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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豫表作神具體化身的基督)(西二9) 
內在意義 
1.豫表基督是三一神與祂的子民同在，為著完成祂的經綸，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書三3,10

～17，太一23) 

2.約櫃是帳幕的中心和內容(表徵基督是召會的中心和內容)(出二五22，四十21) 

 (1)在帳幕的異象裏，頭一項題到的是約櫃(指明基督在召會中居於首位)(西一17下,18下) 

 (2)約櫃包含律法(神的見證，神所是的彰顯和啓示)的版(出二五16,三一18) 

 (3)至聖所裏的約櫃表徵基督是神居所(召會)的中心，召會作為神的家的內容(弗二21,22，

提前三15,16) 

西2:9 因為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出40:21 把櫃抬進帳幕，掛上遮掩櫃的幔子，把見證的櫃遮掩了；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  

出25:16 必將我所要賜給你的見證版，放在櫃裏。 

出31:18 耶和華在西乃山和摩西說完了話，就把兩塊見證的版交給他，是神用指頭寫的石

版。 

第四篇 約櫃和帳幕的歷史  



2 

第四篇 約櫃和帳幕的歷史  
帳幕(豫表召會，作神團體的彰顯) 

至聖所 聖所 外院子 

約櫃 香壇 

燈臺 

陳設餅桌子 

洗濯盆 燔祭壇 

北 

帳幕模型(以色列亭納山谷公園) 

帳幕的中心和內容(表徵基
督是召會的中心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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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約櫃和帳幕的歷史  

取自以色列聖殿研究所(The Temple Institute)網站  https://www.templeinstitute.org/main.htm 

約櫃、其上的遮罪蓋與基路伯 

約櫃(豫表作神具體化身的基督)(西二9) 

約櫃(豫表作神具體化身的基督) 

•皂莢木裏外包金 

皂莢木(表徵基督的人性，品質堅剛，
標準崇高) 

金(表徵基督永遠且不變的神性) 

平息蓋(遮罪蓋，表徵基督是神和祂贖民
相會之處) 

•用純金作 

基路伯(指明神的榮耀從基督照耀出來) 

•用金子錘出 

內有律法(神的見證，神所是的彰顯和啓
示)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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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豫表作神具體化身的基督) 
約櫃的構成 
1.約櫃 

 (1)用皂莢木(表徵基督的人性，品質堅剛，標準崇高，乃是彰顯神的基本實質)裏外包金作

的(出二五10，太三16,四4,八20,九12,13,十一29,十二19,20,十七27,二十28,二七12,14

，可一35,六39～41，約六12,七6) 

  ①表徵是靈的基督作神的具體化身，以及神性與人性的調和(神與人的建造)，住在信徒

靈裏，使信徒接觸神並享受神(提後四22，林後三 17，西二9，來九4) 

  ②表徵神聖的性情滲進屬人的性情裏，並托在屬人的性情上，好藉著屬人的性情得著彰

顯(出二五11，啓三18上，彼後一4) 

出25:10 他們要用皂莢木作一個櫃，長二肘半，寬一肘半，高一肘半。 

來9:4 有金香壇，和四面包金的約櫃，櫃裏有盛嗎哪的金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並兩塊

約版； 

出25:11 你要把櫃裏外包上純金，四圍鑲上金牙邊。 

彼後1:4 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你們既逃離世上從情

慾來的敗壞，就藉著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  

第四篇 約櫃和帳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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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豫表作神具體化身的基督) 
約櫃的構成 
2.約櫃的蓋(平息蓋，遮罪蓋，表徵基督是神和祂贖民相會之處)(出二五17～22) 

 (1)基督是成就平息的，平息神與信徒之間的關係(來二17) 

 (2)基督作平息的祭物，滿足神的要求，藉此使信徒與神和好(約壹二2,四10) 

 (3)基督是信徒在神面前享受平息的地方(羅三25) 

 (4)基督是信徒能與公義、聖別、榮耀的神相會並交通，以接受祂作恩典的地方(來四16) 

3.平息蓋上的基路伯(指明神的榮耀從基督照耀出來)(出二五18～20) 

 (1)平息祭物的血彈在約櫃的平息蓋上(表徵因著基督救贖的血，信徒能與公義的神在祂的

榮耀中有交通)(利十六14,15) 

出25:17 要用純金作遮罪蓋，長二肘半，寬一肘半。 

來2:17 所以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一樣，為要在關於神的事上，成為憐憫、忠信的大祭司，

