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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让我们翻到出埃及记二十六章。圣经前一章已开始讲会幕的建造。神先是指示摩西做会幕

中用的器具。因此，二十五章记载了神指示摩西如何做约柜，柜子的尺寸大小，柜子的盖

子——也就是施恩座，还有座上刻的两个基路伯。之后，就讲到至圣所之外圣所的器具，

一是有七盏灯的金灯台，一是放十二个陈设饼的桌子，最后则是香坛。

进到二十六章，则会讲到会幕本身的建造。首先，耶和华指示如何做会幕顶上的幔子。其

实，会幕就是一个大帐篷。你可以想象帐篷的样子。神首先描述的是会幕顶上最内层的幔

子。在帐棚顶上一共有三层幔子。最下面的一层是用细麻布做的。

「你要用十幅幔子作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

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幅幔子，要长二十八肘，宽四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五幅幔

子要幅幅相连。那五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出埃及记 26：1－3）

这样就得到长三十英尺，宽四十二英尺的幔子。一共有两幅，二者组成一大幅幔子。由细

麻布做成。

在这层幔子上，精细地绣着基路伯和其它刺绣。所以进入会幕，你一抬头就可以看见绣在

细麻布上的基路伯。

请记得这会幕是天堂的缩影。天堂里充满了天使，所以一走进会幕，你立刻就会感受到神

的天使在那里，好像在天上一样。两幅大幔子是用金环子连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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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作蓝色的钮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照样作。

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作五十个钮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作五十个钮扣，都要两两相

对。」（出埃及记 26：4－5）

最后，连成的大幔子可以拆开迭成两部分。这两部分幔子都相当大，每幅的面积是 三十英

尺乘四十二英尺，由五十个钮扣和金环连成一幅很大的幔子，盖在会幕顶上。

但是，会幕必须能迁移。百姓在旷野中向前行进，会幕就要拆开来。所以会幕每一部分都

必须做成可拆卸的，在安营的时候再搭起来。一幅六十尺乘四十二尺的幔子实在不容易搬

动。所以，当神说向前走的时候，就将它一分为二以便搬运。分开的两块幔子以钩子和钮

扣相连。会幕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很轻便，易于搬运。

你也许记得他们造约柜时，在其四角安了金环，以便包金的皂荚木杆子穿过去。因为抬约

柜的人不可碰约柜，只能用杆子抬。

陈设饼桌子等对象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做的，使它可以搬运，易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

方。所以，会幕确实是设计得易于搬运的建筑。会幕的意思是聚会之地，就是百姓与神相

会的地方。

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人们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教会是神的住所。其实，教会不

是神的住所，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

「我们其实不能造一座真正给神住的房子，因为天上的天都不能容得下神。」所以，教堂

就是我们聚集一起与神相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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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与神相会。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可以在任何你希望的地方与你

相见——可以在海边，也可在高速公路上及其它任何地方。可是，在众人想聚集一起与神

相见时，就得找一个可以让众人聚集的地方以便大家感觉到是集体在敬拜神，会幕就是便

于大家聚集的地方。

如果我们住在夏威夷，就可以在棕榈树下与神相会，那真是非常美妙。但是这里是我们聚

集一起朝见神的地方。千万不要误会这里就是神的居所。到了明天，这里就是一个空的建

筑。今晚则是教会，是大家聚集的地方。我们大家才是教会。教堂只不过是众弟兄姊妹聚

集成一个整体与神相见的地方而已。

尽管会幕是百姓聚集起来与神相遇的地方，可那时，耶稣基督还没有为他们舍命，人们不

能随时随地遇见神。神是圣洁的，遇见神时，若我们还有罪没解决，就可能被神击杀。所

以在旧约时代，人们都不敢见神的面。

为了朝见神，人们就设立了一个地方，并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来与神见面，而不是直接相

