 

17.燃燈的條例 
 

出埃及記 40：4 

出埃及記 40：24-25 

基督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