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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幕在舊約中的啟示(一) 

會幕的目的和內容 

王國顯 

讀經 :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告訴以色列人當為我送禮物來，凡甘心樂意

的，你們就可以收下歸我。所要收的禮物：就是金、銀、銅，藍色、紫色、

朱紅色線，細麻，山羊毛，染紅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莢木，點燈的油，

並作膏油和香的香料，紅瑪瑙與別樣的寶石，可以鑲嵌在以弗得和胸牌上。

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出二十五1-8）。 

感謝主，我們又被主招聚在一起，來到祂的面前。相信弟兄姊妹都很

清楚知道，這次我們聚會是朝着這個主題—神的帳幕在人間。這實在是

神賜給我們的一個非常重大的，我不知該說它是甚麼：祝福也好，恩典也

好，還是神的榮耀和豐富，這些都好，因為這話說出了神要把祂自己毫無

保留地賞給我們，同時也包括了神要叫我們這些人，同樣地毫無保留地歸

給祂。 

弟兄們給我的安排，是要和弟兄姊妹看「帳幕在舊約裏面的啟示」。

那就要追回會幕在舊約裏的歷史，要看為甚麼會有會幕？會幕解決了甚麼

問題？如果沒有會幕，人是怎樣活在神的面前？當我們一碰到這個歷史上

的問題，就沒有辦法忘記人為甚麼給造出來。那就是說，神造人的時候，

神定意在人身上要顯明一個甚麼事實。感謝主，當我們回到神的話裏面，

就知道會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乃是把神永遠的旨意作了一個啟示。在所

讀的經文裡，出埃及記第二十五章八節說：「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

住在他們中間」。這就清楚指出會幕這一件事情的建造，不是一件隨隨便

便的事。 

神造人的目的 

當交通到會幕，我們必須回到神造人的目的。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

都知道，神造人的時候，祂非常清楚地指出造人的要求和目的是甚麼。雖

然字句裏並不很清楚，只記載神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像、按着我們

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

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創一26）。弟兄姊妹可能讀了很多遍，但是否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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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到神的心思和目的呢？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慢慢地一點點的領會過來，

