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要与人同在

•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 25:8）

• 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民数记 17:4 ）

历史（时间）中神的居所

• 帐幕 （摩西。照着神向摩西显示的 “山上的样式”)

• 圣殿 （所罗门王。照着神给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指示）

• 教会 （从世界分别出来的新造的人。“你们是 神的殿”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

• 圣城新耶路撒冷



旧约中实体的帐幕和圣殿（预表什么？）

* 摩西时代的帐幕 （出25-26）

* 所罗门所建的圣殿 （王上5b-8，第一圣殿。曾被毁，后原处重建）

* 被希律王扩建的圣殿（第二圣殿，被毁）



帐幕 圣殿

出埃及记
25:1 耶和华晓
谕摩西说、
25:2 –
你告诉以色列
人。。。你
要 。。。

列王记上 6:38 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
都按着样式造成。

历代志上 28:11-14  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
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28:12 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
样式，就是耶和华 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
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
28:19 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

明白的。

历代志下 3:1 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
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
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神对 “样式” 的指示



对帐幕和圣殿都有两次讲述

留意帐幕和圣殿相同与不同之处，例如：
样式
构造
物件
材料和材料的预备
人

帐幕 圣殿

出埃及记
25 – 31：神指示摩西
35 – 40：摩西指示百姓；具体行动

反复提到 “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列王记上 5b – 8a
历代志下 2 – 5     

“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
的 神至大，超乎诸神”。



所罗门建造圣殿：

（建造圣殿的准备 - 五）

• 奠基日期（六1）
• 结构（六2～10）
• 神重申应许（六11～13）
• 内部木工（六14～18）
• 内殿（六19～28）
• 雕工及门楣（六29～38）

列王记上第 6-8 章 所罗门建造圣殿

圣殿的设备：

•推罗的户兰（七13～14）
•雅斤及波阿斯铜柱（七15～22）
•铜海（七23～26）
•有轮的铜座（七27～39）
•铜工告竣（七40～47）
•金器设备清单（七48～51）

约柜运入圣殿（八1～13）





奠基日期（六1）
6: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西弗月/二月：相当于公历四、五月间。西弗:明亮。

主前966年？因对 “四百八十年” 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对出埃及的具体年代和所罗门动工的具体年代有不同的推论。

帐幕 圣殿

出埃及记

19: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
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
19:20 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
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 40:17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

出埃及后旷野四十二站的第十二站。停
留了十个半月。此前经历了磐石出水、
天降吗哪等。

历代志下

3:1 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
上，就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
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四围太平。约柜与会幕分在两地。
1:3 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因那里有 神的会幕，
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
1:4 只是 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琳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
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

地点，背景



结构（六2～10） 长、宽均为会幕的两倍；多了窗棂，三层旁屋，廊子；凿成的石头，香柏木遮盖。没有丁卯/榫？

6:2   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六十肘，宽二十肘，高三十肘。肘：44.45公分，（有不同的“肘”）
6:3   殿前的廊子长二十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阔十肘。
6:4   又为殿作了严紧的窗棂。 实际意义并不确定，可能是狭窄天窗。使光可以透入圣殿中央。
6:5   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三层旁屋。 贮物用
6:6   下层宽五肘，中层宽六肘，上层宽七肘。殿外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下窄上宽
6:7   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申 27:5  书 8:31 
6:8   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有门，门内有旋螺的楼梯，可以上到第二层，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
6:9   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 原文作「完成圣殿的结构」
6:10 靠着殿所造的旁屋，每层高五肘，香柏木的栋梁搁在殿墙坎上。

廊子



神重申应许（六11～13）

6:11 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
6:12 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
6:13 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

有条件的约，应许

帐幕动工之前 圣殿 （大卫和所罗门）

出埃及记
19:5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
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19:6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
以色列人。

列王记上
3:5 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甚么，你可以求。
3:13 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3:14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

6:11-13

历代志上
28:6 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作我的子，我也必作他的父。
28:7 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28:9 我儿所罗门哪，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 神、诚心乐意地事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
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