好為百姓的罪成就平息。 

約壹2:2 祂為我們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所有世人的罪。 

羅3:25 神擺出基督耶穌作平息處，是憑著祂的血，藉著人的信，為要在神以寬容越過人先

時所犯的罪上，顯示祂的義； 

來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受憐憫，得恩典，作應時的幫助 

出25:18 要用金子錘出兩個基路伯，安在遮罪蓋的兩端。 

出25:21 要將遮罪蓋安在櫃的上邊，又將我所要賜給你的見證版放在櫃裏。 

出25:22 我要在那裏與你相會，又要從見證的櫃遮罪蓋上兩個基路伯中間，和你說我所要 

吩咐你傳給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第四篇 約櫃和帳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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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和帳幕的歷史(豫表召會的歷史) 
內在意義 
1.描繪神心頭的願望、召會的荒涼，以及召會的恢復，好作神的見證，神的彰顯(出二五9

～10，二六26～30，四十38) 

 (1)約櫃與帳幕的關係 

  ①約櫃在帳幕，表徵正常的召會是基督的彰顯，基督是召會的內容(出四十34,35) 

  ②約櫃與帳幕分開，表徵召會墮落並失去基督的實際與同在(撒上四1～七2) 

  ③『無約櫃』就是『無基督』，『無基督』就是『以迦博』(無榮耀)(撒上四21,22，啓三

20) 

 (2)約櫃的行動乃是神在作祂具體化身的基督裏，在地上行動的圖畫(詩六八1～18) 

  ①把約櫃接出來(把神的同在接出來)(民十33～36，撒上四3,4) 

  ②約櫃被擄去，神的榮耀離開以色列(撒上二30,34,四10～18,22，詩七八61)  

出40:38 日間有耶和華的雲彩在帳幕以上，夜間雲中有火，顯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

們一切的行程中，都是這樣。 

出40:35 摩西不能進會幕，因為雲彩停在其上，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撒上4:21 她給孩子起名叫以迦博，說，榮耀離開以色列了；這是因為神的約櫃被擄去，又 

因為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第四篇 約櫃和帳幕的歷史  

•信徒不該僭用神，為著自己的亨通、平安和好處禱告，卻不顧神的經綸，乃該照著神的

心，且為著祂的經綸禱告、生活並為人 

•信徒應當悔改，徹底認罪，離棄偶像，回轉向神，求問神要他們作甚麼，而非信靠已過

藉約櫃的行動所經歷的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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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和帳幕的歷史(豫表召會的歷史) 
第四篇 約櫃和帳幕的歷史  

以便以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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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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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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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的歷史 帳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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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約櫃和帳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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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和帳幕的歷史(豫表召會的歷史) 
描繪召會從開始到如今的過程和光景 
1.召會中有基督(約櫃在帳幕裏所豫表)(出四十34～38，弗三16～21) 

 (1)以約櫃為內容，帳幕是約櫃的彰顯 

 (2)在絕對正常的光景裏，基督是召會的內容，召會是基督的彰顯 

出40:34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出40:36 在以色列人所有的行程中，每逢雲彩從帳幕收上去，他們就起程； 

出40:37 雲彩若不收上去，他們就不起程，直等到雲彩收上去的日子。 

書19:51 這就是祭司以利亞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並以色列人各支派宗族的首領，在示羅

會幕門口，耶和華面前，拈鬮所分的地業。這樣，他們把地分完了。 

撒上1:21 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羅去，要向耶和華獻年祭，並還所許的願。 

撒上3:21 耶和華繼續在示羅顯現；因為耶和華在示羅藉著祂的話，將祂自己啟示給撒母耳 

第四篇 約櫃和帳幕的歷史  

示羅(Tel Shiloh)考古挖掘現場 帳幕可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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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和帳幕的歷史(豫表召會的歷史) 
描繪召會從開始到如今的過程和光景 
2.召會中無基督(因著神百姓的失敗，約櫃被擄並與帳幕分開所豫表) 

 (1)帳幕成為空的，描繪基督徒的失敗，使召會失去基督的實際和同在(啓二4,5,三20) 