见。人们先是来到祭司面前，再由会场祭司代表你来到神面前，最后则是祭司代表神回到

你面前。这就是旧约的时代，你不可以直接见神的面。

所以以色列人称会幕为相会之地。人们往往带着祭牲来到祭司这里，再由祭司代表他们来

到神的面前，会幕就是这样的地方。到了大卫时代，以色列人还在用会幕。直到所罗门王

建了圣殿，会幕才被废弃。

在会幕顶上第一层幔子是细麻布做的，尺寸是六十英尺乘四十二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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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用山羊毛，织十一幅幔子」（出埃及记 26：7）

第一层是华美的刺绣，是装饰用的；第二层是用来保护的，所以用山羊毛织成。

「你要用山羊毛，织十一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幅幔子要长三十肘，宽四肘。

十一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要把五幅幔子连成一幅。又把六幅幔子连成一幅，这第六

幅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作五十个钮扣。在那相连

的幔子末幅边上，也作五十个钮扣。又要作五十个铜钩，钩在钮扣中，使罩棚连成一

个。」（出埃及记 26：7－11）

接下来是公山羊皮幕顶盖。用山羊皮或山羊毛是为了表明有动物被杀。在旧约里，无论哪

里有动物死了，都会让你想起献祭和对罪的审判。任何和审判有关的器具通常都是用铜制

作的，铜就是审判的象征。因此，看到动物死了，又用了铜的器具，就知道在那里有对罪

的审判。

第二层的幔子比第一层要大一点，是四十五尺乘六十二尺，这样当它罩上去的时候，两边

就有足够的长度垂下来，可以遮住细麻布所做的幔子，起到保护作用。

「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作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作一层罩棚上的顶盖。」（出埃及记 26：

14）

这最外面的第三层含二层动物皮，它们有防水作用。这样，会幕上一共有三层罩棚，使它

成了一个很可观的帐幕。

接下来就是竖板。每块竖板有十五英尺高，二十七英寸宽，是用皂荚木做的，外面也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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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这些竖板和它们的银座都做出了榫头榫眼，这样木板非常紧密地连在一起，也可牢

固地与银座相连。竖板头上有环子，这样就可以借助环子用长杆把板子竖起来。

会幕本身是四十五英尺长，十五英尺宽，在正前方有一个入口。后面你可以读到，关于入

口处的门帘的各种做法。这个金色竖板一块接一块立在银座上（形成了四围的墙），顶上

则盖着细麻布作的幔子、山羊毛的幔子、公羊皮的罩棚，最上面是可以防水的海狗皮罩

棚。围成四面墙的木板宽廿七英寸高十五英尺，上面有环，可以让杆子穿过去，将木板竖

起来，然后再罩上幔子。

耶和华指示他们把会幕建成了一个四十五英尺乘十五英尺的长方形。里面分为两间，外面

一间是三十英尺乘十五英尺。里面的至圣所长，宽，高都是十五英尺，所以至圣所实际上

是一个立方体。

当你进入至圣所时，除了神同在的荣耀，里面没有任何灯光。这里说的神的同在在希伯来

文里面叫做「金钠」（Shekinah），是指一种灿烂而明亮的光，充满了整个圣所，是神在

至圣所发出的光辉。除了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去。

下面神开始指示银座和闩的制作和使用，第二十六节，

「你要用皂荚木作闩。为帐幕这面的板作五闩。为帐幕那面的板作五闩，又为帐幕后面的

板作五闩。板腰间的中闩，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出埃及记 26：26－28）

这样，就可以借助这些闩和金环，把整个会幕搭建起来。

把会幕分成两个房间的是中间的一个帘子。据民间的传说——我们没法确定其准确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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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建起来的时候，有记录表明，分开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帘子有十八英寸厚，而且

都是织成的，非常厚重。

这个幔子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这当然是象征神借着耶稣基

督打开了通往至圣所的门。从此以后，人们就可以自由地来到神的面前，再也不必靠大祭

司了。这个特权如今给了每一个人，因为幔子已经为我们裂开。

以下描述至圣所幔子的做法。

「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要把幔子挂

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要使幔子垂

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

内的法柜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你要拿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皂荚木为帘子作五根