但還是需要主給我們清楚地教導。 

神起初造人的目的，嚴格說來，是整本聖經裏主要信息的起頭；當然

也包括了會幕這件事的起頭。當神創造人以後，把他們安置在伊甸園，裏

面有各樣的安排。一面是在伊甸園裏面的任務，在伊甸園裏要做甚麼事；

另外一面，神讓他們在伊甸園裏接觸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只能很簡單的

說一點，因受時間的限制，不能說得很細，說得透徹。 

神造人的目的既然是要顯明神的心意和替神管理萬有，那麼人憑甚麼

去執行這個任務呢？所以，神在伊甸園裏做了一個安排。神不願意人想盡

各樣辦法去做好神所託負的，神要人清楚知道他們背負的那個任務是那樣

重，要做好這個任務是憑甚麼；所以神在伊甸園當中安置了兩棵樹。弟兄

姊妹，這個故事是不是很熟悉？曾經很多人問：神為甚麼這麼安排？祂不

在伊甸園裏安排那兩棵樹，不就甚麼事也不會發生了麼；如果神不作那個

安排，只是對人說，你去完成我所要做的，那就好了！但神沒有如人所說

的。祂安排兩棵樹在那裏，只給人吩咐，卻沒有告訴他們這兩棵樹擺在那

裏有甚麼目的。 

我們都清楚知道這兩棵樹一棵叫生命樹，一棵叫分別善惡樹，或叫知

識樹。這兩棵樹擺在那裏有甚麼意思呢？如果我們靈裏面是清楚的，就會

知道神把那兩棵樹擺在那裏是有一個目的，有一個想法。這麽安排，很清

楚地告訴被造的人，就是告訴我們的祖宗：你們從我手裏接的那個託負是

很嚴肅的，怎樣去把它完成呢？這裏有兩件事情，你們要思考，就是關乎

你們完成神託負的方法；在這兩棵樹裏面，你們只能在其中選一棵，吃了

以後所產生的結果也是不一樣的。 

那一棵生命樹，神沒有說到有甚麼目的和內容；但是從名字上已經知

道了，吃生命樹上的果子，所接受的就是生命。說到分別善惡樹的時候，

神說，你們不可吃，因為吃的日子必定死。現在問題就擺在那裏，尤其是

在那分別善惡樹上，你一看見它能給你那麼大的知識和技能，很自然就想

要選它。然而神卻已說得很清楚、很嚴肅，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甚麼叫做

死？死就是不存在。既然不存在了，知識和技能對你有甚麼用處呢！這是

一個很嚴重的考驗。神把兩棵樹擺在那裏，神讓人去選擇，你憑甚麼去完

成神的託負。神的定意很清楚，要完成神的那個託負，你必須是一個有生

命的人。如果沒有生命，你能做甚麼呢？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但是這事情的本身，不是我們說的那樣簡單；因為這是一個屬靈的爭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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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在神和人中間所安排的這個揀選上，暗地裏還有一個角色存在，那就

是撒但。撒但的工作，就是對神做的事進行破壞。結果在伊甸園這一件事

上，人失敗了、墮落了。人雖是得着了智慧和技能，卻沒有生命。這樣一

來，就引出一個即時的問題，人和神的交通斷了，不能見神了。人如果不

能見神，那憑甚麼去執行神所託負的任務？這也引出一個非常的嚴肅的結

果，就是把神那個永遠的旨意破壞了。神對着這個受破壞的關係，怎麼做

呢？神是讓它過去，還是要把它挽回呢？ 

感謝神，神雖然碰到一個很大的難題，但在神是沒有難成之事的；所

以神動手把整個事情恢復到原來的定意裏。感謝我們的主，我們看見伊甸

園的那個歷史末了是神的宣告。祂宣告了甚麼？第一，祂宣告用生命贖生

命。第二，祂宣告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第三，祂宣告吃生命樹的果子

就要永遠活着。也許從字面上來看，事情就是這樣過來了。其實不是那麼

簡單就過來了，因為每一件事情都帶着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這些事實必

須要解決；解決了，人在神面前所有的難處也就過去了。 

神揀選亞伯拉罕 

感謝神，如果我們對創世記起頭的幾章聖經讀得清楚，一定發現這幾

個問題實在是非常的重要。當神安排這許多事情的時候，在人中間就發生

了各種各樣的歷史。我們越過這些事情，只提到最重要的點。 

神在那長久的時間裏，一直在人中間等候。等候甚麼呢？等候有人能

夠體會神的心意，轉過來專一的尋求神。不是說神沒有找到一些比較合適

的人，但是神為要說明祂自己的心思和意念，祂沒有在那些人身上顯出一

個完全的作為。直等到有一天，神看見亞伯蘭，選中他來作神那個救贖旨

意的預表和執行者。神清楚告訴亞伯蘭，我要揀選你，要在你的後裔中作

一件大事，要使你和你的後裔成為一個國，這個國能叫萬民得福。神沒有

詳細地把祂要做的事情告訴亞伯蘭，只是把一個大前提的事放在他面前；

亞伯蘭就跟隨神了。神也救亞伯蘭脫離各種各樣的軟弱和愚昧，讓他一直

能朝着神那個永遠的心意來走。在亞伯蘭的後裔裏，神選中了以撒和雅各；

藉着他們祖孫三代帶出一個以色列民族來。 

以色列人在埃及 

神定規在以色列民族身上來執行祂那個永遠旨意。神帶領這個民族走

過的歷史，我們就不詳細提了。但是我們知道一件事情，以色列從神的應

許地下到埃及，從表面上來看，這件事不是做得挺好；因為是從神的應許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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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跑到神沒有應許的地方，然而實際上以色列去埃及是神的定旨。弟兄姊

