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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救赎历史系列第七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的主

题是「神荣耀的居所」。 

 

请打开你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我希望我们能有多一点的时间，把出埃及记

与启示录的内容做个对照。这一堂课，我们要从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看到第四十章，在我

预备这一堂课的时候，圣灵引导我，要带领你来认识以色列人的会幕，我相信这一部份是

相当值得我们去认识的，特别是第三十三章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第二十五章读到

第四十章，当中会有二个主要的重点，放在第三十三章和第四十章。并且，基于这二个重

点，我们要来思考二个重要的问题，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针对整个教会，针对我们身为

神的百姓，身为在信心里连合的大家庭，我们应该作的思索，并且以祷告、颂赞和我们每

日的生活来回应神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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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渴望神的同在？」我们的教会，这个在信心里连

结的大家庭，是否真正渴望神的同在？在当今这个时代中，我们在事工上自创了一堆工具

和方法来运作教会，根本很少、不怎么寻求圣灵的帮助，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进行许多聚会

活动和培训课程，至于是否有神的同在或圣灵大能的浇灌，并不是那么的在意，这是相当

危险的。我们常用聚会的人数来自我催眠，认为聚会的人数多就表示会众的属灵生活都很

复兴，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必需问大家这个问题，我们真渴慕神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教

会当中吗？ 

 

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从第 1 节开始。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

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

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

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 

 

再跳到第 12 节， 

  

摩西回答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

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

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耶和华

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

们从这里领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

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啊！求祢帮助我们认真的思想这段话，帮助我们明白，唯恐我们的生命稍微离开祢

一步、或教会无视于祢同在的充满，那都会带来极大的危险。求神策动我们的心，让我们

从内心深处发出呼求，求祢显出祢的荣耀给我们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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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出埃及记读到，神将祂的百姓带离埃及，领他们过红海，到达西乃山，在那里敬拜

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着羔羊的血避免遭到屠杀，顺利的脱离那为奴之地，这牺牲的血

成就了神所立的约，然而，这立约的血仍未风干，怎奈到了第三十二章，百姓们转而跪拜

自己所造的金牛犊。于是，在接下来第三十三章，神来找摩西，对他说，「我已应许将迦

南地赐给你们，你们必要得着那地。」但是，神却在第 3 节丢下一颗震撼弹，祂接着说，

「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只有神的应许却没有神的同在，你要不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

候要很谨慎，这正是今日基督教里的新主张。「快来信基督就有赏赐，快来信基督就得赦

免，进天堂，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这些真是亵渎神的论调。你要知道，你来信基

督只为了一件事，就是得着上帝。 

 

神才是我们唯一的需要，我们真正需要的惟有祂。其他的任何祝福都是从神流出的，如果

你连神都不想要，就不可能上天堂！在第 3 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听到只有神的应许，却

没有神同在，会有多么惊慌；因此，当下摩西就对神说，「不，不可以，我们需要祢的同

在。」为什么？为什么摩西渴望神的同在？为什么我们也需要渴慕神的同在呢？ 

 

有四个理由。首先，因为我们有一个无法靠自己完成的任务。在第 12、13 节，你知道摩

西怎么说吗？「祢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祢要打发谁与我同

去。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摩西的意思是，「神啊，祢呼

召我去完成的任务，跟我所拥有的资源之间有巨大的差异。祢要我完成的事我做不到，除

非祢亲自带领我，我只认定祢，我一定要跟随祢。」 

 

神带领摩西完成任务，跟摩西自己去完成，这二者间有很大的落差。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

种体会？你是否也曾经觉得神呼召你去做的事情，绝非你能力所及？在基督徒的人生旅程

中，每一件事都是如此，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绝对没有一件事，在我们的生命中绝对没有

任何一件呼召，是我们用自己的资源就有办法达成的，每一件事，每一件事都需要神的同

在。 

 

我们所跟随的救主告诉我们，「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然而，飞奔在我们眼前的

美国梦却不断的告诉我们，「你看，你做得到的，善用你所有的资源，尽最大的努力，你

就能办到。」这并不是福音，福音铲除人能靠自己成就的思维。福音明明白白的告诉我

们，「我要过一种让神带领我、呼召我，靠祂成就一切的生活。」这不仅是个人应有的生

活态度，也是教会，是神的百姓应有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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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多年前我们教会的景况，有好多非常棒、满有恩赐、相当有才干的弟兄姐妹，又有很