内部木工（六14～18） 香柏木 （帐幕 -皂荚木）

野瓜和初开的花 --- 未查到确切涵义

6:14 所罗门建造殿宇。
6:15 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
6:16 内殿，就是至圣所，长二十肘，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板遮蔽（或作隔断）。
6:17 内殿前的外殿，长四十肘。
6:18 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

诗104:16 佳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汁浆。

廊子



内殿（六19～28） 包精金或贴金；两个橄榄木包金做的基路伯

6:19 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
6:20 内殿长二十肘，宽二十肘，高二十肘，墙面都贴上精金。又用香柏木作坛，包上精金。（香坛实际上是放在至圣所外紧靠门扇之处）
6:21 所罗门用精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扇，用金包裹。 金链子：可能用来挂或拉, 遮住至圣所入口的幔子
6:22 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
6:23 他用橄榄木作两个基路伯，各高十肘，安在内殿。 具体位置、功用有不同描述，但一定是重要的。
6:24 这一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各长五肘，从这翅膀尖到那翅膀尖共有十肘。
6:25 那一个基路伯的两个翅膀也是十肘，两个基路伯的尺寸，形像都是一样。
6:26 这基路伯高十肘，那基路伯也是如此。
6:27 他将两个基路伯安在内殿里。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这边的墙，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里边 的两

个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接。
6:28 又用金子包裹二基路伯。

内殿高二十肘，
低于外殿



雕工及门楣（六29～38） 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贴金；香柏木、橄榄木、松木

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
6:29 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
6:30 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金子。
6:31 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楣，门框。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4/20， 见图
6:32 在橄榄木作的两门扇上，都贴上金子。
6:33 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 5/20， 见图
6:34 用松木作门两扇。这扇分两扇，是摺叠的。那扇分两扇。也是摺叠的。
6:35 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
6:36 他又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 一般认为是石头层中用香柏木间隔构成，这种结构可以防震
6:37 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 西弗月 – 二月
6:38 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工夫共有七年。 布勒月：大约是阳历的十、十一月。七年半



推罗的户兰（七13～14）

7:13 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户兰召了来。
7:14 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作铜匠的。户兰满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铜作。他来到所罗门，

王那里，作王一切所要作的。

户兰：字义是「尊贵的」 非“神职” 人员，贡献非凡，为神纪念。

推罗人，有以色列血统
父亲是推罗人。此处说是拿弗他利支派。户兰的母亲应该是以色列北部的
但支派人，邻近拿弗他利支派，后来先嫁给拿弗他利支派人，丈夫死后再
嫁给推罗人。

雅各临终前对儿子拿弗他利的祝福是：“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
嘉美的言语。”
摩西未死之先对拿弗他利支派的祝福：“拿弗他利啊，你足沾恩惠，满得
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



雅斤及波阿斯铜柱（七15～22） 「雅斤」-「他将建立」。「波阿斯」-「他大有能力」

7:15 他制造两根铜柱，每根高十八肘，围十二肘。
7:16 又用铜铸了两个柱顶安在柱上，各高五肘。
7:17 柱顶上有装修的网子，和拧成的链索，每顶七个。
7:18 网子周围有两行石榴遮盖柱顶。两个柱顶都是如此。
7:19 廊子的柱顶径四肘，刻着百合花。
7:20 两柱顶的鼓肚上，挨着网子，各有两行石榴环绕，两行共有二百。
7:21 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右边立一根，起名叫雅斤。左边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
7:22 在柱顶上刻着百合花。这样，造柱子的工就完毕了。

有些学者将这两个名字解为两句话的开头，「祂（耶和华）必建立
大卫的宝座及他的国度到永远」及「王必因祂（耶和华）的力量而
欢喜」，意指大卫王朝的地位。──《丁道尔圣经注释》



铜海（七23～26） 供献祭的祭司使用

7:23 他又铸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肘，径十肘，围三十肘。
7:24 在海边之下，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肘十瓜，共有两行，是铸海的时候铸上的。
7:25 有十二只铜牛驮海。三只向北，三只向西，三只向南，三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都向内。 未查到确定解释
7:26 海厚一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二千罢特。44000公升，一万加仑