妹要注意的是，蒙神記念的民族活在一個不蒙神記念的地，那段歷史正好

說出了他們的祖宗在神面前將要做的。 

從神手裏接過來的是非常榮耀豐富的應許，一面是彰顯神的榮耀，一

面是執行神的權柄；但是人卻落在一個死的事實裏。與以色列人下埃及的

那個原則是相同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在生活上，他們覺得還算豐富；因

為他們在曠野飄流時，還回想起埃及的黃瓜韭菜。但在他們實際的生活上，

他們是非常的苦，所以他們想辦法脫離那樣的生活。但是憑甚麼呢？憑他

們自己是沒有辦法。下埃及是神的定旨，出埃及也是神決定要做的事。神

把他們從埃及領出來之前，先得着摩西。以色列民很高興，要跟隨神離開

埃及進入迦南；心想從今以後就活得歡歡喜喜，豐豐富富了。但是神知道

他們這樣的意念是進不了迦南的，所以神把他們領到曠野，一方面是讓他

們經歷實際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在曠野生活裏認識神、接觸神、享

用神，然後把他們帶進神的目的裏。 

所以，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的時候，神向他們宣告一件很重大的事。

神告訴他們說，我領你們出來的目的，不是叫你們脫離生活的困苦，是叫

你們知道你們活在地上的地位和目的。在出埃及記第十九章，神對他們說：

我是用我的手、我的恩典、我的憐憫，把你們領出來的。我帶你們出來做

甚麼呢？第一，就是要叫你們歸我，做一個聽話的人。如果你們真聽從我

的話，遵守我跟你們所立的約，我要把你們造成一個特別的民族—聖潔

的民族，一個特別的國度—祭司的國度。祭司的國度是做甚麼的呢？我

們讀出埃及記第十九章的時候，會發現神說了一大堆話。在神說了把你們

造成一個祭司國度以後，神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我們若不用心注意，

就忽略過去了。那句話是甚麼呢？「因為全地都是我的」。全地都是神的，

跟祭司的國度有甚麼關係呢？神沒有說。祂只是說出這麼一件事。我把你

們造成一個祭司的國度以後，就有一個事情出現，顯明全地都是我的。 

感謝主，這是神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把他們建立成一個祭司的

國度，為了要把全地帶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如果你們明白這一點，

就會領會到：這不就是神造人的時候所宣告的那件事嗎？感謝神，那件事

的原則在以色列人身上首先的出現。接着神對以色列人說，我要向你們顯

現，你們全體都能看見我的榮耀，都能看見我的權柄和豐富；但是，你們

只能從遠處看，不能接近我。然後神就召摩西上西乃山，在那裏傳下了律

法。這樣，整個以色列百姓都看見神這個榮耀、豐富、權柄、能力。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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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一面很佩服神，一面又非常懼怕神。等到摩西回來的時候，他們

