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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爸爸，我可以和你一起刷墙吗？”

“妈妈，我想帮你做晚饭！”

这些是家里常常听到的对话。爸爸妈妈忙着处理家里家外的事
物，而孩子们也想加入在当中。他们不想只是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他们也想帮忙！

我确信在圣经时代也是如此。当希伯来人在旷野中的营地里，为
耶和华上帝建造会幕的时候，孩子们也想参与在中间。

“爸爸，我可以帮你一起锯皂荚木吗？”

“妈妈，我想帮你捻细麻线！”

是的，希伯来人营地里的孩子们，可以给他们忙碌地预备建造会
幕材料的父母们，帮上很多忙。而且，他们可以从帮助父母预备材料
的过程中，学到很多关于耶和华上帝的知识。对营地里所有的孩子们
来说，那实在是让人高兴的日子！那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故事
 
01. 为会幕献礼物
02. 搭建会幕
03. 把器具搬进去
04. 上帝进了祂的会幕
05. 完美的救主



1
为会幕献礼物

希伯来百姓拜金牛犊，摩西就发怒摔碎了耶和华上帝写的两块法
版。但是，摩西哀求耶和华上帝饶恕希伯来百姓，耶和华上帝听了摩
西的哀求，赦免了希伯来百姓。

摩西第二次从西乃山下来，手里拿着两块写着十诫的新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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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对希伯来百姓说：“耶和华上帝赦免了我们，祂要再次与我
们立约。”他并且拿起法版，大声地读给百姓听。

百姓们齐声回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继续对百姓说：“不但如此，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耶和
华上帝要住在我们中间。祂要我们在营地当中为祂建造居所，就是会
幕。那里就是我们敬拜耶和华上帝，与祂相会的地方。”

希伯来人出了埃及，还没有到西乃山的时候，摩西曾经按照耶和
华上帝的吩咐，在离希伯来人营地远一些的地方，搭建了一个帐棚，
摩西称那个帐棚为会幕。摩西寻求耶和华上帝的时候，就出到营外的
会幕那里。这时，百姓们都起来，站在自己帐棚门口，望着摩西，直
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就有云柱降下来停在会幕门口。
百姓看见了云柱停在会幕门口上面，就都在自己帐棚的门口下拜。耶
和华上帝就在会幕里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就像人对朋友说话一样。

现在，耶和华上帝要在希伯来人的营中建造会幕，希伯来百姓就
可以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上帝。所以，百姓们听到摩西带来的好消息，
都非常兴奋。

摩西告诉百姓们说：“你们中间，凡是愿意甘心乐意为耶和华上
帝的居所，会幕，奉献的，就可以向耶和华上帝建造会幕献出材料，
有：金、银、铜……”

妇女们迫不及待地、七嘴八舌地说：“我可以帮忙！是啊，我们
一定可以帮忙的。”

“我家里的镜子是铜的，可以拿来献上。”

“我可以献上我的金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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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里有银手镯。”

“我家里有铜镜子，我也拿过来吧！”

摩西继续说：“还需要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细麻，山羊
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做膏油和香的香
料，还需要可以镶嵌在大祭司的以弗得和胸牌上的红玛瑙和各样的宝
石。”

希伯来百姓们听完摩西说的，就回自己的帐棚去了。他们甘心乐
意地拿出了他们的金、银、铜器，还有耳环、项链、手镯，带宝石的
别针和镜子，献给耶和华上帝。还有人拿来了山羊皮、海狗皮，皂荚
木和各样宝石。

摩西对希伯来人说：“耶和华上帝已经提名召犹大支派的比撒
列，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又分派但支派的
亚何利亚伯与他一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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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摩西把比撒列、亚何利亚伯，还有耶和华赐下聪明智慧，
知道怎么制造会幕需用物品的人召来，并且把希伯来百姓的奉献交给
他们建造会幕。

百姓们每天早晨都不断地把捐献送过来。

比撒列告诉摩西说：“送来的材料太多了，已经超过建造会幕所
需用的了。”

于是，摩西就下命令说：“大家不要再为会幕奉献了。”这样才
拦住了百姓。

建造会幕的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一天，摩西和比撒列，还
有摩西的两个儿子，革舜和以利以谢，一起去看建造会幕的准备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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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到忙碌编织幔子的工匠那里，其中不少是妇女。