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出埃及记

26：31－37）

因为祭司会带着祭牲的血进入圣所，所以支撑门帘的柱子要用铜做座底，再在上面安装包

金的皂荚木柱子。我想你脑子里大概有了一个草图——上面有一个帐棚，四围是包金的板

子做的墙。走进会幕时，你首先通过的是一道门帘，里面是十五英尺高的圣所。抬头一

看，是细麻布的幔子，上面绣着美丽的基路伯。在你的右边有一个桌子，左边有一个灯

台，前面靠近幔子的地方有金灯台，幔子上绣着基路伯，是手工织成的。

如果你再往里面走，过了第二层幔子你就会看见一个金盒子，它的金盖子上面是黄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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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路伯，两个基路伯翅膀张开，面对面站立着。这样，你就知道了会幕里面的大概情形。

第二十七章

下面第二十七章是讲会幕的外院。外院有七十五英尺宽，一百五十英尺长，七点五尺高，

由帘子围成。帘子有七点五英尺高。所以人不可能从上面偷看里面的情形。帘子的柱子都

插在铜座上。

整个的情形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说过，会幕是可以搬动的。当以色列百姓向前行的时候，

就要把各样的东西拆卸下来，仔细地包好，并由利未人搬运。他们负责搬运这些圣物。到

了下一站，再重新设立会幕。所以会幕必须易于搬运。照着神对衪的子民以色列的引导进

行搬迁。

现在讲外院。首先就是铜祭坛。

「你要用皂荚木作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要在坛的四拐角上作四

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出埃及记 27：1－2）

这个铜祭坛是边长七点五英尺的四边形，有四点五英尺高。

「要在坛的四拐角上作四个角」（出埃及记 27：2）

在坛的四个拐角上刻有四个角。整座祭坛都用铜包了起来。

到这里为止，神先讲到会幕里面的器具，其次讲的是会幕本身，然后又告诉我们外院的样

子和对象，最后就描述外院的建造。

现在我们读廿节，讲到灯台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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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清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

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作以色列

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出埃及记 27：20－21）

金灯台的杯子里用的是橄榄油。亚伦和他儿子们的责任，就是要让这个灯里一直有油，叫

灯不熄灭。

我想你们会记得，在后面的历史书中，撒母耳从小就被母亲奉献给了神。他长大一点后就

被母亲带到会幕交给以利。所以，撒母耳就像给以利跑腿的小男孩一样。

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叫他自己的名字，就跑去问以利：「你找我有什么事

呢？」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啊，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说：「因为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

名字。」以利说：「没有人叫你，你回去睡吧。」撒母耳就回去睡了。之后，他又听见有

人在叫他的名字，所以又来找以利。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呀，你回去睡觉吧。」

当撒母耳再一次来到以利那里时，以利终于明白过来，就对撒母耳说：「如果你再听见有

人叫你的名字，你就说：『主啊，请说，仆人敬听，』」撒母耳之后果真又听见有人叫

他，他就说：「主，请说，仆人敬听。」那里神呼叫他，是要提醒他灯里的油快用完了。

因为那时人们忽略了自己的责任。他们首要的事物就是要听神的话。

我们知道，圣所里的灯必须一直亮着。在以色列历史上发生过一个故事。当时，圣殿被安

提阿哥伊皮法尼斯践踏，他把猪放在祭坛上，把猪血涂在圣殿各处，他还把希腊的神宙斯

像也放在圣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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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玛喀比看见后非常愤怒，就招集了一些以色列人跟安提阿哥的军队争战。虽然双方的

