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记

第一周 第一天 出一 1～二 25

第一周 第二天 出三 1～四 31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出 2:24 神听见他们的哀叹，就记念祂与亚伯拉罕丶以撒丶雅各
所立的约。
出 2:25 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出 3:15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
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
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
记念，直到万代。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三、真理要点：
创世记结束於一个死人放在棺材里，停在______。这指明
神的选民在埃及是在______的光景里。他们虽然在死亡之中，
却非常活而活跃。他们在埃及谋生，享受埃及的快乐，同时却
受 法老 ______并 ______，法老 严严 的待 他们 ，使他 们为 他
______。因此，他们受阻不能完成神创造并拣选他们的______。
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暴虐下的情景，乃是世上堕落人类在
______霸占、奴役的手下，并在他黑暗的邪恶权势下生活的一
幅完整图画。
（参出一 6 注 1）

出埃及三章十四节『我是』这神圣的名称，指神是______
的一位，祂不倚靠______以外的任何事物。作为『我是』
，祂是
______的一位，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也是蒙祂呼召并差遣
者所需的一切。
十五节是神头一次以『______』这名使祂的百姓认识祂自
己。
『耶和华』的意思是『我是那我是』
，
（出三 14，
）指明耶和
华是自有永有的永远者，就是那昔是今是以後永是者。（启一
4。
）（参出三 14 注 1，15 注 1，创二 4 注 3）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至四篇。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五至十二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第一周 第三天 出五 1～六 30

第一周 第四天 出七 1～八 32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出 5:1 後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在旷野向我守节。

出 7:5 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三、真理要点：

出埃及记描述耶和华与法老之间十二次的冲突。
（五 1～
十一 10，十二 29～36。）神的子民已经堕落到法老霸占下属世
的生活中。神的愿望是要祂的子民在地上作祂的______；然而，
神的子民若没有从______被救出来，并______归神，这愿望就
无法实现。
向主守节，乃是藉着在祂面前______祂，而以祂所要的
______来敬拜祂。这敬拜包含献祭给祂。（五 3，来十三 15。）
神所要的敬拜，是我们在这敬拜中，享受神将自己______到我
们里面，作我们的供应，然後在我们对祂的享受中，与祂一同
安息。
（约四 24 与注。
）（参出五 1 注 1，注 3）

经过与法老头两次冲突後，神用十灾惩罚埃及人，好使他
们______祂的百姓，并______埃及人和祂的百姓，关於世界生
活的本质，使他们愿意舍弃______的生活。十灾可归类为四组。
第一组包括______、蛙灾、和虱灾；
（出七 15～八 19；）第二组
包括______、畜疫之灾、和疮灾；
（八 20～九 12；）第三组包括
______、蝗灾、和黑暗之灾；
（九 13～十 29；
）第四组是______
之灾。
（十一 1～10，十二 29～30。）藉着这十灾，神就能完成
祂选民出埃及的事，并完全暴 露在世界里生活的______与
______。（参出七 15 注 1）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十五至十八篇。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十三至十五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第一周 第五天 出九 1～十 29

第一周 第六天 出十一 1～十二 14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出 9:1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
人的神这样说，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事奉我。

出 12:7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
楣上。
出 12:8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三、真理要点：
一面，______使法老的心刚硬；另一面，法老______硬着
心。这指明神是主宰一切的，也指明人有神所造的自由意志，
因此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神的______和人的______，二者彼
此呼应，不相矛盾。神在祂的主宰权柄里，首先使法老的心刚
硬，然後法老透过自己的自由意志，显出这样的刚硬。因着法
老______，至终他的心就刚硬了，变硬了，并且一直硬到底。
（参出九 12 注 1）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十八至二十一篇。