比撒列对摩西说：“这幔子是照你的吩咐，用手搓好的细麻和蓝
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编织的。他们都很细心，都做得很好！”

革舜对弟弟以利以谢说：“他们编织的这块布好大啊！”

一位正在织幔子的妇女抬起头，微笑地看着好奇的革舜和以利以
谢，说：“这是建造会幕用的幔子。你看，比较厚重。”然后，她指
指那边的妇女说：“喏，她们织的是给祭司做衣服的细麻布，是比较
轻薄的。”

以利以谢对革舜说：“革舜，你看，那边有人正在幔子上绣图
呢！”

比撒列走到绣图的工匠身边，仔细地检查幔子上的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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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舜问父亲摩西，说：“爸爸，这上面绣的是什么？”

摩西回答：“是耶和华上帝的天使，基路伯。”

比撒列对摩西说：“他们绣的很用心，一点瑕疵也没有。”

革舜感叹地说：“绣得好漂亮啊！”

他们又来到了熔炉旁边，工匠们烧起火融化铜器、银器、金器，
和各样的首饰。

以利以谢指着熔炉，对父亲摩西说：“妈妈的铜镜一定在这里
面。”

比撒列说：“哦，这里面可有很多的铜镜呐！”

以利以谢就赶忙问道：“这些铜融化了，要做成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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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撒列回答：“用来做祭司洗手用的铜盆和铜盆的盆座，还有外
院用的基座。”

革舜兴奋地说：“应该是亚伦叔叔在进会幕以前，洗手用的。”

比撒列继续说：“除此以外，我们还要用铜做铜网，和祭坛上用
的工具。祭坛也要用铜包起来！”

他们又来到为会幕制造金器的金匠那里，金匠正在把金块捶打成
薄片。

以利以谢问：“这些金的薄片拿来做什么呢？”

比撒列回答说：“这些金箔的用处可多了！耶和华上帝会幕的围
墙和柱子都要用金箔来包裹，会幕里面的家具和器皿也要用金箔来包
裹。还有，祭司穿的圣衣，以弗得，也要用金片剪成细条织在上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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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舜惊奇地说：“原来祭司穿的圣衣上也要用金子啊！”

比撒列说：“除了金子，还有宝石呢！你看那边，他们正在加工
以弗得用的宝石。”

革舜和以利以谢转过身，赶紧去到宝石工匠那里。一位工匠很仔
细地在切割宝石，而另一位工匠正在宝石上雕刻。

以利以谢问比撒列：“他在宝石上刻什么呢？”

比撒列拿起一颗雕刻好的宝石，放到以利以谢眼前，说：“哪，
你看看！”

以利以谢把脸凑近比撒列手中的宝石，说：“呃，上面刻的是流
便，是流便支派，对吗？”

比撒列点点头，说：“是的。”

革舜在一边看着其他刻好的宝石，高兴地说：“还有犹大、西
缅、利未，这些宝石上刻的都是各个支派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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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舜转身问父亲摩西，说：“爸爸，为什么要在这些宝石上刻上
各个支派的名字呢？”

摩西回答：“这些刻着十二支派的各种宝石是要镶在祭司圣衣以
弗得的胸牌上的。这就表示大祭司来到耶和华上帝面前，是代表希伯
来全族的。”

革舜惊叹地问摩西，说：“爸爸，你怎么知道，建造耶和华上帝
的会幕的这么多东西，要怎做呢？”

摩西拍拍革舜的肩膀，说：“是我在西乃山上的时候，耶和华上
帝就把建造会幕需要的所有的东西，和这些东西的尺寸、材料，还有
颜色都告诉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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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舜惊讶地说：“哦，爸爸，原来会幕是耶和华上帝自己设计
的！”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25章1-9节；35章19节-36章7节

14



问题

1 上帝和希伯来百姓相会的特别的房子叫什么？

2 建造这个特别的房子需要哪些材料？

3 建造这个房子需要完成哪些工作？你想要参与什么工作？

4 百姓怎么知道建造上帝的房子要预备些什么？这房子是谁设计
的？

5 百姓以什么态度为建造上帝的房子献礼物？今天，我们可以带
什么礼物来帮助敬拜事奉？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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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搭建会幕