实力相差非常悬殊，但犹大玛喀比他们还是取得了胜利，至少把圣殿夺了回来。但夺回圣

殿时，他们却发现手中的油只够用一天的时间。

制作这种清橄榄油的过程非常复杂，如果重头开始要经过漫长的过程，还要加上各种 以色

列人必须的仪式。所以，要赶着做油来供应临时的需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将油澄清

并归神为圣至少需要七天的时间。他们没办法准备这七天用的油。当然他们还是开始了制

作过程。

这个故事的奇妙之处在于这些只够燃烧一天的油，放在灯台里竟然烧了七天，而且刚好接

上新生产出来的油。

这就是犹太人的光明节（又叫献殿节），就是点蜡烛之日，他们每一天点一支，一共点八

天。这个节日就是为了庆祝在特殊历史时期，神用人不能明白的方法供应了犹大·玛喀比他

们七天的油。

第二十八章

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我们将读到有关祭司的事情。在前面，我们看了会幕的设计，会幕

的蓝图和建造的方法。现在我们来看祭司。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答，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

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作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

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作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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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的职分。所要作的就，是胸牌，以弗得，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

亚伦和他儿子穿这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

去作。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作以弗得。以弗得

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他相连。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得一样的作法，用以

束上，与以弗得接连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作成。要取两块红

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出埃及记 28：1－9）

这两块红玛瑙镶在以弗得的肩带上，也就是镶在祭司的肩膀上。在这两块红玛瑙上刻有以

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所以，任何时候祭司进到神面前，都带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

字。因为祭司任何时候来到神面前，肩膀上都带着红玛瑙。这表示十二个支派被带到了神

的面前。

「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

手工，彷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

宝石，安在以弗得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作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

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要用金子作二槽。又拿精金，用拧工彷佛拧绳子，作两条链

子，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二槽上。」（出埃及记 28：10－14）

在大祭司衣服的胸口处还有决断的胸牌。

「你要用巧匠的手工，作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得一样的作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

红色线，并捻的细麻作成。这胸牌要四方的，迭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出埃

及记 28：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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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正方形的胸牌，要挂在大祭司的胸前。

「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

钢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晶。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

槽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彷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

字，」（出埃及记 28：17－21）

这样，由一条金链子把祭司的胸牌挂在胸前，当他们进到神面前的时候，不但把 以色列百

姓的名字挂在肩膀上，也挂尾房在他们的胸前。因为在胸牌上刻上十二支派的名字，都分

别刻在每一颗宝石上面。

「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带在胸前，在耶和华

面前常作纪念。」（出埃及记 28：29）

所以亚伦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在肩膀上和心里都背负着所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

在第三十节，我们会读到有关乌陵和土明。

「又要将乌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带在胸前，

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带在胸前。」（出埃及记 28：30）

乌陵和土明是什么呢？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光」和「完全」。但我不知道乌陵和土明究竟

是什么。圣经实际上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只告说以色列人要听神的话的时候，就会来找