涂在房屋门框上和门楣上的血，豫表基督______的血。这
血开了路，使蒙救赎者进入房屋，含示基督的血开了路，使我
们进入房屋所豫表的______里面。同样的血也向______关闭通
路，藉此保守神所救赎的人免受______。（出十二 23。）
逾越节羊羔的血是为着______，救赎以色列人脱离神那死
的审判；羊羔的肉是为着______的供应，使百姓有力量从______
走出去。羊羔的肉表徵基督钉死并复活的______，作神所救赎
之人的供应。
（参出十二 7 注 1，8 注 1）

读经心得：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二十二至二十五篇。
读经心得：

第一周 第七天 出十二 15～51
一、重点经节：
出 12:22 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一些在门楣上，和左
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牛膝草属於______的植物，在这里表徵我们的______；神
不要求我们有大的信心。
（太十七 20。
）取用逾越节羊羔基督的
血，不是藉着大的信心，乃是藉着______的信心。即使一点点
的信心，就彀我们取用基督的血，使我们进入祂这房屋里面，
并对______有完满的享受。
以色列人要有分於逾越节，就必须______并______在洒了
血的房屋内。同样的原则，我们要有分於基督和祂的救赎，就
必须藉着进入基督里，并留在祂里面，而与祂联合为一。房屋
和血是分不开的；照样，基督和祂的救赎乃是一。
（参出十二
22 注 1，注 2）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二十三至二十六篇。
读经心得：

第一周 活力排追求重点题示

诗歌：252
读经：出十二 1～14，21～28
祷读经节：出十二 8～9，22
真理亮光:出十二 7 注 1、注 2，8 注 1，9 注 2，22 注 1、注 2

并不要求我们的信心像香柏树一样，因我们没有一人能应付这
一个要求。神要求我们只要有一点点的信心。即便我们的信心
很小，仍然能取用逾越节的羊羔。倘若一个罪人祷告说，
『主耶
稣，感谢你为我死，』他就得救了。甚至这样小的信心也能拯救
他。事实上，一个人只要说，
『主，感谢你，
』就能得救了；这
就是像墙上长的牛膝草一般的信心。取用基督的血就是藉着这
样微小的信心。（出埃及记生命读经，三○七、三○九至三一○、
三一七至三一八页。
）

生命供应

福音应用

主题：基督的救赎

吃逾越节羊羔的肉是为着生命的供应。
（出十二 8～10。）
主耶稣作为豫表的应验也是这样。…在约翰六章五十三节，主
耶稣说，我们必须吃人子的肉，并且在五十五节祂宣告说，
『我
的肉是真正的食物。
』这里的肉表徵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
可吃的；它是我们生命的供应。…以色列人吃羊羔要带着头、
腿、和内脏吃。
（出十二 9。）头表徵智慧，腿表徵举止和行动，
内脏表徵基督里面的各部分。吃逾越节的羊羔要带着头、腿、
和内脏吃，就是接受整个、完全的基督。当我们吃祂，我们就
接受祂的智慧、举止、行动、和内里的诸部分。
以色列人吃羊羔的肉要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吃无酵饼意
思是除去所有罪恶的事。当我们享受基督作我们的逾越节时，
我们必须除去一切罪恶的事。同时，我们需要吃苦菜。这意思
是说，我们需要懊悔和悔改，对於罪恶之事经历一种苦味。当
我们相信主耶稣，很多人接受祂作我们生命的供应，并且放弃
一切罪恶的事。同时，我们经历懊悔和悔改。这表示我们吃基
督时和苦菜同吃。
牛膝草列在最小的植物中。根据新约的启示，数量最小之
物乃是我们的信心。
（太十七 20。
）因此，牛膝草表徵信心。神

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一些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
上—出十二 22 牛膝草属於最小的植物，（王上四 33，
）在这里
表徵我们的信心；神不要求我们有大的信心。
（太十七 20。
）取
用逾越节羊羔基督的血，不是藉着大的信心，乃是藉着少量的
信心。即使一点点的信心，就彀我们取用基督的血，使我们进
入祂这房屋里面，并对逾越节有完满的享受。
（出十二 22 注 1）