希伯来人忙碌地准备建造耶和华上帝会幕所需用的物品，大家都
很兴奋，也很齐心，没有一个人发怨言。他们已经在旷野的营地中
间，为会幕用石头围出了一块长方形的空地，那就是将要立起耶和华
上帝会幕的地方。

希伯来人还照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的样式，制做建造会幕需要的
所有物品。耶和华上帝怎样吩咐，希伯来人就怎样做。

一天早晨，比撒列来见摩西，说：“我主啊，耶和华上帝会幕的
一切都已经完成了！完全都是按你所吩咐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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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说：“好！都送到这里来吧！”

工匠们就把所有为搭建会幕预备的材料，和会幕里的所有器具，
都送到摩西那里。摩西看见为建造耶和华上帝会幕的所有一切东西都
做成了，就给所有的工匠祝福。

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正月初一，你要立起会幕。”

摩西就向百姓宣布，说：“搭建耶和华上帝会幕的一切都准备好
了，正月初一，我们要立起会幕。”希伯来百姓都兴奋极了。

到了正月初一，希伯来人就按照摩西的吩咐，搭建耶和华上帝的
会幕。

摩西吩咐比撒列，说：“让利未人把银底座沿着这石头摆放的位
置，排成长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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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比撒列指挥利未人抬着会幕的九十六个银底座，朝那石头
围成的长方形走去。

革舜问比撒列，说：“那些银底座看起来挺重的，有多重啊？”

比撒列回答说：“是的，不轻。每个银底座都有将近四十五公斤
重呢！”

然后，比撒列就大声地对着抬银底座的利未人说：“要保正每个
底座排列整齐，排成一条直线。注意，在东面要留出门的位置。”

于是，利未人就按着指示，把耶和华上帝会幕的基座都安好了。
整整齐齐排好的九十六个银底座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摩西又对比撒列说：“好，现在把会幕的竖板装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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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撒列就招呼另一批利未人，把四十八块会幕的竖板带来了。这
些竖板是用皂荚木做成的，每块大约高四米半、宽半米，外面都包上
了金子。

站在一旁观看的以利以谢对革舜说：“这些竖板都包上了金子，
真漂亮啊！”

革舜说：“这么多竖板都要立起来，会很花功夫的！”

这时，比撒列在利未人中走来走去，告诉他们怎样把竖板底端的
两个榫，插到银基座的卯里。很快，耶和华上帝会幕的包金墙壁就立
了起来，金色的墙壁在阳光下耀眼夺目！

以利以谢对革舜说：“革舜，你看到那些竖板上的环了吗？那是
做什么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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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舜回答：“是的，我看到了。那些环好像是金子做的，闪闪发
亮的。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作什么用的。”

正说着，只见比撒列带领利未人搬来了一些包金的长棍子，然后
把那些长长的包金的长棍子穿在竖板上的环里，这样就把一块一块的
竖板牢牢地连成了整块的竖板牆。”

以利以谢很高兴地说：“嗯，太好啦！这样就是刮大风，这墙也
不会倒了。”

会幕金色的墙壁做好了。比撒列又带领利未人，从会幕东边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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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抬进去四个银基座和四根包金的柱子。摩西指示他们在距离西面墙
壁三分之一的地方，把四个银基座分开放在地上，然后再把四根包金
的柱子立在上面。

接着，利未人又抬来五个青铜造的基座和五根包金的柱子。摩西
吩咐他们把铜基座放在会幕最东面门口的地方。比撒列带领利未人把
包金的柱子立在铜基座上。

接下来，就要搭建耶和华上帝会幕的顶棚了。要撑起这个顶棚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会幕大约有十三米长，宽和高都大约是四
米。顶棚要盖在整个用包金的竖板围起来的会幕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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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幕的顶棚有四层。最里面一层是用十幅细麻和蓝色、紫色、朱
红色线织成的幔子，上面有巧匠绣的耶和华上帝的天使基路伯。这就
是耶和华上帝会幕的天花板。

很快，会幕的顶棚的幔子搭好了。现在，要在幔子上面罩上罩
棚。第一层罩棚是用山羊毛织的，比那层幔子稍微大一点，是用来保
护幔子的。

山羊毛的罩棚搭好以后，摩西吩咐利未人抬来了第二层的罩棚。
第二层罩棚是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的，要盖在山羊毛的罩棚上面。