祭司，请他替百姓求问神。乌陵和土明是用来帮助他们求问神的东西。百姓带来这两样东

西给祭司，再由祭司用乌陵和土明替百姓求问神。



12/22

出埃及记第二十六至二十九章

你也许记得大卫要求问神：「可不可以去征战？」时，他不是说去就去了。而是先来找祭

司替他求问神：「我可以不可以去征战。」祭司就用乌陵和土明求问神，然后告诉大卫

说：「你可以去。」之后他才继续前进。

也有人认为乌陵和土明是两块宝石，一块是黑色，一块是白色。求问神的时候，祭司会伸

手到以弗得和胸牌里拿出一块石头来，如果拿出来是的白色的石头，就表示神说是。如果

拿出来是黑的石头，就表示神说不。

这是有关乌陵和土明的最为人接受的理论之一。百姓问祭司：「请神指示我现在应不应该

继续往前走。」祭司伸手拿出来是白的，就是我们现在该出发了。如果拿出来的是黑的石

头，就是我们应当在这里等候。为了要知道神的引导和方向，他们会不断地求问神。

有趣的是在新约里，在犹大死后，门徒们为要找一个人来替代他使徒的地位，也采用了类

似的方法——抽签的方法。

有不少人用抽签的办法来看是不是神的旨意。记得扫罗也用过抽签的方法来找出是谁违背

了他的命令。他告诉百姓说：「我将以色列人分到一边，我和约拿单在另一边。」结果抽

出扫罗和约拿单这边。他对儿子说：「约拿单你做的是什么？」抽签是以色列人用来寻求

神的旨意的方式。

我们都渴望神的引领，希望清楚地知道什么确实是神的引领。记得基甸在寻求神的旨意的

时候，曾用一块羊毛来求问神，他说：「神啊，如果你真的要让我做这件事情，今天晚上

就让羊毛有露水，而别的地方是干的，我就知道是出于你。」然而第二天他又说：「请你

让羊毛干，而别的地方有露水。」



13/22

出埃及记第二十六至二十九章

因为他不知道，那天是不是有什么奇特的自然现象让羊皮毛全湿了，而四周却是干的。也

许那只是自然现象，所以他就说：「主啊，我们再来一次，好吗？」把这个事情反过来，

看会不会应验，以确定是不是神的引导。

我们都非常希望有一些方法能让我们确定什么是神的引导，甚至有人用近乎丢硬币的方

法。但我不会用，也不赞成你们用。一般是说：「如果这一面朝上，我就去，那一面朝上

我就留下来。主啊，你来决定这个铜钱哪一面朝上。」

我认识一个人就做这样的事情。他放了十个小钱在口袋里用来寻求神的旨意。他祷告寻求

神的引导时，就把这十个小钱拿出来丢在空中，掉下来后，如果十个钱都是朝上的，他就

说：「好，这就表示神告诉我应该去或者应该做。」如果有一些向下就表示神告诉他说：

「不是的。」

大家都知道，十个都朝上的机会是非常微小的。真的很奇妙，有时候他真的可以丢出十个

都是人头朝上的情况。

我讲这些，是要让你们知道，人们心里多么渴望有一种方法可以确实知道神说「是」还是

「不是。」可问题是，我们常常没给神更多的选择。当门徒问「主啊，你要选 马提亚还是

巴拿巴来代替犹大？」时

就只在马其亚和巴拿巴中间抽签。但他们没有想到，神心里也许有第三个人选，比如大数

的扫罗（保罗）。当时他是基督徒的敌人，他们当然不会把扫罗的名字放进去。他们心

想：「神当然不会选他，我们根本不会把他的名字放在里面，神绝对不会用他。」我们就

是这样不给神选择的机会，只是问：「主啊，是这个，还是那个。」也许神的旨意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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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两个，而是连我们想都没想到的东西。

所以我很抱歉地说，神今天没有让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确定祂的旨意究竟是是还是否，像祭

司拿出一块黑石头或是白石头一样。我们今天要凭信心生活。我每天开始的时候，就到主

面前来说：「主啊，我的生命是你的。求你在今天的环境中引领我，我将今天完全交托给

你，使你的旨意在我生命里成就。」

然后我就凭着信心相信神今天的引导，接受一天遇到的人和事，像从神那里领受一样。我

相信我的生活是用来彰显主的旨意，因为我已降服在祂面前。

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 3:6）

有的时候你陷入困境，是由于你做决定太快，因为你心里想：「这实在是太好了。这么好

的事情一定是出于主的，根本不用问主。」我就是这样惹出了很多的麻烦。请弟兄姐妹切

记：「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凭信心而行确实比较难，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都很喜欢有一个明确的方法知道是否是神

的意思。单单凭信心来跟随神实在太难了，尤其是你想做一件事情却不顺利的时候。我们

就会感到很困惑，这到底是神不让我做，还是撒但要拦阻我做神的工呢？有的时候的确很

难分辨是应该坚持下去，还是明确认识到：「哦，是我自己在顶撞神，其实祂根本不要我

做这件事。」

我当然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直接而明确的方法，知道什么时候神要我们动，什么时候

不要我们动。但是很抱歉我没有。我和你们一样，是借着祷告交托神，信靠神，然后行

动。我也希望自己做的是祂要我做的正确的事。我相信神是那么伟大，祂可以在我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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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帮助我，改正我，因为祂知道我的心是真诚的，愿意遵行祂的旨意。