就對摩西說：神有甚麼話要跟我們說，就直接對你說好了；你聽見後就告

訴我們，因為我們實在不敢見神的面。神太厲害了，那個榮耀我們受不了，

那個權柄我們受不了；那個光景，我們沒有辦法不發抖；所以神有甚麼話，

就通過你來說，我們都聽話。感謝主，因着這種情況，建會幕的需求就來

了。當神說完了這些以後，到了出埃及記第二十五章，神就對摩西說，你

告訴以色列人給我送禮物來，用這些禮物造一個會幕，因為我要住在你們

中間。帳幕的事就開始了。 

會幕的目的 

剛才說，以色列人看見神榮耀的顯現時，一面是很羡慕神的榮耀，一

面卻是很懼怕神的榮耀。現在神說要住在他們中間，他們受得了嗎？弟兄

姊妹，你留意到這裏面，人和神之間的矛盾好像到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地步。

神說，我要住到你們中間來，我要陪伴你們走這曠野路，我要把你們帶進

應許之地承受產業。這對以色列人來說，是很歡迎的；但一想到神要住在

中間，怎麽受得了呢！幾天前，我們在很遠的距離看見神在西乃山上顯現

一下，我們都受不了；現在祂要住在我們中間，我們豈能受得了嗎？這絕

對是一個難處。雖然以色列人沒有說出這種心理；但如果我們把自己擺在

以色列人當中，就能看見這種情形。當這種情形一出來，以色列人心裏真

是有說不出的感覺。你說不要神住在我們中間，我們不甘心；要神住在我

們中間，我們感覺自己受不了。那怎麼辦呢？ 

感謝神，神用不着以色列人在胡思亂想。神親自說明一件事，我所以

能住在你們中間，不是因為你們配；你們完全是不配。我要住在你們中間，

這是我的心意；這心意不是現在才起的。我在造人的時候，就這樣定規的。

我現在要住在你們中間，難處是有難處；但我給你們一個辦法，你們造一

個會幕，我藉着這個會幕住在你們中間。有這個帳幕，我就住在你們中間；

沒有這個帳幕，我就算願意住在你們中間也是不能，因為你們也不配。 

造會幕的條件 

感謝我們的神，神的話說得太清楚，祂要得着人，叫人能夠回到祂面

前來，祂要住在他們中間；那需要造一個會幕。造這個會幕是有條件、有

根據的。 

第一，你們要甘心樂意讓我住在你們中間。當時神對他們說：「當為

我送禮物來」。我們看神所說的禮物，貴重是非常貴重的，卑賤也是卑賤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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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神說，我不管那個價值是甚麼，我所注重的是你們的甘心樂意，

把它作為禮物獻給我。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你們要奉獻。奉獻甚麼呢？

奉獻你們認為最有價值的。 

第二，你們要根據我所指示的樣式。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所以神說，

「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樣式」。這句話，在建造會幕的整個啟示裏面說了

很多遍，每說一組的建造要求時，神都說這句話作結束。不管你們做甚麼，

大的、小的、粗的、細的，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樣式。如果你們照着這

個條件來執行，又把這個條件執行得充充分分地完成了。神說，這個會幕

算是建造好了。會幕建造好，我就可以住在你們中間來了。 

會幕是甚麼 

現在問題來了，會幕是甚麼？我們要看見會幕的作用。那個作用真的

很大，把人和神調和起來了；把神帶到人中間來，把人帶到神面前去。從

作用來講是很大很大的，可是我們這些人總是喜歡看外面的事情，過於神

向我們說話裏面的實際光景。你說那個會幕造出來就解決了我們跟神的問

題，那我們跟神的關係和連接真是太容易了。弟兄姊妹，不能這樣看；這

樣看就不能看見神說話的目的了。 

昨天晚上我們的弟兄提到會幕要建造，會幕有地上的樣子，但是這個

樣子是要表達天上那個真的帳幕。如果不是照着那個真的帳幕來建造，你

把會幕造得像天安門，造得像美國的白宮，造了出來也沒有用處。你按人

的想法造的會幕，雄偉是雄偉，莊嚴是莊嚴，但是沒有屬靈的用處。所以

主的話在這裏很清楚的指出：要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講到會幕的

時候，這是我們要留意的最重要的點。 

為甚麼會幕造出來，神和人中間的矛盾就解決了呢？人在神面前的阻

擋就除掉呢？這個會幕有那麼重要嗎？感謝我們的神，會幕的本身沒有那

麼重要。如果看會幕的本身，你不會覺得有甚麼了不起的。從外面看會幕，

你看見的是甚麼？是灰灰黑黑的一個帳篷。這有那麼重要嗎？能解決這麼

重要的問題嗎？這不是我們在外面所看見的。我們要留意主說的，你要照

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子。 

那麼神指示給摩西的是甚麼呢？從外面來看，只能看見形像是怎樣，

但這個不是重點。神要摩西和以色列人注意帳幕那個樣式，是神叫跟隨祂

的人留意背後的那個旨意。用籠統的話來說，整個會幕，從外面一直看到

裏面，從裏面再回頭看外面，可看見一件事情，不管整個帳幕的外形，或

是其他大小物件，甚至小到釘子，人看為重要的或是不重要的，都說出神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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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子的所是和所作，而不是那個會幕的本身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要注意