问答
1、吃逾越节羊羔的意义是甚麽？（参出十二 8 注 1）
2、为甚麽吃逾越节的羊羔要带着头、腿、和内脏吃？（参出十
二 9 注 2）
3、我们要藉着怎样的信心来取用羔羊基督的血？（参出十二
22 注 1）

参读 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二十三至二十五篇；长老训练第
二，主恢复的异象，第二章；神救恩生机的一面，第一篇；罗
马书的结晶，第四篇。

第二周 第一天 出十三 1～十四 31

第二周 第二天 出十五 1～27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出 14:13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
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拯救；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
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出 14:28 水回流，淹没了战车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
的法老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出 15:25 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
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
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三、真理要点：

玛拉，意，______。玛拉的苦水，表徵神的子民所遭遇的
苦境。他们在神的引领下，在______的范围里生活行动，却发
现没有______的供应可以应付他们的需要。
医治苦水的树，表徵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医治的十字架。
正如摩西看见树的异象，并把那树丢在苦水里，我们也需要
______钉十字架之基督的异象，并将基督的十字架______於我
们的苦境。在复活的范围中经历基督的______，会使我们的苦
境______。（参出十五 23 注 1，25 注 1）

就像挪亚方舟经过洪水一样，过红海也是______的豫表。
红海的水被神用来______祂的子民，并把他们与法老和埃及
______。以色列人藉着红海蒙拯救，进入旷野，就是复活并分
别的范围，在此他们______一切的辖制和奴役，得以______帐
幕作神在地上的居所，而完成神的定旨。照样，藉着受浸，新
约信徒蒙拯救脱离撒但和世界，进入______和______的范围，
在其中他们得以自由的建造______作神的居所，而完成神的定
旨。
（参出十四 30 注 1，第一段）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二十九至三十一篇。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二十六至二十九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第二周 第三天 出十六 1～36

第二周 第四天 出十七 1～十八 27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出 16:31 这食物，以色列家起名叫吗哪，就像芫荽子，是白色
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

出 17:6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
就必有水从磐石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
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三、真理要点：
吗哪，
（出十六 15，31，）豫表______作神子民惟一、属
天的食物。
（约六 31～35。）神将吗哪赐给祂的百姓吃，指明神
的心意是要改变他们的性情，他们的构成，好完成祂的定旨。
按照神的经纶，基督应该是神所拣选之人______的饮食，
惟一的食物、力量、满足和支持，他们该单单______而活。
（民
十一 6，约六 57。）
吗哪每早晨降下，必须每早晨收取。（出十六 21。
）这指
明我们不能贮存基督的供应。经历基督作我们生命的供应，必
须是每______的、每______的。
（参太六 34。）
（参出十六 4 注 1，
15 注 1，19 注 1）

从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来的水，豫表______。（约七 37～
39。）基督藉着成为肉体，来到地上作______。祂在十字架上被神
公义律法的权柄击打，完成神的______。祂的肋旁被扎，流出活
水给神的子民喝。
（十九 34 与注）
我们要喝生命水，首先需要被摆在喝的地位上，（林前十二
13，）也需要______。
（约七 37，启二一 6。
）然後，我们需要到主
这里来，
（约七 37，启二二 17，
）求主，（约四 10，
）相信主，
（七
38，）并呼求______。
（赛十二 3～4，徒二 21。
）
（参出十七 6 注 3）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四十至四十九篇。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三十二至三十九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第二周 第五天 出十九 1～二十 26

第二周 第六天 出二一 1～二二 31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出 20:6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

出 21:5 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
自由出去。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三、真理要点：
律法有积极和消极的功用。在积极方面，律法的功用是作
神的______，将神启示给祂的百姓。
（见出二十 1 注 1。）律法
也是神活的______，作祂的气，将祂的成分注入到______祂并
______祂的人里面。
（见申八 3 注 1。）在消极方面，律法的功
用是暴露罪、
（罗三 20，五 20，七 7～8，13、）征服罪人、
（三
19、）并看守神的选民，引他们到______那里。
（加三 23～24。）
律法在我们的经历中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在於我们的______
接受律法的情形。（参出十九 8 注 1，第三段）