会幕的第二层罩棚盖上以后，还要再盖上第三层的罩棚，那是用
海狗皮做的罩棚。这也是会幕最上面的一层罩棚。这罩棚可以遮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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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旷野不常常降雨，但是下起雨来的时候，经常是倾盆大雨。

在搭好顶棚的会幕里面，被四个银基座上的四根包金柱子分成了
两部份。西面的那部份比较小，占会幕的三分之一，是正方形的。东
面的一部分是长方形的，占会幕的三分之二。现在这两部份还没有东
西隔开。

耶和华上帝的会幕这样就搭建好了。这一切都是摩西照着耶和华
上帝的吩咐，让希伯来人做的。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39章32节-40章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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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上帝的房子是什么形状的？利未人怎么知道在哪里立起外墙？

2 外墙是用什么做的？

3 外墙使用了多少个银基座？多少块竖板？如何把竖板连在一
起？

4 房子是用什么做顶？房顶分成哪几层？

5 你认为为什么上帝的房子要用最美丽、最特殊的材料建造是那
么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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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把器具搬进去

耶和华上帝的会幕荣耀地立在希伯来人营地的当中，希伯来百姓
都高兴极了。利未人也都等着把会幕里的器具搬进去。摩西和亚伦来
到了约柜前，摩西的儿子革舜和以利以谢跟在摩西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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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以谢看着约柜赞叹地说：“啊，约柜都用金子包了起来，真
漂亮！”

革舜也说：“约柜的盖子上那两个展开翅膀的天使基路伯也是金
子做的！比撒列做得真好！”

亚伦说：“啊，这两个面对面的，用展开的翅膀遮住约柜盖子的
基路伯，真是栩栩如生啊！感谢耶和华上帝赐比撒列有智慧、有聪
明，能做各样的工。”

摩西就说：“这约柜的盖子就是施恩座。耶和华上帝对我说，祂
要在施恩座的二个基路伯中间和我说话，告诉我传给希伯来人的一切
事。”

然后，摩西就对亚伦说：“亚伦，现在，我们就让利未人把约柜
抬进耶和华上帝会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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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四个利未人用杠把约柜抬在肩上。等候在会幕外面的希伯
来百姓，看见这金色的约柜和上面闪闪发光的基路伯，都不断地发出
惊叹，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荣耀美丽的东西。

摩西吩咐利未人把约柜抬进会幕，直接越过帐幕中的那四根包金
的柱子，去到圣所的最里面。

摩西示意抬约柜的利未人把约柜放下来。然后，摩西对大家
说：“这是耶和华上帝和我们希伯来人立约的约柜。耶和华上帝要住
在我们中间，祂与我们立约，要我们按照祂的诫命生活。所以，耶和
华上帝要我把写着十诫的法版放在了约柜里，并且要把约柜放到至圣
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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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舜看着圣所帐幕的四周，自言自语地说：“至圣所？就是这里
吗？”

以利以谢也说：“是啊，至圣所在哪呢？”

摩西回答说：“就是这里。”

接着，摩西就吩咐利未人把至圣所的幔子抬来。

以利以谢看着抬进来的幔子，就说：“诶，这幔子的颜色和上面
绣的基路伯和顶棚的幔子是一样的！”

利未人开始把幔子挂在四个银基座上的四根包金的柱子之间。

摩西站在约柜旁，说：“现在，约柜安放的地方就是至圣所，外
面是圣所。耶和华上帝说，以后，这里除了我，只有大祭司可以进
来。”

利未人很快把分隔至圣所的幔子挂好了，至圣所就被巨大的、庄
严而荣美的幔子遮蔽起来了。

革舜恍然大悟地说：“哦，原来是要用幔子把至圣所和圣所分
开。不过，这里黑黑的，光线都被这厚厚的幔子挡住了。”

以利以谢问：“至圣所永远都是这么黑吗？”

摩西回答说：“不会的，耶和华上帝的荣光将会充满这里。”

摩西和亚伦、革舜、以利以谢穿过分隔至圣所的幔子，走出至圣
所。

摩西对亚伦说：“亚伦，现在要把圣物抬进圣所。先抬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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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