多的资源，领受神相当丰富的恩典。当时我认为，教会如此复兴，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足以

撼动国度的全球性事工，要为神得荣耀。但很快的我就明白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完全不正

确，因为事实上，一切的事工不在乎我们多有恩赐、多有才干、多有资源和金钱，事实

上，一旦离了圣灵的大能，教会是毫无能力为神的荣耀去影响万国万民的。 

 

相反的，一个教会纵使只有极少数有才干的人，也不怎么有恩赐，资源亦相当匮乏，只因

完全俯伏在圣灵的权能下、倚靠祂的大能，却能震撼万国，使神大得荣耀。你愿意相信

吗？你相不相信，我们倚靠圣灵的大能在一个月内所能成就的事，一定远远超过我们用尽

自己一百年的心力所能做到的？ 

 

我们希不希望基督在我们的家中被高举？我们期不期待孩子蒸蒸日上得神的荣耀，婚姻和

谐幸福得神的荣耀呢？我们盼不盼望邻居也快来信基督？我们想不想得着世上四十五亿失

丧的灵魂，得着这些连基督之名听都没听过的百姓？我们期盼这些事能实现吗？如果是的

话，就必需渴慕神的同在，每一个受呼召的人，每一群被拣选的百姓都必需倚靠祂的同

在，因为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完成任务！ 

 

第二，不要抛弃神给我们的特权。来听听看摩西跟神之间的亲密对话，第 12 节，「你对

我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

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再回到第 7 节，在摩西搭建会幕之

前，我们可以一起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第 7 节写道，「摩西素常将帐棚支搭在营外，

离营却远，他称这帐棚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往下注意

了，第 8 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各人站在自己帐棚的门口，

望着摩西，直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

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各人在自己帐棚的门口下

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我们试着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当摩西走到营外的帐棚，你和成千上万的以色列百姓就都站

起来，各人站在自己帐棚的门口，望着摩西，所有人都看着他，直到他走进会幕为止。你

看到摩西进了会幕，立时有云飘过来，就停留在会幕门口，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敬畏站立，

因为知道摩西正在与神会面。 

 

好，我们待会就这一件事做进一步的说明，暂时把它搁在旧约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

们现在不用再聚在一起，只能看着某个人进到会幕里与神面对面。现在，你可以直接接近

神，你不但可以直接接近神，还不需要进到某个帐棚里，弟兄姐妹们，因为你就是帐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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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会幕，你，你自己就是。这肯定是旧约众圣徒相当羡慕，甚至想都无法想象的特

权，而你我却时时刻刻享有这样的机会。 

 

不要抛弃神给我们的特权！既然拥有如此荣耀的特权，我们怎么能这么忙呢？怎么容许自

己忙到把跟神的交通都给忽略了呢？塞缪尔．查威克说，「魔鬼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转移基

督徒的祷告。牠完全不害怕不祷告的事工、不祷告的读经和不祷告的宗教。不仅如此，牠

还嘲笑我们东奔西忙，牠藐视我们的智慧，把我们当作傻瓜。但是，一旦我们开始祷告，

魔鬼便开始惧怕。」 

 

神学家爱德华滋也说，「当神要在教会成就极大的作为时，会希望祂的儿女先摆上极大的

祷告代价。」我们绝不能忽略这个先决条件，祷告吧！祷告吧！与神同工，向神呼求，求

神的荣耀充满全地。不要抛弃神给我们的特权，不要忘了在神国度里的家人。 

 

第 14 节经文相当有趣，神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这里的「你」是单数，不是复

数，单指摩西而已。「摩西，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只有摩西才有的机会，

他可以走出会幕，不用再理那些成天发牢骚、抱怨不停的百姓，可以得意的跟他们说，

「神要带我一起去，你们都没望了！」不，摩西并没有这样做，他停在那里，来看第 15

节到第 16 节，他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

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注意这里，「我」和「你的百姓」？「岂不是

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摩西待在会幕里跟神说，「不，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摩西在教导我们什么呢？这不是个

人的事，我不能把神要给每个人的恩典带走，事实上，有史以来，神绝不会只救个人，祂

定意要得着的是整个民族，而我们是祂整个荣耀工作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不针

对个人，而要问所有的人，你们渴望祂的同在吗？因为这关乎神儿女的信心，关乎教会的

信心。不是指个人，而是我们这个群体，我们教会，要宣告我们渴慕认识神全然的同在！

我们需要彼此代求，我们受呼召也是为了彼此。我们同为神的百姓，都是神荣耀的见证，

不光是你，不光是我，或这个人，或那个人，而是我们所有人，我们整个教会，任何一个

肢体都不能被遗漏。 

 