有轮的铜座（七27～39） 十个有轮的铜座，铜盆。献燔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

7:27 他用铜制造十个盆座。每座长四肘，宽四肘，高三肘。 每盆约可盛二百四十加仑（880公升）水。
7:28 座的造法是这样，四面都有心子，心子在边子当中。 心子：镶框/镶板
7:29 心子上有狮子，和牛，并基路伯，边上有小座，狮子和牛以下，有垂下的璎珞。
7:30 每盆座有四个铜轮，和铜轴。小座的四角上在盆以下，有铸成的盆架，其旁都有璎珞。
7:31 小座高一肘，口是圆的，彷彿座的样式。径一肘半，在口上有雕工，心子是方的不是圆的。
7:32 四个轮子在心子以下，轮轴与座相连，每轮高一肘半。
7:33 轮的样式如同车轮。轴，辋，辐，毂，都是铸的。
7:34 每座四角上都有盆架，是与座一同铸成的。
7:35 座上有圆架，高半肘。座上有橕子和心子，是与座一同铸的。
7:36 在橕子和心子上刻着基路伯，狮子，和棕树。周围有璎珞。
7:37 十个盆座都是这样，铸法，尺寸，样式，相同。
7:38 又用铜制造十个盆，每盆可容四十罢特。盆径四肘，在那十座上，每座安设一盆。
7:39 五个安在殿门的右边，五个放在殿门的左边。又将海放在殿门的右旁，就是南边。



铜工告竣（七40～47）

7:40 户兰又造了盆，铲子，和盘子。这样，他为所罗门王作完了耶和
华殿的一切工。

7:41 所造的就是两根柱子，和柱上两个如球的顶，并两个盖柱顶的网
子，

7:42 和四百石榴，安在两个网子上，每网两行，盖着两个柱上如球的
顶。

7:43 十个座，和其上的十个盆。
7:44 海，和海下的十二只牛。
7:45 盆，铲子，盘子，这一切都是户兰给所罗门王用光亮的铜，为耶

和华的殿造成的。
7:46 是遵王命在约但平原，疏割和撒拉但中间，借胶泥铸成的。
7:47 这一切，所罗门都没有过秤因为甚多。铜的轻重也无法可查。

金器设备清单（七48～51） 十个金灯台， 十个桌子

7:48 所罗门又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金桌子。
7:49 内殿前的精金灯台，右边五个，左边五个，并其上的金花，灯盏，

蜡剪，
7:50 与精金的杯，盘，镊子，调羹，火鼎，以及至圣所，内殿的门枢，

和外殿的门枢。
7:51 所罗门王作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

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

代下4：8 又造了十张桌子放在殿里，五个在右边，五个在左边；还造了
一百个金碗。

府库



约柜入殿（八1～13）（献殿礼开始）

8:1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
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
运上来。

8:2  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
里。

8:3  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
8:4  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

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
8:5  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

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

6:38，第八个月即布勒月完工。由此推算奉
献典礼是十一个月之后

约柜从大卫城 (撒下6:16), 会幕由基遍丘坛
(代下1:3), 分别运到耶路撒冷圣殿。

搬运约柜的过程中献祭：撒下 6:13 抬耶和
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
羊为祭。

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 都由新的所代替
(7:15-51), 原来的保存在圣殿的旁屋。



约柜入殿

8:6   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 约柜施恩座上的基路伯仍在
8:7   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
8:8   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 对抬柜的杠的位置有不同的理解。长度未变
8:9   约柜里惟有两块石版，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

8:10 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 伴随神显现的云彩：表示神悦纳圣殿的奉献
8:11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摩西也因为神的荣光无法进入会幕
8:12 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
8:13 我已经建造殿宇作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

思想：
耶和华的荣光
他必住在幽暗之处



哥林多前书 3:9 因为我们是与 神同工的。你们是 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3:16 岂不知你们是 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么。3:17 若有人毁坏 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 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约翰一书 3:24 遵守 神命令的， 就住在 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 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

给我们的圣灵。

约翰一书 4:13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4:14 父差子作世人的

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作见证的。4:15 凡认耶稣为 神儿子的， 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 神里面。

林前 12: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

弗 1:22 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1:23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弗 4:12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4:13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 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4:15 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于元首基督。4:16 全身都靠他

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