出埃及二十一章一至六节里的奴仆乃是豫表______，祂倒空
自己，取了奴仆的形状，降卑自己，牺牲自己来服事神和神的
______。（腓二 5～8，太二十 28，弗五 2，25。）
爱是奴仆继续服事的动机和必要条件。主耶稣爱______（祂
的主人—约十四 31），爱______（祂的妻子—弗五 25），并爱众
______（祂的儿女—加二 20 下，弗五 2）。因着这爱的推动，祂
甘愿作奴仆。所有相信基督、属於祂、并有祂服事生命的人，应
当以祂为榜样。（参出二一 2 注 1，5 注 1）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五十至六十七篇。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六十八至七十二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第二周 第七天 出二三 1～二四 18
一、重点经节：
出 23:23 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
利洗人、迦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
他们剪除。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占据美地的各个异族，表徵我们______生命不同的方面。
异族的神（偶像—出二三 24）及其背後的鬼魔，
（参林前十 20，）
代表邪恶的属灵势力。
（弗六 12。
）在我们天然生命的背後乃是
邪恶的势力，利用、操纵、并指使我们天然生命的各方面，阻
挠我们______包罗万有的基督并______祂的丰富。
在神眼中，凡按着天然生命生活的人，无论行善或作恶，
都是不断犯罪。因着天然生命______我们据有基督并享受基督，
所以我们必须恨恶它，
（路十四 26，）并且当我们在基督里长大
时，必须______将天然生命撵出去。
（参出二三 23 注 1）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七十一至八十篇。
读经心得：

第二周 活力排追求重点题示

诗歌：155
读经：出十九 3～6，二十 1～17
祷读经节 ：出十九 5，二十 2～3，6
真理亮光 ：出十九 8 注 1，二十 1 注 1，6 注 1

配给祂自己。十条诫命，尤其是头五条，是神和祂百姓订婚的
条件。律法最高的功用是将神的选民带到与祂成为一，如同妻
子与丈夫成为一。
（参创二 24，启二二 17。）神和祂的子民要成
为一，二者之间就必须有相互的爱。圣经中所揭示神与祂子民
之间的爱，主要的是像男女之间情深的爱。当神的子民爱神、
花时间在祂的话上与祂交通时，神就将祂的神圣元素注入他们
里面，使他们与祂成为一，作祂的配偶，在生命、性情和彰显
上，与祂一样。（圣经恢复本，出二十 6 注 1。）

生命供应

福音应用

主题：律法的颁布

律法不光是一系列神圣的诫命，而是神活的话，将神的本
质注入到那些爱慕祂、寻求祂的人里面。如果我们认为十诫只
是律法，然後就要去遵守，这不是正确的接近律法。我们不该
这样应用十诫。反之，我们该是爱神、寻求神的人。…因着爱
主，我们就该追求祂、接触祂，并且留在祂的面光中，与祂同
住。我们若是这样作，就要天天被神注入，我们就会自然而然
的照着神的律法而行。我们会遵守律法的要求，不是凭着我们
自己的努力，乃是藉着我们接触注入到我们里头的主。一旦神
的本质完全注入我们里头，神就要从我们里面遵守祂自己的律
法。我们该记住，律法是在神的山上颁赐的，就是神的百姓能
被神的本质所注入的地方。因此，我们不该认为律法仅仅是神
的诫命；它乃是神的话，神的见证，不光彰显神，更将神的本
质注入到那些在爱里寻求神的人里头。
（出埃及记生命读经，七
一二至七一三页。）
神领祂的百姓出埃及，又将祂的律法赐给他们，乃是追求
祂的百姓，向他们求婚，寻求得着他们的情爱。耶利米二章二
节，三十一章三十二节，和以西结十六章八节指明，在神的山
上藉颁赐律法所立的约，乃是婚约，在这约中神将以色列人许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出二十 6 神将祂的律
法赐给祂选民的目的，是要他们成为爱祂的人。…当我们这些
神的子民进入与神相爱的关系，我们就接受祂的生命，正如夏
娃接受了亚当的生命一样。
（创二 21～22。
）乃是这个生命使我
们与神成为一，祂也与我们成为一。我们不是藉着运用心思和
意志来遵守律法，
（参罗七 18～25，）乃是藉着爱这位作我们丈
夫的主，因而有分於祂的生命和性情，与祂成为一，作祂的扩
大和彰显。
（出二十 6 注 1）