最后一点，我们为何要渴慕神的同在？因为，我们拥有一位无可测度的神。神在第 17 节

回答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接着，摩西在第 18 节的回

答着实让人吓一大跳，他竟然说，「求祢显出祢的荣耀给我看。」真是勇敢！我们为了神

的同在显在罪人当中而受呼召，神也必响应一切的呼求。好，现在，我们要再度回到「会

幕」这件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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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留在会幕里，他要求神说，「求祢显出祢的荣耀给我看。」我们都觉得他胆子够大，

对不对？如果说，谁经历最多神的荣耀，不就是摩西吗？想想看，他目睹着了火的荆棘对

他说话，这已经很稀奇了吧！还站在瘟疫的火在线，且经历红海分开，还有云柱、火柱日

夜交替领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到二十章，耶和华在烈火中降临于西乃山上，所有的人都

不得上前，只能留在原处，除了谁？除了摩西。摩西上了西乃山与神会面，在山上领受神

所赐的十诫，诸此种种。所以，若说谁的经历最多，非摩西莫属！为何摩西敢对神说，

「求祢显出祢的荣耀给我看」，因为，一旦你尝过耶和华荣耀的滋味，就会越来越有无法

满足的饥渴。 

 

这是我们从整本圣经中一再看到的，无论男女，都期盼神的荣耀，寻求神的荣耀，日以继

夜不注的祷告，为得见耶和华的荣耀。所以，我才需要问大家第二个问题，我们是否渴望

祂的同在？我们的教会是否切盼得见祂的荣耀？并且是强烈的盼望，胜过这世上所有的一

切，即便将世上所有的一切加起来，也无法与神的荣耀相比拟？请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真的渴慕神的荣耀，或只要对神有基本的认识就满足了？还有，到目前为止，我们对

自己的属灵经验真的满足了吗？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 19 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

需用的都充足。」在基督里我们能得着一切的满足；腓立比书第三章第 12 节也提到对圣

洁的不满足，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你

呢？我们都是这样的心吗？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更深更深的认识并经历神的荣耀吗？期盼祂

的荣耀能更多更多的浇灌在我们这群百姓身上吗？ 

 

这就是整卷出埃及记的重点，整卷出埃及记就是寻求、认识、辨明和敬畏神荣耀的记载。

我们很快的回到第三章，虽然已经提了很多遍，我还是要再提醒一次，为什么神要带领以

色列人出埃及呢？为什么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动机究竟是什么？答案在第三章第

12 节里说的很明白，建议你把它划下来。当中有个词，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读到，

第 12 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事奉

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你们必在这山上做什么？事奉我！请把「事奉」二个字

圈起来，在这山上事奉神！这里的事奉，指的是敬拜，「你们必在这山上事奉我」，就

是，「你们必在这山上敬拜我」。 

 

再往下看到第四章第 22 节，神对摩西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

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事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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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我要杀你的长子。』」容我的儿子去，好叫他们做什么？「好叫他们「事奉我！」

「敬拜我！」容我的百姓去 ─ 为什么？「好叫他们事奉我！」法老当然是不肯，所以，

我们再跳到第七章看接下去的发展。 

 

神降灾于埃及。神要救祂的百姓为何需要降灾呢？来看第七章第 16 节，神对摩西说，

「你要对法老王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 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

旷野事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

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降下第一灾，使尼罗河河水都变成了

血。接着看到第八章第 1 节，神降下蛙灾，为什么是青蛙？第 1 节，「耶和华吩咐摩西

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这就是原

因。再看到同一章的第 20 节，神降下蝇灾，神同样吩咐摩西，「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

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往下继续，第九章第 1 节，为什么用畜疫之灾？耶和华再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

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同样这章第 13 节，

又为什么下雹灾？耶和华仍然吩咐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

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还有第十章，用了蝗灾，第

3 节一样，「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事情的发展越来越有意思，法老的臣仆也开始有所动作，第 7 节，听看看他们跟法老王说

什么？「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事奉耶和华

─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但法老王还是不听，顽强拒绝。再

看到第十章最后面，第 26 节说，「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

从其中取出来，事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甚么事奉耶和华。」

我们要去事奉神。 

 