亚伦就吩咐四个利未人把金香坛用杠抬了进来。金香坛是四方
的，是用皂荚木做成的，外面包了金子。摩西吩让利未人把金香坛放
在靠近至圣所的幔子前，隔着幔子正对着约柜。

摩西又指着圣所的北面，说：“亚伦，请利未人把陈设饼桌放在
这里。”

亚伦就吩咐四个利未人，把陈设饼桌抬了过来。

陈设饼桌是用皂荚木造的，外面也包了金子，桌子的四脚上有金
环。利未人就是用两根皂荚木做的，包了金子的杠，穿进桌子两旁的
金环里，抬进圣所的。他们把陈设饼桌放在了摩西指定的地方。而紧
跟在抬桌子的利未人后面，还有两个利未人，每个人手里捧着一个盘
子，盘子上面放着一摞饼。

以利以谢轻轻地对革舜说：“我数过有几个饼了，两个盘上一共
有十二个饼！”

革舜就问父亲摩西：“这饼是做什么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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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说：“这是陈设饼，祭司要在安息日前烤好十二个饼，放在
这张陈设饼桌上。十二个饼代表我们希伯来人十二个支派。这饼是神
圣的，只有祭司可以吃。”

亚伦接着说：“是的，在安息日前，我们祭司会用新烤的陈设饼
替换上一周的饼，替换下来的饼就归我们祭司。”

说着，又有几个利未人拿来了用金子做的调羹、装酒的爵和瓶。
摩西吩咐利未人很小心地把这些东西放在了陈设饼桌上。

然后，摩西说：“亚伦，现在要把圣所的最后一件圣物金灯台，
放进来了。”

亚伦就让两个利未人抬进来金光闪闪的灯台，后面还有一个利未
人手里拿着一壶点灯用的橄榄油。这金灯台大概有三十公斤重，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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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精金锤出来的。

以利以谢看见金灯台，就感叹说：“这个金灯台太漂亮了！革
舜，你看，这金灯台看起来像一棵树，两边各有三根枝子。”

革舜说：“是啊，那天我问过比撒列，他告诉我说，枝子的顶端
是灯，下面那个像杏花的小杯是盛灯油的。” 

摩西吩咐利未人把金灯台放进会幕的南面，就是陈设饼桌的对
面，然后把油倒进灯台上的金杯里，点燃了上面的七个灯盏。

因为会幕没有窗户，就算是入口是敞开的，圣所里面还是很暗。
现在，有了明亮的金灯台，圣所就一下子被照亮了。

会幕里的器具都摆好了，大家走出会幕。摩西就叫利未人，在会
幕东面门口的五个金柱子上，把幔子挂好，遮住进入圣所的门。耶和
华上帝的会幕就建造完成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40章20-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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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搬进上帝房子的第一件家具是什么？

2 约柜是做什么用的？它看起来像什么？

3 上帝的房子里被分成的两个房间叫什么？两个房间是用什么隔
开的？

4 你记得还有什么其他物品搬进了上帝的房子？

5 当摩西与上帝相会的时候，是在其中的哪个房间？上帝在那里
要告诉摩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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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帝进了祂的会幕

希伯来百姓都聚集在耶和华上帝会幕的外面，看着摩西和亚伦带
领利未人把会幕里的器具都搬了进去。

小女孩米玛从人群中了挤了过来，拉住革顺，问：“革顺哥哥，
耶和华上帝马上就要来了吗？”

革顺回答说：“小米玛，搭建会幕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呢！”

小米玛继续问：“祂的帐棚不是已经搭好了，而且，家具都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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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呀？”

革顺说：“你说得对，会幕已经建好了。但是，在耶和华上帝会
幕外面还有些东西还没有搬过来，所以工作还没完成。”

小米玛羡慕并且惊讶地看着革顺，说：“革顺哥哥，你怎么什么
都知道呀？”

革顺回答说：“我的父亲摩西，曾经带我看过比撒列做会幕的器
具。我看到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祭坛，还有一个大铜盆，都没有搬过
来。诶，小米玛，你看，利未人正在把祭坛搬过来了。”

利未人抬着祭坛走过来了。这个祭坛很大，是四方的，长宽都大
约有两米二，高度大概是一米三，是用皂荚木做的。整个坛外面都包
上了铜。还有一些利未人拿来了祭坛用的桶子、铲子、盘子、肉叉和
火盆，这些器具都是用铜做的。