的是這個會幕啟示了甚麼。 

我不能把整個會幕一件一件的都提到，大家在聚會完了，回到自己聚

會的地方，好好讀經的時候，細細地從屬靈的角度摸進去。在這次聚會裏，

我只能點出這個重要的事實來，也許舉一些例子來說明。當神很嚴肅地說

「要照着山上的樣式」的時候，神把整個會幕的事情很完整的啟示給摩西，

聖經用了幾章來說明這個事情。但是弟兄姊妹要留意，神頭一件事是說甚

麼？是約櫃。從啟示的那些物件的次序來看，那麼我們看見神有一個非常

清楚的心思來給我們領會的。 

約櫃 

為了一些對會幕沒甚麼印象的弟兄姊妹，我預備了一圖片，讓大家有

個概念。現在要說到會幕裏的內容。會幕裏面分成兩段，前面一段是聖所，

後面是至聖所。這兩個不同的地方裏面各有不同的擺設物件。現在我從裏

面說起，頭一件是約櫃，約櫃的構造是怎麼樣我不說了。我要說的是神為

甚麼要先擺出約櫃？那是說出神的心意。神說我要住在你們中間；祂怎麼

住在我們中間呢？以色列人怎麼曉得祂在他們中間呢？神就說，這裏有一

個約櫃，這個約櫃就是我住在你們中間的那個記號。因為那個約櫃是我跟

你們立約，我要住在你們中間，在約櫃裏面，我對你們有要求；在約櫃上

面，我有恩典供應你們。你們照着我的要求來作，我的恩典就充充足足地

賞賜給你們。 

我要指出一點，弟兄姊妹要知道神的要求在哪裏？打開約櫃。在那裏

神的要求要得着滿足，但人如何能滿足神對我們的要求？我們若認識自己，

就知道有難處。但是神說，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充充滿滿的有恩典。神

的恩典是照着神的要求來給我們滿足。弟兄姊妹要注意，施恩座是擺在約

櫃的頂上。換句話說，不管神的要求有多高，神恩典的供應就有多高，並

且還多一點。為甚麼施恩座能帶給我們這樣的恩典呢？施恩座兩旁有兩個

基路伯，他們的眼睛一直注視着施恩座。施恩座有甚麼好看呢？感謝主，

主的話向我們一打開，就看見神兒子的血在那裏。神兒子的血在哪裏，神

恩典就豐豐富富、充充足足的供應到哪裏，使人可以按神的心意滿足神對

人的要求。 

桌子、金燈臺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這約櫃是會幕頭一件物件，充充足足說出神向人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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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意，神是這樣地預備祂整個的作為在人的中間。第二件事是甚麼呢？