法老王顽固的抵抗，直到我们看到第十二章 31 节，这最终的杀手鐗，也就是逾越节的由

来，神使埃及人头生的都被杀以后，以色列百姓借着羔羊的血得以安全顺利的脱离埃及。

神这么做的目的，记在第 31 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

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事奉耶和华吧！』」如今，法老王才知道

阻挡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后果，为时已晚了！你不愿意顺服敬拜神的结果就像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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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了解了吗？神为何要拯救祂的百姓呢？「好叫他们可以事奉敬拜祂！」这点让我们

明白我们今日得救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敬拜神！神拯救我们好叫我们能敬拜祂，我

们能敬拜祂！这样的描述在圣经最初四卷书里出现不下五十次，往后也会不断的看到，神

说，「好叫世人认识，我是耶和华」。神拯救祂的百姓，彰显祂的荣耀。这就是出埃及记

第二十五章直到第四十章主要传达的讯息：敬拜神！这就是建造会幕的目的。在当中接连

有好几章经文，非常详细的记载会幕的建造，以及陈设的细节，详细到令你感到讶异！我

们会开始浏览这些细节，事实上，神之所以规定得那么详细，是要教我们知道祂是多么配

得敬拜的神，这就是为什么祂要将百姓救离埃及的主因。神的儿女敬拜神对神是很重要

的。神是以神为中心的神，神高举他自己！出埃及记最美的地方，也是福音最美的地方，

就是神高举祂至高至大的名，透过救赎百姓，神高举祂至大的名；透过救赎我们，祂使自

己被高举，因此，我们得赎的目的就是为了来敬拜祂。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十章，当摩西和以色列众人按着神的吩咐完成会幕后，第 34 节如此

说：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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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云彩

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程，直等到云彩收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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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的荣耀住在百姓当中，就是指会幕。我们已经读过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到第四十

章，有关会幕的一切。现在我要请你这么做。我们用谷歌地球来揣摩一下。首先，我们先

设定一个搜寻目标，好比说你自己的家，然后你可以把范围放大，看看自己的家在整个区

域中的相对位置。我们用这种方式，我要请你把目标锁定在「会幕」上，然后放大。去想

想它在整个救赎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首先，我们要从万物的敬拜开始想起，在你的心中，

随我回到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想想看，当时神住在哪里？请别把这个问题想得太复

杂！就是伊甸园。那时伊甸园是神荣耀的居所，完完美美的充满了祂的荣耀、祂的丰富和

祂的同在，是神极美的居所，亚当在里面充分的享受神的同在。 

 

有个地方很有意思，在创世记第二章里，神与亚当在园子里同行，这里有个字，跟利末记

描述神与祂的百姓在会幕里同行，所用的字是一样的。在创世记第二章里，亚当非常享受

的、毫无干扰的享受与神同在，不仅亚当享受神的同在，所有的受造物也反映出神的荣

耀，所有的一切，所有受造物，没有例外的，都反映出神的荣耀。在伊甸园里，万物都齐

来敬拜，每一个受造物，每一个地方都归耶和华为圣，完美的展现了神无限的荣光。然

后，到了第三章，罪渗入这个完美的景象里，一且都改变了，男人、女人和万物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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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知道，即便罪入了世界，神救赎的应许却早就在当中，祂要为自己把属于祂的都

拯救出来。 

 

然后我们读到，神如何选召出一支民族来向所有的世人彰显祂的荣耀，因此有了亚伯拉

罕、艾萨克、雅各布和约瑟，这些列祖来带领我们。从出埃及记一开始，神透过摩西在以

色列人身上所成就的一切，都引领百姓来到西乃山上敬拜祂。所以，从创世记的最初，和

出埃及记的结尾，这两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敬拜」。从万物的敬拜，到百姓

在西乃山上的敬拜。好，这时到了出埃及记的结尾，神的居所变成在哪里呢？不再是伊甸

园了，那会在那哪里？就在百姓为祂所建造的会幕里。「会幕」按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居

所。我要带你仔细的来看，神在会幕的这个居所与在伊甸园的居所是非常相似的，有特别

目的的相似之处。请随我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我们开始来看。 

 