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乌陵和土明是什么东西，但我能肯定它们不是摩门教教主约瑟史

密斯说的东西。他说他曾经找到一些金板，也找到一副很神奇的彩色眼镜。当他戴上这眼

镜的时候，可以看见这块金板上面的象形文字。

他说乌陵和土明就是神奇的有翻译功能的眼镜。他借助它们就可读出金板上面的象形文

字。但是我相信这绝不是乌陵和土明，只是我们不知道乌陵和土明究竟是什么。

「你要作以弗得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彷

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作石榴，在袍子周围

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

的底边上。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这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

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出埃及记 28：31－35）

在以弗得的边上装上铃铛和石榴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都是单独

进去，别人都不能进去。可是进入神显现的圣所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从开始献祭起， 以色

列人就发现祭司是个危险的职业。

亚伦家一天开始尽祭司职份的时候，就死了两个人——拿答和亚比户。因为在他们把所有

的东西都预备好，把祭坛设立起来，将木材放在祭坛上，就有火从天上降了下来。木头就

自己燃烧起来。亚伦的两个儿子看见后非常兴奋。他们拿了自己的香炉，却装上了平常的

火，就是把不神圣的凡火带去献给耶和华。谁知道这样做就有火降下来，把他们两个人烧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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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祭司是件危险的工作。因为你是来到神的面前，最好要把每件事情都预备好。要不然，

你就会被神击杀。

连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每一件器具都要合乎神的要求。如果有什么不妥或者不对，

大祭司就会死亡。问题是外面的人怎么知道他死了呢？那时他身上的铃铛就不会响了。铃

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大祭司的脚上绑有一根绳子，如果里面没有了声音，他们就用这根

绳子把他拉出来。

所以，在大祭司的袍子的下边挂上铃铛的目的是，在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事奉，进入神的显

现的地方，也就是神要与祂百姓见面的地方时，所有的事情要正确预备好，否则大祭司就

要丧命。通过金铃铛响声，他们就可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死了。

「你要用精金作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

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

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

和华面前蒙悦纳。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作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作腰带。你

要为亚伦的儿子作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出埃及记 28：36－40）

他们这样穿戴起来真的非常荣耀，也非常令人敬畏。

「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

司的职分。要给他们作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

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作永

远的定例。」（出埃及记 28：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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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他们背负百姓的罪时，自己就不至于死亡。

请注意，祭司的袍子都是用细麻布做的，他们从不穿毛料的衣服。因为毛料会使人出汗。

耶和华不愿意人在服侍祂的时候汗流浃背。这很有趣，对不对？

今天我们常常看见有人事奉神时汗流满面。其实，神不想要人这样辛辛苦苦地事奉衪。祭

司不穿毛料衣服，只穿细麻衣的原因就是要让他们在事奉的时候，不至于流汗。

神要我们出于圣灵感动的服侍，而不是汗流浃背的服侍。如果你有圣灵的感动，应该不会

辛苦得汗流满面。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你的确会累得汗流满面。所以事奉神必须是

出于圣灵的感动。

第二十九章

接下来的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说到祭司如何分别为圣，尽他的职分。

「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

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作成。这饼要装

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

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得的外袍，并以弗得。又带上胸牌，束上以弗

得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要

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

的定例，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

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要取些公牛



18/22

出埃及记第二十六至二十九章

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脚那里。要把一切盖脏的脂油，与肝上的网

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

营外。这牛是赎罪祭。」（出埃及记 29：1－14）

这里首先讲到亚伦分别为圣时，要等他先把那些华美的衣服穿戴整齐，再用油膏他，这油

代表神的恩膏。因为他将要替百姓到耶和华面前事奉，必须先解决他自己的罪。因此第一

件事就是为亚伦献赎罪祭。先要将他用水洗干净，穿上袍子，用油膏抹，然后再献赎罪

祭。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把他们的手放在公牛的头上，是一个象征的动作，象征把他们的罪转移