小米玛对革舜说：“这个铜祭坛真大，就是你在比撒列那里看见
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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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舜回答说：“小米玛，这个祭坛是皂荚木做的，只是外面包上
了铜。这样，祭坛就不会太重，也不会被烧祭物的火烧坏。让我告诉
你吧，这个祭坛没有盖，也没有底，只有四面的围板。你在这里没有
办法看见，祭坛里面有一张铜网，祭牲就是要放在铜网上烧的。”

小米玛问：“为什么祭坛没有盖子呢？”

革顺就对小米玛说：“因为燔祭要把整个祭物在祭坛上烧尽，使
香气上升，全部献给神。有了盖子，香气怎么上升呢？”

小米玛点点头，说：“哦，是这样啊！”

革顺继续说：“小米玛，因为我们有罪，耶和华上帝无法接纳我
们。但是，耶和华上帝爱我们，就允许我们用一头牲畜成为祭牲，代
替我们受惩罚。这样，耶和华上帝才可以接纳我们。你知道吗？”

小米玛说：“嗯，妈妈告诉过我。”

35



革舜很高兴地说：“那真好！你要听妈妈的话！”

利未人把巨大的祭坛抬到了会幕的门前。摩西就示意他们放下
来。

祭坛安放好以后，摩西就对希伯来百姓们说：“在这祭坛上，祭
司要每天早晚两次，为我们希伯来人的罪，向耶和华上帝献上燔
祭。”

然后，利未人又把洗濯盆和洗濯盆的盆座抬了过来。洗濯盆是个
大铜盆，盆座也是铜制的。摩西吩咐把它安放在会幕和祭坛中间。

小米玛看见有利未人把水倒进洗濯盆里，就说：“我知道，耶和
华上帝不喜欢有人脏脏地去见祂。所以，要盆里的水洗干净，才能见
耶和华上帝，对吗，革舜哥哥？”

这时，摩西大声地对百姓们说：“祭司无论是要进耶和华上帝会
幕，还是在祭坛前供职，都要在这洗濯盆里洗手洗脚，免得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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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革舜就对小米玛说：“是啊，小米玛！耶和华上帝要人干净清
洁，才能见祂。不但是身体要清洁，心就更要清洁才行呢！”

最后，摩西吩咐利未人拿来了六十根柱子和铜座。利未人在会幕
的南北两面各放了二十个铜座，在铜座上立起了二十根柱子，在东西
两面各放了十个铜座，在铜座上立起了十根柱子。然后，再用绳子把
柱顶钩子绑在插在地上的橛子上，在柱和柱之间又用银杆子连起来。
接着，在连接柱子的银杆上，挂起了用捻出的细麻织成的细麻布。这
样，耶和华上帝的会幕和会幕前的洗濯盆、祭坛都被围在一个长方形
的大院子里。

这个院子南北长大约四十四米，东西大约宽二十二米。摩西再吩
咐利未人把有手工刺绣的门帘，挂在外院东面的入口。这门帘是用蓝
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成的。这样，整个耶和华上帝会幕
的工作就完成了。

于是，云彩遮盖了会幕，耶和华上帝的荣光充满了会幕。百姓一
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40章29-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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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上帝的房子前面的祭坛是用来做什么的？

2 为什么上帝要求献祭？上帝喜欢祭牲吗？

3 院子还有些什么物品？是用来做什么的？

4 祭司献祭前，必须洗净自己，这是为什么呢？

5 当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用像希伯来人那样做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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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美的救主

耶和华上帝的会幕完全建成以后，耶和华上帝住进了会幕里。云
彩遮盖了会幕，耶和华上帝的荣光充满了会幕。百姓见到，都高兴极
了。他们齐声欢呼，并且俯伏在地。

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你把亚伦和他儿子一起带来，并要把圣
衣、膏油，和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
你要召聚百姓到会幕门口。”

摩西就照着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的去做。聚集在会幕门口的百姓
们，看见摩西领着几个人，从耶和华上帝会幕外院的东面门口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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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以谢对革舜说：“你看，爸爸带着亚伦和和他的儿子们进会
幕了！”