记不记得我们讲到创世记第一章时，在创造的头几天，圣经上说，「神说，『那里要

有…，就有了。』」一切出自神的口，神说有就有，万物照着吩咐一一出现了。从经文

上，我们不断读到，神说，神说，神说，神说，一再的重复。再转到出埃及记的场景，在

以色列人受命建造会幕的过程中，也有句话一再的出现，一共出现了七次，提到了神立约

时用的名字：耶和华。 

 

来看第二十五章第 1 节，请你把它划下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是奉献圣所的起

点，「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再看到第三十章第 11 节，第二次出现了「耶和华晓谕摩西

说」；到了第 22 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第 34 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耶和华

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直到第三十一章第 1 节也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最后第

12 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一连总共出现了七次，「耶和华说…」，「耶和华

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 

 

神发命令创造万物，使所有被造的都一一出现了。在完成创造后，接着神做了什么呢？祂

歇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安息日，在安息日歇了祂一切创造的工，就休息了。我们

再转回到出埃及记里，刚刚我们说到，在第三十一章里，一连出现了七次「耶和华晓谕摩

西说…」，然后，一起来看第 13 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

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

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二处经文都提到「安息」。这是有特殊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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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白，会幕所表征的意义，不是仅限于神在旷野中的居所而已，而是

神晓谕我们，「我的荣耀已经彰显，万物也被创造；并且，尽管罪入了世界，我仍要亲自

将属我的百姓赎回。我为自己的荣耀更新了万物，重造了荣耀的居所。」以色列人造了会

幕，神居住在当中，是最神圣的地方，神的荣耀被尊崇，又有二天使围绕，二位天使服侍

在侧。你若从会幕东侧而入，那是神的所在，由二位天使护卫的至圣之处；再回到创世

记，记不记得第三章末了所发生的事？当时，人因罪被逐离伊甸园，神在伊甸园安置了什

么来护卫园子？「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神要表明的是，「我要住在我的民当

中」。因着罪，人无法再与神面对面，因此，神设立了祭司亚伦，得以进入神的同在，这

是我们从会幕的相关记载中所看到的。 

 

顺道一提，在这里要特别留意的是，我们从出埃及记第二十五到第四十章读到会幕的种种

相关规定，无论是会幕周围、圣所或至圣所，都说明的相当详尽。我们也发现许多多多福

音书籍，常针对这些内容来加以诠释，「这些细节指的是这个…，那些细节讲的又

是…。」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的来看待这些解释，免得落入各样稀奇古怪的想法。嗯，有

人主张这样，有人强调那样，听起来都有些道理，但有时候在同一件事上，却可能有南辕

北辙的解释。所以，我们才需要更小心！我并不是说，这一类的探讨全都是错的，但我要

鼓励你，相信你确实知道的事情上，圣经上明明白白指出的，才是真理；或是应验先知的

预言，或在新约圣经上得印证的，才是真理。以这些原则为根基的，我们可以认定，至于

其他来自臆测的说法，我们要很小心。 

 

好，回到主题，刚刚说到，我们从经文里认识会幕分为外院、圣所和至圣所。会幕的设

立，象征神的荣耀与百姓同住。然而，即便是这样，百姓与神之间仍存在着相当的隔阂，

对不对？因为，只有一个人能进入至圣所与神面对面，并且，一年才有一次，这个人就是

大祭司，而其他人必需在外头待着，必需要隔开。唯有亚伦，这位大祭司，要洁净己身、

换上表达对神的荣光和美善最高尊崇的圣服；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象征

「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亚伦进入会幕与神面对面，当下，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并且，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程，

直等到云彩收上去。你能想象那样的画面吗？想象一下自己跟以色列人一同在旷野中流

浪，却不禁惊叹，「神真的与我们同在啊！」 

 

在他们所行的路上，白天，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

眼前，一路上都是这样。让百姓们清楚知道，「是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时时刻

刻都带领着我们。」会幕的真意何其美何其善！ 

 

还有一句话在这几章里也不断重复出现，「照着我耶和华所指示你的样式，要向你显出更

大的恩。」这就像是使用谷歌地球网搜寻时的乐趣，因为放大一格，你就可以看到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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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从出埃及记第二十五到第四十章和会幕的记载看到神更大、更奇妙、更配得称颂的

荣耀。然而，弟兄姐妹们，等我们读到新约圣经，读到福音书所记载的敬拜，那时我们会

进一步看到，神的居所移向哪里？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听听看歌罗西书第一章第 19 节怎么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祂里面居住。」希