陳設餅的桌子。昨天晚上我們的弟兄提過了。再下一個是金燈臺。這是神

的恩典從施恩座裏面流出來的時候，祂對到神面前去的人所作的供應。 

我們需要認識神，需要經歷神，需要神的兒子來代替我們的罪，需要

神的兒子來代替我們來到神的面前。感謝主，我們如果能進到聖所，就是

我們已經有了生命。但是這生命必須要長大，怎能長大呢？感謝主，陳設

餅在那裏供應我們。我們長大了，還需要直接跟上主的道路。我們不能只

是說：主啊，祢是尊貴的神；卻不走主的路，而走自己的路。弟兄姊妹，

這是人天然裏面的東西，但是神給我們生命的光。主是天上降下來的糧，

又是生命的光，來照明我們的路，叫我們不致走錯。感謝我們的主，祂知

道我們的愚昧和短缺是甚麼，祂具體地給我們做了預備。從啟示的次序上

來說，神說了這三個東西。 

祭壇 

第四件物件是甚麼？離開了聖所，出到外面，就是廣寬的院子。人進

入這院子，頭一件事碰到的是甚麼呢？那是啟示所說的第四件物件：祭壇。

昨天我們的弟兄也提到這個事情，我現在是從神啟示的次序來說這幾件事

物，是從神的定意來說出祂怎麼安排，讓人進到祂面前。這好像是從至高、

至大、至威嚴、至輝煌的直說到最低層的。弟兄姊妹如果把這啟示的次序

翻過來，那不就是我們經歷神的實際嗎？神的榮耀吸引我們，我們真願意

來到神面前，但怎麼去呢？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帶着罪孽的人不能見主；

我們怎能到神面前去呢？不要說到神面前去，連靠近神都不可能。明天我

要說到那個院子所代表的屬靈功用，現在只是提醒弟兄姊妹，當時神安排

這個會幕給以色列人的時候，在他們心思上的印象；當人要到神面前去的

時候，首先要解決的是罪的問題，是生命的問題。怎麼解決生命呢？怎能

解決罪的重擔呢？感謝讚美主，就着經歷來說，我們從聽見福音開始，就

引出一個動作，就是接受耶穌基督做我們的救主。這個救恩在哪裏顯出來

呢？在會幕的祭壇那裏。 

一個人要進到神面前，第一步是經過祭壇，在那裏解決我們與神的關

係。一切與神中間的攔阻事物，在祭壇那裏做一個基本的解決。感謝主，

當走過那個祭壇，就可以進聖所了。一進到聖所，裏面除了燈臺以外沒有

光。如果用我們的感覺來說，進到裏面是暗暗的。但因為我們已經有了祭

壇的經歷，我們是憑着生命進去的。沒有生命的人進不去。有生命的人裏

面有一個感覺，要更多的認識主，接受主的引導和帶領；這是我們屬靈的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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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是我們得救後所要走的一段路。雖然我們在知識上和經歷上，比較

多知道主一些，但我們多多少少覺得主和我們那個直接的連接，還是有點

缺欠。感謝主，我們進到聖所，在那裏就單純了。單純到一個地步，可以

到至聖所，與神面對面了；可以按照神的心意侍立在神的面前。這個是從

我們的經歷方面來看神的啟示。感謝主，雖然我們不能很細地說，但弟兄

姊妹已經看見，我們蒙神的恩典能來到神面前，我們這些人可以直接進到

神的面前。 

實際的光景 

從啟示方面看，一切是靠神的兒子，祂的所是和所作。藉着神兒子的

所是，神把祂所要做的做成，祂所做成的事給我們打開了那個回到神面前

去的路。若回到實際的光景，就發覺沒那麼輕鬆。我先說一點點，明天再

細一點提。在認識上面，神是這樣做了安排；回到當時以色列人實際的光

景，會發現神是藉着會幕住在他們中間。但我們只是知道這個事情，並沒

有辦法到神面前去；因為能進院子的，只有利未族的人；能進聖所的，只

有祭司；能進到至聖所的，只有大祭司。那麼老百姓怎麼樣？還是圍在神

的榮耀旨意的外面。雖然如此，但感謝主，神給我們看見利未人是代替以

色列十二個支派，可以靠近一點；祭司也是代替整個十二個支派，可以再

靠近一點；大祭司是背起整個以色列到神的面前。雖然人的愚昧把人陷在

與神相隔的事實裏，但在神的安排裏，神巴不得這個障礙完全拆掉，所有

人不需要再藉着利未人、祭司，就可以直接到神面前。神的定意是這樣，

感謝我們的神。 

在整個事情裏面，是怎樣起作用，讓以色列人安心接受神住在他們中

間呢？從眼見的事物來看是會幕，從實際神給我們恩典來認識會幕那個實

際的內容時，那是神的兒子和祂所作成的。我們要注意神已經作成了，我

們只是享用神所作成的。因此當我們歸納起來的時候，不能不注意到幾方

面的事，從這幾個重要的事物上面，我們能體會到神的心意。頭一點我們

注意到，為甚麼會幕的設立，一定要根據神所指示的樣式；因為不能把我

們的主的所是和所作的表達錯。 

我交通的範圍是限於會幕的範圍，故不說其他的事。但就着照着神在

山上指示的樣式這一點，我想起昨天我們的弟兄交通的教會歷史，我們非

常清楚知道，撒但一直要在神旨意的執行上，要做成在伊甸園裏所做成的。

但是感謝神，神的兒子所作成的事已經不能讓牠像在伊甸園那樣張狂了；

因為我們的主是從死裏復活的主，已經把一切黑暗的權勢帶到一個結束的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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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上。因此，撒但雖然要來搗亂，但神的心意一定可以恢復到神起初的