问答
1、请简述神的律法的意义,并如何遵守律法。
（参出二十 1 注 1）
2、我们如何藉着神的律法把祂接受到我们里面？（参出十九 8
注 1，第三段）
3、神将祂的律法赐给祂选民的目的是甚麽？（参出二十 6 注 1，
第一段）

参读
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五十一至六十五篇；神在祂经纶中的律
法与恩典，第一篇；得胜者，第四章。

第三周 第一天 出二五 1～22

第三周 第二天 出二五 23～40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出 25:8 他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出 25:9 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物件，
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出 25:31 你要用纯金作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花萼、
花苞，都要接连一块锤出来。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问答：

三、真理问答：

1、帐幕表徵甚麽？
2、约柜豫表甚麽？试述其尺寸所表徵的意义？
3、遮罪盖的意义为何？
答案：
1、参读出二五 9 注 1。
2、参读出二五 10 注 2，注 3。
3、参读出二五 17 注 1，22 注 1。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八十一至八十九篇。

1、陈设饼又称面饼，其意思为何？吗哪和陈设饼都是神给祂子
民的供应，二者有何分别？
2、请说明灯台如何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与彰显？
3、为何出埃及二十五章三十九节只记载灯台和器具的重量，而
不记载尺寸？
答案：
1、参读出二五 30 注 1，注 2。
2、参读出二五 31 注 2，第二段。
3、参读出二五 39 注 1。

读经心得：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九十至九十四篇。
读经心得：

第三周 第三天 出二六 1～30

第三周 第四天 出二六 31～二七 19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出 26:15 你要用皂荚木作帐幕的竖板。
出 26:16 每块要长十肘，宽一肘半。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 27:2 要在坛的四拐角上作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坛要用铜
包裹。
出 27:3 要作收灰的盆、铲子、盘子、肉叉、火盆；坛的一切器
具都要用铜作。

三、真理问答：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帐幕的盖有四层，头一层（最里面的一层）是细麻的幕幔，
其豫表及功用为何？
2、帐幕的竖板豫表甚麽？为何每块竖板的宽是一肘半？
3、帐幕每边的竖板都有五条闩，这闩的功用和属灵意义为何？
答案：
1、参读出二六 1 注 1，注 2。
2、参读出二六 15 注 1，16 注 1。
3、参读出二六 26 注 1，28 注 1 第二段。

三、真理问答：
1、试述帘子与幔子所表徵的意义。
2、豫表基督十字架的燔祭坛，为何要用铜包裹？坛的一切器具
都用铜作，其意义为何？
3、外院子最显着的材料是铜和麻，其属灵意义为何？
答案：
1、参读出二六 36 注 2。
2、参读出二七 2 注 2，3 注 1。3、参读出二七 9 注 3，10 注 1。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九十五至九十八篇。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九十九至一百一十三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第三周 第五天 出二七 20～二八 21

第三周 第六天 出二八 22～43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出 28:6 他们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拈的细麻，
以巧匠的手工作以弗得。

出 28:30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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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问答：
三、真理问答：
1、祭司的衣服包括那些部分？这圣衣乃为荣耀为华美，意义为
何？
2、请说明以弗得如何豫表基督在祂的神、人二性里，彰显神圣
的荣耀和祂人性的美德？
3、系在以弗得肩带上的红玛瑙，及胸牌上的宝石，其属灵意义
为何？
答案：
1、参读出二八 4 注 1，2 注 2。
2、参读出二八 4 注 2，6 注 1。
3、参读出二八 9 注 1，11 注 1 第二段，15 注 2。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百一十四至一百二十四
篇。
读经心得：

