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從埃及
召出我的兒子來。 

申命記 Deuteronomy 33:2-3 

何西阿 Hosea 11:1 

2 他說、耶和華從西乃而來、從西珥向
他們顯現、從巴蘭山發出光輝、從萬
萬聖者中來臨．從他右手為百姓傳出
烈火的律法。 

3 他疼愛百姓．眾聖徒都在他手中．他
們坐在他的腳下、領受他的言語。 



Introduction: What is the Church 

Ω使徒行傳 Acts 7:38  

這人曾在曠野會中、
和西乃山上與那對
他說話的天使同在、
又與我們的祖宗同
在、並且領受活潑
的聖言傳給我們。 

引言：什麼是教會 



The assembly/congregation in the wilderness 

Assembly/congregation -> ekklesia (church) 
 

 

→“曠野會”—曠野的教會 

“教會”這個名詞的由來—聚集 

Ω使徒行傳 Acts 7:38  

引言：什麼是教會 

 Ekklesia （希臘文 ） 



Ω教會的意思—一群人： 
 

 

 

引言：什麼是教會 

2.聚集在一起 Gathered together (Deu. 33:2-3) 

1.從世界呼召出來的 
Called out of the world (Hosea 11:1) 

3.敬拜神 Worship the Lord (Exodus 7:16) 

…耶和華希伯來人的 神打發我來
見你、說、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曠
野事奉我… 





一.教會—建立於五旬節 

1.第一個五旬節 The First Pentecost 

 出埃及 Exodus 12:6  

Church – Established in Pentecost 

Passover = the night of the 14th day of the 1st  month  

(Jewish day) = the 13th day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黃昏的時
候、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 

逾越節 第一個猶太月的
第十四天的晚上 

第十三天 



一. 教會—建立於五旬節 

 The 1st day of the 3rd month = the 47th day 

Church – Established in Pentecost 

1.第一個五旬節 The First Pentecost 

 出埃及 Exodus 19: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後、滿了三個
月的那一天、就來到西乃的曠野 

第三個月的第一天 第四十七天 



一. 教會—建立於五旬節 
1.第一個五旬節 The First Pentecost 

 出埃及 Exodus 19:16-18  
16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轟、閃

電、和密雲．並且角聲甚大．營中的
百姓盡都發顫。 

17 摩西率領百姓出營迎接神、都站在山
下 

18 西乃全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
於山上、山的煙氣上騰、如燒窯一
般．遍山大大的震動。 



一. 教會—建立於五旬節 
1.第一個五旬節 The First Pentecost 

 出埃及 Exodus 19:16-18  

第五十天，神降臨在西乃山；  
神的百姓聚集在神面前 

舊約教會的誕生 

The 50th day; God descended; God’s people gathered  

before God => the church of Old Testimony 



→領受律法  
     Received the Law 

一.教會—建立於五旬節 
1.第一個五旬節 The First Pentecost 

 出埃及 Exodus 19:20  

耶和華降臨在
西乃山頂上、
耶和華召摩西
上山頂、摩西
就上去。 



一.教會—建立於五旬節 

2.第二個五旬節 The Second Pentecost 

 使徒行傳 Acts 2:1-5  
1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2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3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
人頭上。 

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話來。 

5 那時、有虔誠的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住
在耶路撒冷。 



使徒行傳 Acts 2:46-47  

一.教會—建立於五旬節 
2.第二個五旬節 The Second Pentecost 

 使徒行傳 Acts 2: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
擘餅、祈禱。 

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
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47 讚美 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
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一.教會—建立於五旬節 

2.第二個五旬節 The Second Pentecost 

新約教會的誕生 The church of New Testimony 

領受聖靈  Received the Holy Spirit 

活出律法 Live out the Law 



Church – God’s Dwelling Place 

出埃及 Exodus 25:22 

二.教會—神的居所 

1.神的同在在施恩座上 
God’s presence above the mercy seat 

我要在那裡與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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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
恩
座 