到公牛身上。当我把手放在牛身上的时候，我的罪就转移到了牛的身上。所以牛，是为背

负我的罪而被杀。

这是要让人看见罪是多么地可怕。因为罪带来了死亡。我看见祭牲死了，我看见它的血流

了出来，并意识到自己的罪转嫁到了它身上。因为我的罪，这头牲口必须死。在我按手在

它身上的时候，我的罪就转给了它。

所以，在这里他们要用手指沾一点血涂抹在坛的角上。在祭坛的四角都有铜角。脂油和肝

脏就放在坛上烧掉。但整个躯体部分都要拿到营外去烧掉，因为这是赎罪祭。

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告诉我们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祂被带到城外，因为祂代

表赎罪祭。祂是为我们的罪在神面前献上。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要在城外受苦被钉十字架。

为了让祭司能事奉耶和华，他们必须先处理好自己的罪。以上就是为亚伦献的赎罪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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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

周围。要把羊切成块子，洗净五脏，和腿，连块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

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

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

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你

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

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脏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这是承接圣职所献的羊）（出埃及记 29：15－

22）

前一只公绵羊是献给耶和华的礼物，是燔祭。但是另外一只公绵羊则用于将祭司们分别为

圣。因此要把血涂在亚伦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右手大拇指上，右脚的大拇指上。

这是祭司承接圣职的礼仪。我们曾经唱过：「将我的耳分别为圣，听神的声音；将我的手

分别为圣，做神的工作；将我的脚分别为圣，走神的道路。」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可

以听神的话，做神的工，走神的路。

在耳垂上、右手和右脚的拇指上都抹上血，表示属神为圣的生命。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这

样归神为圣的。这个承接圣职的礼仪使他们被分别出来事奉神。

「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都放在亚伦

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出埃及记 29：23－24）

他们拿出用油调和细麦烤出来的饼，在神面前作摇祭摇一摇。摇的方式可以是上下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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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十字形式地摇，但必须要在神面前摇。这就是摇祭。人们可以用肉或谷物做出小饼献给

神。

「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出埃及记 29：25）

谁有什么比烤肉和烤面包还香呢？这就是献给神的香气。放在祭坛上烧的公牛，像我们今

天所闻到烤肉的香味一样。还有烤面包的香气一起升到耶和华那里。谁不喜欢这美妙的香

气呢？

「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作你的

分。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

些你都要成为圣，作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分，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

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受膏。

又穿着承接圣职。」（出埃及记 29：26－29）

第三十二节：

「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

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出埃及记 29：32－33）

在旧约原文里赎罪祭这个字是「kaphar」，意思是遮盖。可是新约里，赎罪祭用的是一个

完全不同的字，意思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合而为一。」除了通过耶稣基督外，人们不

可能与神合而为一。



21/22

出埃及记第二十六至二十九章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牛羊的血绝对不能除掉我们的罪。它起的作用是，见证有一更美的献

祭会到来。

这些东西不过是影子和表样，实体乃是基督。旧约这些献祭的条例，都是在见证伟大的祭

物——耶稣基督的来到。是祂将我们的罪献上，这样我们的罪才可以除去。旧约 以色列人

所献的祭，只是遮盖了他们的罪，不能除去他们的罪。直到耶稣来到，祂的死才能除掉人

的罪。

「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

（出埃及记 29：33）

凡留下来没有被吃掉的，都要烧掉，因为只有服侍神的祭司才可以吃。

「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

圣。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出埃及记 29：

36－37）

一旦有东西碰到祭坛就被算分别为圣归给了神，不能再从坛上取回来。因它已经属于神。

任何东西放到祭坛上就都属于耶和华。如果你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祭坛上，那就属于神，不

可取回来了，因为不再属于你了。

这样，会幕就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相会、说话的地方。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

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他们的神。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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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

华他们的神。」（出埃及记 29：43－46）

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从耶和华领受了这所有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