1、何谓乌陵和土明？
2、神如何藉着胸牌说话，作为对祂子民的引导？
3、系在祭司顶冠上的金牌刻着『归耶和华为圣』，有何意义？
答案：
1、参读出二八 30 注 1，注 2。
2、参读出二八 30 注 3。
3、参读出二八 36 注 2 第一段，38 注 1。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百二十五至一百三十二
篇。
读经心得：

第三周 第七天 出二九 1～21
一、重点经节：
出 29:1 你要如此行，使亚伦和他儿子们分别为圣，作祭司事奉
我。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亚伦和他儿子们要彀资格作祭司事奉神，就必须______，
藉着被标明而分别出来。亚伦和他儿子们分别、圣别出来作祭
司的标记，乃是他们的手充满了______，这表徵信徒藉着主观
经历______作供物的实际（来十 5～10）而满了基督的丰富。
（弗
三 8。）亚伦和他儿子们分别为圣的步骤，包括洗去他们的
______、
（出二九 4、
）用祭司的衣服遮盖他们的______、
（5～9、
）
藉着赎罪祭对付他们______、（10～14、
）并以燔祭（15～18）
和平安祭（19～28）使神和祭司得着______。
（参出二九 1 注 1）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百三十三至一百三十八
篇。
读经心得：

第三周 活力排追求重点题示
主题：约柜与帐幕的异象
诗歌：609
读经：出二五 1～22
祷读经节 ：出二五 8～9，22
真理亮光 ：出二五 9 注 1，10 注 2、注 3，22 注 1,二六 36 注 1
生命供应
我能彀作见证说，我丰丰富富的享受基督作约柜。对我来
说，作为神见证的基督，乃是一个宝贵的容器，里面藏着神的
图画。祂也有一个带着冠冕的盖。这冠冕乃是基督的顶尖部分，
救赎的血已经弹在这顶尖的部分上。不论我有多少的软弱和失
败，不论我犯了多少的过错，我仍然能彀享受基督，因我站在
宝血上面。
我们在基督这施恩座上与神相会时，没有话语能彀描述我
们所经历到的荣耀。虽然我们没有悟性或言语，但深处却有平
安的感觉，知道我们正在经历荣耀的事。我们与主相会时，常
常悔改并对祂说，
『主阿，赦免我。我是这麽邪恶；我作了多年
的基督徒，可是我还是罪恶的。』甚至我们悔改、求主赦免的时
候，里面也觉得荣耀。一方面，我们承认自己邪恶、可怜，满
了软弱和失败；另一方面，我们里面深处却有平安和喜乐。我
们外面也许会哭泣，里面却深深觉得喜乐。这种里面的感觉是
从宝血，以及神在其中与我们相会的荣耀而来的。
我不知道你看见基督作内住的约柜有多少，以及这件事给
你的印象有多深？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中，必须学习这样来说基
督。但因着我们的文化、传统、背景、辞汇的影响，我们很容

易把它忽略掉。我们也许对基督作约柜有一点享受，但是後来
我们又自动恢复到照着伦理、道德、宗教、热心而活了。我们
也可能尽力照着圣经而活，却没有照着已经注入我们里面的基
督而活。这种光景何等可怜！伦理、宗教、道德、热心是一回
事，但进入至圣所、享受基督作活的约柜，完全是另一回事。
（出埃及记生命读经，一二一○至一二一三页。
）

福音应用
帐幕是可进入的出埃及记的帐幕是可进入的。神藉着成为肉体，
不仅成为人，也成了可进入的帐幕。神起初的心意是所有以色
列人都作祭司，都有权利进入帐幕，也就是进入神里面并住在
神里面。在旧约里，祭司能进入帐幕，今天所有在基督里的信
徒都是祭司，能进入神里面并住在祂里面。成为肉体的神已经
成了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家，作为享受之处。
（出二六 36 注 1）