二基路伯 



二.教會—神的居所 
2.神要求祂的百姓按照 
   山上的樣式建造會幕 教會 

God is serious to have His people to build the 

Tabernacle => church 

→出埃及 Exodus 36-40 



3.神與祂的百姓同在God dwells in His people 

 

二.教會—神的居所 

→啟示錄  Revelation 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
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祂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祂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
在、作他們的神． 



→詩篇 Psalm 132：1-5    
 
 

二.教會—神的居所 
4.大衛為神建殿的心願 David’s vow 

1.耶和華阿、求記袮大衛所受的一切苦難 
2.他怎樣向耶和華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許願 
3.說、我必不進我的帳幕、也不上我的床榻 
4.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 
5.直等我為耶和華尋得所在、為雅各的大能 
  者尋得居所。 



二.教會—神的居所 

Ω那裡—神的旨意完全實現 
Where God’s purpose is done to the fullest measure 

Ω那裡—神的大能隨著神蹟奇事大 
  大釋放 

Where God’s presence is manifested in a way openly seen 

Ω那裡—神的同在彰顯可見 

Where God’s power with signs and wonders are  

released in an unusual way 



Where Holy Spirit convinces those who resist God  

to return and repent 

二.教會—神的居所 

Ω那裡—聖靈充滿一群愛神，愛人 
  又愛靈魂的子民 

Where Holy Spirit rests in the midst of His people  

who love God, love one another and love souls 

Ω那裡—聖靈使抵擋神者，悔改歸 
  向神 



三.教會—神的見證 
Church – God’s Testimony 

1.見證的會幕 The Tabernacle of the Testimony 

→出埃及 Exodus 38:21, 申命記 Numbers  

       9:15,  歷代志下 2 Chronicles 24:6 



三.教會—神的見證 
2.金燈檯 The Gold lampstand 

→出埃及 Exodus 25:37； 27：20 

25:37 要作燈臺的七個燈盞．祭司要
點這燈、使燈光對照。 

27:20 你要吩咐以色
列人、把那為點燈搗
成的清橄欖油拿來給
你、使燈常常點著。 



→撒迦利亞 Zech. 4:1-3 

三.教會—神的見證 
3.在聖殿重建時，撒迦利亞領受金燈 
  檯的啟示 Zechariah received the revelation 

of the lampstand when the Temple was rebuilt. 

1 那與我說話的天使又來叫醒我、好像人睡覺
被喚醒一樣。 

2 他問我說、你看見了甚麼．我說、我看見了
一個純金的燈臺、頂上有燈盞．燈臺上有七
盞燈、每盞有七個管子。 

3 旁邊有兩棵橄欖樹、一棵在燈盞的右邊、一
棵在燈盞的左邊。 



The Gold Lampstand (Zech. 4:1-3) 金燈檯 



四.教會—我們生活的中心 

→民數記 Numbers 2:34  

Church – Center of Our Life 

1.神的百姓圍繞會幕安營–民書記 2  

按照神的次序生活 
God’s people camp around the Tabernacle - 

Numbers 2 => Live according to God’s order 

以色列人就這樣行、各人照他們的
家室、宗族、歸於本纛、安營起
行．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出埃及 

Exodus 

26:15-30, 

36:20-35 

四.教會—我們生活的中心 
2.會幕的豎板每 
  片是兩兩相連 

齊力保護教會 

The boards of the Tabernacle are coupled => Stand  

together to protect the church 



四.教會—我們生活的中心 
至聖所 

西
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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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所 

南邊—20塊包金的豎板 

北邊—20塊包金的豎板 

陳設餅桌 

金燈檯 

金香壇 



四.教會—我們生活的中心 

會幕的豎板 



四.教會—我們生活的中心 

豎板 



→以西結  Ezekiel 22:30  

四.教會—我們生活的中心 

3.神正在尋找站在牆垣上的禱告者 
God is looking for an intercessor who can stand on the wall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
一人重修牆垣、在
我面前為這國站在
破口防堵、使我不
滅絕這國．卻找不
著一個。 



結論：教會—天開了 

→創世記  
     Genesis 28:10-19 
 

Conclusion: Church – Heaven Op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