革舜说：“是啊，亚伦伯伯要作耶和华上帝的大祭司了！”

摩西带着亚伦和他四个儿子来到会幕前的洗濯盆，用水洗净他们
的身体，给他们穿上细麻布做的内袍。

革舜站在人群中，对身边的以利以谢说：“快看，快看，爸爸要
给亚伦伯伯穿蓝色的外袍了。”

以利以谢说：“亚伦伯伯现在在穿蓝色的外袍，那袍子下面还有
金铃铛，还有彩色线做的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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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舜说：“爸爸说过，穿上这外袍，祭司进出会幕的时候，耶和
华上帝就能听见袍子上铃铛的响声。”

亚伦穿好蓝色的外袍以后，摩西又拿起绚丽夺目的以弗得背心给
亚伦穿上。观看的百姓一片寂静。

这以弗得极其华美，以利以谢赞叹说：“以弗得真漂亮啊！有四
行宝石镶嵌在金槽里。”

革舜说：“那些宝石上刻着我们十二支派的名字，我们在刻宝石
的工匠那里看到过的。”

41



以利以谢同意地说：“是的，我们见过的！”

亚伦穿的以弗得胸牌上镶嵌了四行宝石。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
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
玛瑙、紫晶，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宝石上按着顺序凋刻
着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也就是希伯来人的十二个支派。

另外，以弗得背心两边的肩带上还各有一块红玛瑙，每块红玛瑙
上分别刻着雅各六个儿子的名字，一共有十二个名字。这两块红玛瑙
也都镶嵌在金子做的槽里。

以弗得穿好以后，摩西把细麻布做的冠冕戴在亚伦的头上，又拿
起用精金做的一面牌，用两边的蓝色带子把牌绑在亚伦的额头上，这
金牌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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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穿好了大祭司的圣服。摩西就拿膏油抹会幕和里面所有的器
具。这膏油是用橄榄油和香料做成的。然后摩西走出会幕，又用膏油
抹了祭坛和洗濯盆，使耶和华上帝院里的一切都成圣。最后，摩西把
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让他成为耶和华上帝的大祭司。

随后，摩西照耶和华上帝的吩咐，也给亚伦的儿子们穿上细麻布
做的内袍，系上腰带，裹上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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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牵了赎罪祭的公牛在会幕门前，亚伦和他儿子们按手在赎罪
祭公牛的头上，使罪归在公牛身上。摩西就宰了公牛，献为赎罪祭，
把公牛的血抹在祭坛角，又把血倒在坛的下面，使坛洁净。

摩西又牵来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按手在羊的头上。
摩西宰了公羊，在祭坛上把羊献给耶和华上帝为燔祭。

摩西又牵来第二只公绵羊，就是亚伦和他儿子承接祭司圣职之礼
的羊。摩西宰了羊，按着耶和华上帝的吩咐在坛上献祭。

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要把献祭归给祭司的肉在会
幕门口煮了，就在那里吃，还要吃为承接祭司圣职准备的饼。你们要
住在会幕门口七天，昼夜不离开。这是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的。”

于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就按耶和华上帝藉着摩西所吩咐的去
做。

到了第八天，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就正式作为耶和华上帝的祭
司，在耶和华上帝的会幕里头服侍，为自己和希伯来百姓献祭。

亚伦的其中两个儿子没有按照耶和华上帝的吩咐，擅自去献祭。
结果，有火从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出来，他们就死在耶和华上帝的面
前。

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
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
恩座上。每逢七月十日，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这日要为你们赎
罪，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那受膏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
细麻布的圣衣，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这要作你们永远
的定例，因希伯来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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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七月初十，摩西召聚希伯来全体会众来到耶和华上帝的会幕
前。大祭司亚伦先用水洗身体，然后穿上大祭司的圣衣。

45



亚伦为自己和家人预备了一头公牛犊作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作燔
祭。亚伦从希伯来会众中，取了两只公山羊作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作
燔祭。

然后，亚伦把两只作赎罪祭的公山羊牵来，放在会幕门口，为会
众献的两只赎罪的公山羊抽签。

革顺问：“爸爸，亚伦伯伯在做什么？”

摩西回答说：“亚伦伯伯是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哪只公山羊要献为
赎罪祭。”

革顺接着问：“亚伦伯伯为什么要为赎罪的公山羊抽签呢？他自
己挑一只不行吗？”