问答
1、约柜与帐幕的意义为何？（参出二五 10 注 2）
2、神在约柜的遮罪盖上二基路伯中间与祂的子民相会，这表徵
甚麽？（参出二五 22 注 1）
3、帐幕有门可以进入，其意义为何？（参出二六 36 注 1）

参读
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八十四至八十九篇；神在祂与人联
结中的历史，第十二章；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十八册，第四十
八篇；第二十六册，附录二。

第四周 第一天 出二九 22～46

第四周 第二天 出三十 1～21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出 29:45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他们的神。

出 30:6 要把坛放在见证柜前的幔子外，对着见证柜上的遮罪盖，
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三、真理问答：
神每日的食物包括作燔祭的两只______，作素祭的调油
______，以及作奠祭的______，这一切表徵基督的不同方面。
所有献给神作祂食物的项目，都是以色列人所种植、培育、
收成、并经过处理的；因此，对以色列人是主观的。这指明我
们献给神作祂食物的______，对我们必须是主观的，是我们基
於每日将祂献上作______，而在上述各方面活基督并经历基督
所得的出产。
出埃及二十九章所描绘之生活的结果，乃是神来与我们相
会，与我们______，和我们______，并且______在我们中间。
（参出二九 38 注 1，46 注 1）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百三十八至一百四十六
篇。

1、帐幕连同其物件的排列以约柜为中心，但在实行上为何以香
坛为中心？
2、请说明香坛与燔祭坛在属灵的经历上如何连在一起？
3、请说明铜洗濯盆的功用？
答案：
1、参读出三十 1 注 2。
2、参读出三十 10 注 2。
3、参读出三十 18 注 1，注 2。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百四十七至一百五十六
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第四周 第三天 出三十 22～三一 18

第四周 第四天 出三二 1～三三 23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出 30:25 你要把这些香料，按调制香品者之法复合成香品，作
成圣膏油。

出 32:26〔摩西〕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
里来！於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问答：

三、真理要点：

1、圣膏油如何是耶稣基督之灵完满的豫表？
2、圣膏油的功用及目的为何？
3、请说明安息日与帐幕建造的工作的关系。
答案：
1、参读出三十 25 注 2。
2、参读出三十 26 注 1。
3、参读出三一 13 注 1。

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全国成为祭司的国度，
（出十九 6，）
但因着拜______，大部分以色列人失去了祭司职分。祭司职分
就赐给一个支派，就是______支派。
神的心意是要在基督里的每一个信徒，神的每一个儿女，
都作______。然而，历世纪以来，不纯洁的______使大部分信
徒失去了祭司职分。利未人的亲戚表徵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
这人有分於拜偶像的那一部分。我们若『______』这些不纯洁
的敬拜者，就会成为守住祭司职分的得胜者；否则我们就要被
算在那些失去祭司职分的人中间。（参出三二 27 注 2）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百五十七至一百七十二
篇。
读经心得：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百七十三至一百七十七
篇。
读经心得：

第四周 第五天 出三四 1～三五 35

第四周 第六天 出三六 1～三八 31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出 34:29 摩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
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出 36:1 比撒列和亚何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
和华赐智慧和悟性，知道如何作各样供圣所事奉使用之
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作工。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三、真理要点：
清晨与神相会，不仅是在一天之中______与祂相会，也是
在一种满了______的情况中与神相会。我们该像摩西一样，
______来到神面前，没有任何人、事、物打岔或占有我们。
摩西长久与神同在期间，藉着神对他______，他就完全被
神注入并浸透。结果，摩西的面皮______。按照出埃及三十四
章，神不是先给摩西法版；祂乃是先花时间对摩西讲到对祂自
己的______，而以祂自己灌注摩西。（参林後三 3。
）神颁赐律
法给摩西之前，先将______给了摩西。这清楚描绘出神的心意。
（参出三四 4 注 1，29 注 1）