伯来书第一章第 3 节也说，「祂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成了神荣耀的居所！向世人

显扬神的同在。因此，你想不想经历神的荣耀呢？仰望耶稣吧！约翰福音第一章第 14

节，这样介绍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可知道这节经文里面「住」这个

字，正与希腊文旧约圣经里的「会幕」是同一个字，一模一样！是由「会幕」这个名词所

引申出的动词。所以按字面解释，约翰指的就是，「道成了肉身，会幕设在我们当中。」

因此，约翰接着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来想想这句话，当

年在旷野，只有大祭司一年有一次的机会，走进至圣所得见神的荣光显现。而当基督来到

世上，这荣光就住在百姓当中，行遍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祂就是会幕，就是神荣耀的所

在！如果你渴望得见神的荣耀，就当注目仰望耶稣！神以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显出基督的

荣耀，基督成了会幕，成了我们敬拜的殿！ 

 

再看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第 19 节，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

来。」耶稣指的是肉身的殿。这殿不是你们可以拆毁的，你们也无法重建。耶稣说的这

殿，指的就是祂自己，因为，祂就是殿，是我们遇见神的所在，若不藉由基督，没有人可

以得见神，这就是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基督断气的时候，圣殿里发生了什么事还记

得吗？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你能想象圣殿里的祭司会有多震撼吗？想象你站在

那里，忽然间你面前不再有遮蔽，神和你之间的屏障瞬间消失了。赞美神！基督正是为此

而来，祂就是会幕，祂就是圣殿。上一堂课，我们也从出埃及记里读到基督的荣耀，祂就

是献祭的羔羊，用宝血洗除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得以自由的敬拜神。祂不仅是赎罪的

羔羊，祂还是光。 

 

记不记得会幕的构造？有厚达四层的帐幔，想想在一层又一层的覆盖下会有多暗，所以你

才需要光，需要这代罪羔羊的荣光向你显明神的同在，所以在约翰表示「基督住在我们中

间」之前，他更说到，「生命在祂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八章第 12 节又说「我

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祂是神羔羊，是世上的

光，又是祭坛上的粮。 

 

说到粮，从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到第四十章，我们一路看到神对百姓的供应。神不仅应允

百姓一切所需，并承诺与他们一直同在，这就是会幕中的粮所表征的意义。约翰福音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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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提到，当时，耶稣正与许多宗教领袖谈到神如何在旷野供应祂的百姓，祂告诉众人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唯有我能供应你一切所需、满足你的灵魂，又使你得以与神连结，我

是生命的粮。」祂是祭坛上的粮，是施恩座前的宝血，下一堂课我们还会就此做更详细的

探讨。基督就是会幕，藉由祂在十架上所流的宝血向我们显明那永无止息的慈爱。 

 

基督是会幕，是圣殿，是神羔羊，是世上的光，是生命的粮，是施恩座前的宝血。一起来

想想，当基督来到世上，门徒们瞻仰祂的荣光，他们在何时才明白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是

谁？是在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吗？或是祂从死里复活，把手和肋旁指给多马看，如约翰

福音第二十章 28 节所记，多马才说，「我的主！我的神！」那时，他们才明白站在他们

面前的是神的荣耀，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印证。 

 

你的救主，耶稣基督，奇妙又至高，祂是神的居所，如今，祂被接上升，离开了世上。请

问，这是不是表示，我们再也看不到神的同在了呢？不，完全不是这样，基督被接上升，

却亲自拣选百姓归祂，他们信靠祂，祂把祂的同在浇灌在他们身上。如今我们在教会里敬

拜，哪里成了神的居所呢？我们，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当你我把信心交托给基督，祂

将祂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就都成了神的居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 16 到 17 节说，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第六章 19 节也说，「岂不知你们的

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我们拥有神的同在，多好啊！但好的同时，也表示我们需要更谨慎。听众朋友们，不要再

沉溺于罪中！弟兄们，别再上色情网站，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各位，你要留心塞满你灵

魂的是什么，掳获你身体的是什么，控制你口舌的又是什么？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

们，帮助我们明白所交托给我们的是什么，帮助我们持守圣洁，使我们能真明白，我们在

享受神奇妙同在的同时，更要谨慎自守。 

 

我们不仅自己拥有神的同在，也要使万国都来赞美神。回想一下旧约时期的以色列百姓，

神的荣耀在会幕里与他们同在，向四围邦国见证这是有神荣耀同在的百姓。由此可知，神

不只住在一处，祂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换句话说，无论我们往哪个城市、哪个国家去，