摩西回答：“亚伦伯伯为赎罪的公山羊抽签，就是把选择的权力
交到耶和华上帝手中，不是以人的心意来决定。”

以利以谢问：“不被献祭的那只羊会怎么样呢？”

摩西说：“那只山羊会送到旷野去。” 

以利以谢又问：“把牠放了？为什么？”

摩西回答说：“你看亚伦伯伯接下来做的，你就知道了。”

亚伦为两只赎罪的公山羊抽完签以后，把为自己和家人赎罪的公
牛犊在祭坛上献为赎罪祭。

亚伦献了赎罪祭以后，把公牛犊的血带进会幕，然后，从至圣所
幔子外的金香坛取下火炭，盛满了金香炉，又拿上装着捣碎的芬芳香
料的金杯，带进了至圣所，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撒在香炉的火炭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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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的烟遮盖约柜上的施恩座，保护亚伦不会直接看见耶和华上帝的
荣光，免得他死亡。 

接着，亚伦走出至圣所，从圣所取了公牛的血再进到至圣所，用
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再用指头在施恩座的前面，把公牛的血弹了
七次。做完这些以后，亚伦又在祭坛宰杀了那只为希伯来人作赎罪祭
的公山羊，把公山羊血带再进至圣所，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施恩座的
前面，好像弹公牛犊的血一样。 

然后，亚伦从会幕里出来，把公牛犊和公山羊的血抹在祭坛的四
角，用指头把血弹在祭坛上七次，在祭坛前行赎罪礼，除掉希伯来人
的污秽，使坛成圣。 

革舜问父亲摩西说：“爸爸，为什么还要为会幕和祭坛赎罪呢？
你不是在膏立亚伦伯伯成为祭司的时候，已经给会幕和祭坛行过赎罪
礼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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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回答说：“是的，那时我的确给会幕和祭坛行过赎罪礼。但
是，你想想，耶和华上帝要我们每年都要在赎罪日赎罪，这就说明我
们还是常常会犯罪。因此祭坛还是有可能被人玷污，所以不是一次洁
净就足够的。” 

亚伦完成了祭坛前的行赎罪礼以后，走到另一只公山羊那里，把
两只手按在羊头上，承认希伯来人罪孽、过犯，把罪孽、过犯都归在
羊头上。然后，亚伦把羊交给一个利未人。 

亚伦对全体会众说：“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归在这只山羊身上，它
要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这羊要被带到旷野无人的地方。” 

以利以谢小声地对革顺说：“我知道了，那只羊把我们的罪带到
无人的旷野，罪就再也不能回到我们这里了。” 

接着，亚伦又进入会幕，把他进至圣所穿的圣衣脱下，放在那
里，又用水洗身，穿回自己的衣服。他走出会幕，把自己和会众赎罪
祭牲的脂油烧在祭坛上，当作燔祭献给耶和华上帝，又吩咐人把赎罪
的祭牲搬到营外倒灰之处，用火烧尽。 

然后，亚伦再次穿回圣服，走进至圣所取出金香炉，又在圣所的
香坛上烧香，并且点着了金灯台的七个灯盏。最后，他脱下圣衣，走
出会幕。这样，就完成了每年一次在赎罪日的全部赎罪礼。 

希伯来人按着耶和华上帝的吩咐，每年一次，让大祭司在赎罪日
带着公牛和公山羊的血，为自己和百姓献祭赎罪。因为牛羊的血并不
能完全赎去人的罪，让人成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不
用牛羊的血，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献祭，就完成了永远的赎罪，叫
可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祂就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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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祂虽然是神，却曾经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
上，祂为了担当全人类一切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不仅死在
十字架上，祂从死里复活以后，就一直在天父上帝的旁边，为我们祷
告。只要我们愿意相信倚靠耶稣基督，祂就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因为
耶稣基督是我们完美的救主。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利未记：16章1-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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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上帝吩咐希伯来人赎罪日要做什么？

2 谁才能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他要在那里做什么？

3 希伯来百姓的罪归在哪里？

4 为什么祭司要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呢？

5 耶稣为我们献祭，祂献上了自己！耶稣所献的祭比当时祭司所
献的祭更好吗？我们怎样才能让耶稣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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