凡耶和华赐他心中有______，而且心中______前来作这工
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何利亚伯一同召来。这些人就从
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供圣所事奉使用之工，所带来的各样
______，好作这工。每早晨百姓仍不断的把______带给摩西。
凡作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来告诉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所
吩咐，为事奉之工所拿来的，______。摩西发命令，他们就在
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甚麽举祭来；这样
缠拦住百姓不再拿来了。因为他们所有的______，彀作一切当
作的工，而且有馀。
（出三六 2～7）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百七十八至一百八十三
篇。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百八十三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第四周 第七天 出三九 1～四十 38
一、重点经节：
出 40:34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出 40:38 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显
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一切的行程中，都是这
样。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问答：
1、逾越节和帐幕立起来的时间，如何说出神百姓的两个起头？
2、放进帐幕的头一件器物是见证的柜，其所指明的是甚麽？
3、以色列人在所有的行程中，是如何受引导？
答案：
1、参读出四十 2 注 1。
2、参读出四十 3 注 1。
3、参读出四十 36～38 与 36 注 1。

四、参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百八十四至一百八十五
篇。
读经心得：

第四周 活力排追求重点题示
主题：帐幕的建造
诗歌：补 603
读经：出三一 1～11，四十 1～2，34～38
祷读经节 ：出三一 3～4，四十 2，38
真理亮光 ：3 注 1，4 注 1，四十 2 注 1，34 注 1、注 2, 38 注 1

末了，我们看见同样的事。在启示录末了几章，我们看见一个
帐幕，就是新耶路撒冷，被神占有并得着，荣耀的彰显祂。出
埃及四十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有神的荣耀。（10～
11。）在出埃及记和启示录末了，我们都看见神的荣耀充满了帐
幕，充满了神的居所。
（出埃及记生命读经，二三一七至二三一
九页。
）

福音应用
生命供应
出埃及四十章二节说，
『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会幕的帐
幕。
』神吩咐摩西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立起帐幕，
非常有意义。
我们晓得，头一年的正月是逾越节的时候。因此，从逾越节到
帐幕立起来，有一年的时间。
在十二章和四十章，我们看见神的百姓有两个起头。第一
个起头始於逾越节，这是为着以色列人得救。第二个起头始於
神的居所。这两个起头是清楚的豫表、表记。第一个起头是为
着得救，经历逾越节，使神的审判越过我们。凡是真基督徒都
经历过这一个起头。但与建造神的居所有关的第二个起头如何
呢？事实上少有基督徒晓得必须有第二个起头。
在基督徒的生活里，我们实际的经历神居所的建造，就有
了第二个起头。今天神的居所是甚麽？神的居所就是召会，称
为活神的家。
（提前三 15。）这个家的建造就是第二个起头，真
正第二次的祝福，这个起头发生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何等
喜乐，我确信我经历了第二个起头！我们中间许多人也确信我
们有了第二个起头。这的确是一个祝福！
我们在出埃及记末了看见了甚麽？我们看见了神的居所。
我们看见神所占有、神所得着的帐幕，荣耀的彰显祂。在圣经

以神的灵充满他，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出三一 3～4 建造神
的居所，召会，乃是所有神子民应当从事的尊贵工作。然而，
作这工作所需的智慧、悟性、知识和技巧，必须是对我们成了
那灵的神自己。惟有神的灵缠能藉着我们建造祂自己的居所。
要建造召会，所有信徒都必须知道如何使用神圣的性情作为金，
基督的救赎作为银，以及神公义的审判作为铜，作他们工作的
『材料』。
（出三一 3 注 1，4 注 1）

问答
1、如何使用金、银、铜来建造神的帐幕？（参出三一 4 注 1）
2、如何经历基督徒的两个起头？（参出四十 2 注 1）
3、请说明建造帐幕的意义为何？（参出四十 38 注 1）

参读
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百五十七至一百六十六篇；帐幕
的属灵应用；神在祂与人联结中的历史，第十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