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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幕外的陳設



銅祭壇
(出 27:1-8; 38:1-7)

• 用皂莢木作壇,用銅把壇包裹
• 這壇是四方的、長五肘、寬五肘、

高三肘 (8’9”長，5’3”高)
• 壇的四角上有四個角
• 壇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銅作
• 在壇的半腰,有一個銅網
• 用銅包裹皂莢木棍，穿過旁邊的銅

環，用來抬壇



銅洗濯盆
(出 30:17-21; 38:8)

• 會幕- 他用銅作洗濯盆、和盆座、是用會
幕門前伺候的婦人之鏡子作的(出 38:8)。

• 聖殿- 他又鑄一個銅海、樣式是圓的、高
五肘、徑十肘、圍三十肘(王上 7:23)。

• 神寶座前- 我看見彷彿有玻璃海、其中有
火攙雜．又看見那些勝了獸和獸的像、並
他名字數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著
神的琴(啟 15:2)。



會幕內的陳設



金燈臺
(出 25:31-40; 37:17-24)

• 用精金作一個燈臺
• 燈臺兩旁要杈出六個枝子,每旁三個
• 每個枝子有杯、形狀像杏花、有球
、有花

• 燈臺的蠟剪、和蠟花盤、也是要精
金的

• 祭司要點這燈、使燈光對照



陳設餅桌
(出 25:23-30; 37:10-16)

• 用皂莢木作一張桌子、長二肘、寬一肘
、高一肘半。

• 包上精金。 桌子的四圍各作一掌寬的橫
梁、橫梁上鑲著金牙邊。

• 用皂莢木作兩根杠、用金包裹、杠穿過
檯腳的金環,以便抬桌子。

• 桌子上的盤子、調羹、並奠酒的爵、和
瓶、這都要用精金製作。

• 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擺陳設餅



金香壇
(出 37:25-28)

•用皂莢木作香壇、是四方的、長一肘、寬一
肘、高二肘(3.5’)．

•壇的四角、與壇接連一塊。用精金、把壇的
上面、與壇的四面、並壇的四角包裹．又在
壇的四圍、鑲上金牙邊

•作兩個金環、安在牙子邊以下、在壇的兩旁
兩根橫橕上、作為穿杠的用處、以便抬壇。

•用皂莢木作杠、用金包裹。
•又按作香之法作聖膏油、和馨香料的淨香。



約櫃
(出 25:10-16)

• 要用皂莢木作一櫃、長二肘半、寬一肘
半、高一肘半。

• 要裏外包上精金、四圍鑲上金牙邊。
• 也要鑄四個金環安在櫃的四腳上、這邊
兩環、那邊兩環。

• 要用皂莢木作兩根杠、用金包裹。
• 要把杠穿在櫃旁的環內、以便抬櫃。
• 這杠要常在櫃的環內、不可抽出來。
• 必將我所要賜給你的法版、放在櫃裏。



施恩寶座
(出 25:17-22)

要用精金作施恩座、長二肘半、寬一肘半。
要用金子錘出兩個基路伯來,安在施恩座的兩頭。
二基路伯要接連一塊、在施恩座的兩頭。
二基路伯要高張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
臉對臉、朝著施恩座。
要將施恩座安在櫃的上邊、又將我所要賜給你
的法版放在櫃裏。
我要在那裏與你相會、又要從法櫃施恩座上二
基路伯中間、和你說我所要吩咐你傳給以色列
人的一切事。



銅祭壇

銅洗濯盆

金燈臺

陳設餅桌

金香壇

約櫃 / 施恩寶座

會幕的七個陳設



基督是世界
的光(約 8:12)

基督是生命的
糧 (約 6:35)

接受基督是
贖罪祭
(來 9:12)

受靈洗歸入
基督(加 3:27)

基督是大祭司

(約 14:6,13;
來 7:20-25;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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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 主與會幕
• 接受基督做我們的贖罪祭(銅祭壇)，

受靈洗歸入基督(銅洗濯盆)的人。

• 在主內，被祂的光帶領(金燈臺)，

與弟兄姊妹，一齊敬拜，擘餅 (陳

設餅桌),每日禱告(金香壇)。

• 這才是一個被耶穌基督,施恩寶座

上的寶血所挽回的人。約櫃法板上

所指出的一切罪，已被遮蓋。



看顧的主 拯救的主 引領的主 配受敬拜的主

象徵 神 羔羊 雲柱, 煙柱 律法 會幕

章節 1-2 章 3-12 章 13-18 章 19-24 章 25-40 章

地方 埃及 埃及 曠野路上 西乃山 西乃山

經文 彼前 5:7 林前 5:7 帖前 3:11 西 2:17 啟 21:3

出埃及記 - 救贖的主



創世紀系列 - 救贖的約
創1-11章 創12-50章

太古時期(全人類) 先祖時期(亞伯拉罕的家族)

創世 墮落 洪水 巴別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約瑟

創1-2章 創3-5章 創6-9章 創10-11章 創12-24章 創25-27章 創28-36章 創37-50章

罪的始末(3:5-22)

家譜言恩(5:1-32)

滴水不入(6:5-22)
巴別亂音(11:1-9)

憑信蒙福(13:1-18)
因信稱義(15:6-21)
名為何物(17:1-27)
主是應許(22:1-24)
主是中保(28:10-22)
主是救贖(4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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