都能将神的荣耀带到世界的各角落。 

 

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特权。这是多棒的盼望。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分散到各角落，遍布整

个城市，让神的荣光随着我们前往之处，彰显在每个家庭、每个小区、每个工作职场上。

持守神的圣洁，显扬祂的荣耀。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进入那福音未得的黑暗之地，把神的

荣耀带进去，充充满满直到地极，使万国万民都齐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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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要来谈一谈「天国」。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 1 节一开始提到一个新

天新地，但接着讲的是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就像是座圣殿，就像是会幕，这里的描述别具

意义，我们仔细的来读，从第 1 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

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

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

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的帐幕！ 

 

很有趣的，在启示录第二十一及第二十二章，我们并没有看到这座城有任何殿的存在，第

22 节说，「我未见城内有殿」。我们要先停在这里，因为这个很特别、很重要，从出埃

及记第二十五章一路下来的记载，从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所有的一切几乎可以说都围绕

着圣殿，都以圣殿为重心，圣殿是百姓敬拜生活的核心。这是我们从整本旧约圣经中所读

到的。 

 

耶路撒冷之所以称为圣城，就因为神的殿设在其中，表明神荣耀的同在。然而约翰却说，

「天国里面没有圣殿」，怎么会这样呢？第 22 节回答我们，「因主 神─全能者和羔羊为

城的殿。」也就是说，在天国里，你根本不需要去到某个特定的地方才能经历到神的荣

耀，神充满整个天国。所以，启示录第二十一、二十二章所描述的，不仅是殿，还是一个

最重要的地方，一个最圣洁的地方！回想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到第四十章关于会幕的

记载？提到至圣所乃成一个四方形，再对照一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 16 节，这里说，

「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你记不记得在圣殿中，最圣洁之处，最深的地方，就是完全

用黄金打造的至圣所，无论是约柜、瓮、柱子、基路伯，全都是金子造的，都是金子。第

18 节又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在天国，你看不见任何

一盏灯，根本不需要任何一盏灯，如第 23 节所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

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基督本身，祂的同在就是光。因此，整个图像告诉我

们，天国是神荣耀之居所，完全的充满。 

 

记得，昔日只有亚伦，这位大祭司才能进入神的同在，但如今，取代祭司换上圣服、戴上

归耶和华为圣的裹头巾，我们将如启示录第十九章及第二十一章所描述的，穿上光明洁白

的细麻衣，第二十二章第 4 节说，「我们也要见祂的面，祂的名字必写在我们的额上。」

我们已成为君尊的祭司，能蒙恩就近神的荣光，直到永远。祂的名、祂的圣洁都要刻在我

们的额上，显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将得见祂的面，与祂面对面。你明白吗？我们将与祂

面对面耶！明白就说阿门！这会提醒你要以一种最健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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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死后能遇见神，死后就得着了，弟兄姐妹们，就得着了。这真是好得无比、难以想象、

无法测度的得着。基督战胜了罪和死亡的权柄，将祂的荣耀一一显给我们，又使祂的灵住

在我们里面，并应许救赎我们到底。 

 

这就是崇拜！在那里，万物将充满祂的荣光，我们更因祂的同在而欢喜快乐。是的，是

的，是的，别把这么重要的事推到一旁，我必需要说，凡信靠神羔羊的人，必得见这荣耀

的实现；相反的，如启示录第二十章末了所说的，那不信的人，必又惊恐等候他，因为

「他们将永远被扔在火湖里。」 

 

来吧！弟兄姐妹们，舍弃世上一切不实在的道理，来认识永恒的真理吧！你如果相信基督

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就可以与神同行，享受神的永生。所以，如果你还没

信靠耶稣，我要鼓励你现在就行动，回转，快回转，离开你的罪，回转信靠耶稣！ 

 

不要迟疑，不要追求属世的成就而自满快乐，要回转来信靠耶稣，一旦你愿意这么做，并

且寻求祂的荣耀，更多更多的渴慕祂，因为你知道，将要来的那一天，你必得见祂，享受

祂完全的同在。因此，不要以现况自满，要以你将能站立在神面前而欢喜快乐。让我们一

起努力，做神不一样的儿女，做神荣耀的教会，更多、更多、不住的渴望祂的充满，日日

寻求，瞻仰并认识祂的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