定意。 

當我們看教會歷史的時候，可看見教會在地上走錯了多少的路，從教

會走到宗教裏。人說是教會，神說那是宗教。到了現在，這光景有沒有過

去？沒有過去。還變着花樣，且變得更色彩豐富、更有內容，結果卻把主

所做的幾乎遮蓋了。這個不是在我交通的範圍裏，我只是提一提。所以弟

兄姊妹，我們在這個時代，要看的是看會幕所指示給我們的原則，不要去

注意人所說的道理。 

舉個例子，現在很流行大教會。弟兄姊妹，這個話是很好聽，但是一

回到主的話裏去看流行的大教會，我們看見甚麼？看見基督和祂的十字架

嗎？還是看見人的各種各樣智慧聰明、技巧和組織能力？在那裏，要找分

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很多；要找生命樹上的果子，就不太容易找到。這是現

在的光景。 

總結 

當我們看會幕的啟示時，會幕裏面大大小小的每件事物，我們懂得它

實在的意思；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必須看見整個會幕的大前提。現在把

它總結下來。在舊約會幕的啟示裏，頭一件給我們碰到的，是神的定意。

神定意甚麼？我要住在你們中間。這個話是不是神頭一次對祂的子民說的

呢？是的。 

感謝我們的神，讀到啟示錄最末了的時候，那就是我們這次聚會的主

題：「神的帳幕在人間」。這是神的定意，神這個定意不是在會幕的時候

開始，是在神造人以前就開始；在神吩咐以色列人造會幕的時候，祂發表

這個原則。然後我們看見啟示錄最末了，神所做的做成了。感謝讚美我們

的主，我們不單看見神的定意，也看見神的預備。因為在會幕裏面所表達

的每一件事物，不單是那會幕本身所有的物件，且是那些物件所表達出來

的屬靈實際。究竟屬靈的實際是甚麼呢？神的預備。 

我們感謝主，如果不是神的預備，我們怎能去到祭壇那裏？如果沒有

神的預備，我們的生命怎能長成呢？怎麼看見道路呢？怎麼有裏面的充滿

來走完跟隨主的路呢？感謝讚美神，會幕裏的一切，是神的預備。神預備

好這樣的一份恩典，神預備好這一份的同情和陪伴，讓我們在地上走路的

時候，不管遇到甚麼的光景，主都能帶我們越過去；因為祂預備了各樣的

豐盛恩典。 

更感謝我們主的恩，祂不但給我們定意，給我們預備，更挪去我們一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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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阻擋。這個挪去阻擋，不只是外面改變一下環境，用我們今天的話來

說，那是神把聖靈賜給我們，叫我們今天懂得跟隨聖靈的領導，活在生命

裏；我們是按照生命的那個管理和指導，繼續往前走。感謝我們的主，因

為在祂的豐盛憐憫裏，叫我們在會幕的啟示裏，摸到神怎麼把我們帶到祂

的面前，祂自己怎麼進到我們裏面，使我們和祂中間再沒有間隔。根據甚

麼呢？還是主自己的話所顯明的，基督和祂的十字架。神啟示那些的物件，

約櫃、桌子、燈臺、祭壇，連接起來是甚麼？很清楚的看見是十字架。會

幕給我們一個甚麼啟示的原則？基督和祂的十字架。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我們都是遠離神、背棄神的人，神把我們帶回祂

的面前，裏面沒有一件事情是我們自己做的；不像一些宗教說，你們做這

個做那個，那就好了。我們經歷神，可以做這個那個，但結果沒有一個能

做得好。怎麼能做得好呢？主自己替我們來做，祂站在我們的地位，祂領

我們回到神面前。感謝主，這是會幕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讓我們回到神

起初的定意，末了，神的帳幕就在人間。我們把榮耀稱頌感謝愛戴歸給祂。 

禱告：主啊，祢甚麼時候把祢的心意向我們打開，都是豐富到一個地步，

我們沒有辦法能領會得了。但是感謝主，祢把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給了我

們。求主親自把我們領進祢自己話語的光中，領進祢手中工作的榮耀和豐

美裏。謝謝我們的主，因為祢實在沒有留下一樣好處不給我們。但願主使

我們懂得，我們不只是為了好處來跟隨祢，而是為着祢的旨意來跟隨祢。

祢的旨意要住在我們的裏面，叫我們也住在祢裏面。主啊，但願祢救我們

脫離各種各樣人的愚昧，將祢所要做成的可以做成在我們身上。因為祢說

過，在祢手中沒有難成的事；所以我們放膽地把自己交給祢。但願主按照

祢的定意，領我們一步步地走進祢榮耀的旨意裏。我們都要說，榮耀、稱

頌、感謝、愛戴歸給祢。我們這樣禱告、仰望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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