撒上5:1 非利士人將神的約櫃擄去，從以便以謝抬到亞實突。 

撒上5:2 非利士人將神的約櫃抬進大袞廟，放在大袞的旁邊。 

撒上5:4 又次日清早起來，見大袞仆倒在耶和華的約櫃前，面伏於地，並且大袞的頭和兩手

掌都在門檻上折斷，只剩下大袞的軀幹。 

撒上5:6 耶和華的手重重的加在亞實突人身上，敗壞他們，擊打他們，使他們生痔瘡，亞實

突和其四境都是如此。 

撒上5:8下 可以將以色列神的約櫃轉運到迦特去。於是將以色列神的約櫃轉運到那裏去。 

撒上5:10上 他們就把神的約櫃送到以革倫。 

撒上6:15 利未人將耶和華的約櫃和櫃旁裝金物的匣子拿下來，放在那塊大石頭上。當日伯

示麥人將燔祭和平安祭獻給耶和華。 

第四篇 約櫃和帳幕的歷史  

啓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

離棄了起初的愛。 

啓3: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

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

，我與他， 他與我要一同坐席。  

伯示麥(Tel Bet-Shemesh)考古挖掘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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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和帳幕的歷史(豫表召會的歷史) 
描繪召會從開始到如今的過程和光景 
3.有基督卻無召會(由無帳幕的約櫃，約櫃與帳幕分開所豫表) 

 (1)約櫃在基列耶琳的亞比拿達家中二十年(撒上七1,2) 

 (2)約櫃在迦特人俄別以東的家中三個月(撒下六10～12) 

 (3)召會歷史啓示，從第二世紀到現在，有過許多俄別以東，他們有主的同在(約櫃)，但無

正確的召會生活作基督的彰顯(帳幕)  

撒上7:1 基列耶琳人就來，將耶和華的約櫃接上去，抬到山上亞比拿達的家中，又使他兒子

以利亞撒分別為聖，看守耶和華的約櫃。 

撒上7:2 從約櫃停在基列耶琳那日起，過了許多日子，有二十年之久，以色列全家都哀慟尋

求耶和華。 

第四篇 約櫃和帳幕的歷史  

撒下6:10 於是大衞不肯將耶和華的約櫃搬到大衞城他

那裏，卻轉運到迦特人俄別以東的家中。 

撒下6:11 耶和華的約櫃停在迦特人俄別以東家中三個

月；耶和華賜福給俄別以東和他的全家。 

基列耶琳(Tel Kir’yat Ye’arim)遺址(取自https://www.biblewalks.com/kiriathjea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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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和帳幕的歷史(豫表召會的歷史) 
描繪召會從開始到如今的過程和光景 
4.基督同著不合式的召會 

 (1)大衞將約櫃從俄別以東的家搬到錫安山的大衛城，在耶路撒冷上好之地(撒下六12～19

，代上十五1～十六1) 

 (2)大衞在耶路撒冷為約櫃豫備一個帳棚，但不是照著神啓示給摩西的樣式(撒下六17，代

上十五1，代下一4，出二五9) 

 (3)有信徒顧到神的權益，嘗試實行召會生活，卻是照著自己的揀選，未照著神的啓示 

 (4)這些信徒雖有基督，卻帶著不正確召會生活的實行 

撒下6:12 有人告訴大衞王說，耶和華因為神的約櫃
，賜福給俄別以東的家，和一切屬他的。
大衞就去，歡歡喜喜的將神的約櫃從俄別
以東家中抬上大衞城去。 

撒下6:13 抬耶和華約櫃的人走了六步，大衞就獻牛
與肥畜為祭。 

撒下6:14 大衞束著細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華面前
極力跳舞。 

撒下6:15 這樣，大衞和以色列的全家歡呼吹角，將
耶和華的約櫃抬上來。  

撒下6:17 眾人將耶和華的約櫃抬進去，安放在所豫
備的地方，就是在大衞為約櫃所搭的帳棚
裏。大衞在耶和華面前獻燔祭和平安祭。 

第四篇 約櫃和帳幕的歷史  

大衛城(耶路撒冷模型，以色列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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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和帳幕的歷史(豫表召會的歷史) 
描繪召會從開始到如今的過程和光景 
5.基督同著正確的召會(由約櫃同著已擴大又擴增為殿的正確帳幕所豫表)(代上二八11～20

，代下三1) 

 (1)所羅門在耶路撒冷完成聖殿的建造，將約櫃搬到殿內的至聖所裏(王八1～11,48) 

 (2)有基督作實際，同著彰顯祂的正確召會，信徒感覺完全在家(詩九十1,2,九一1～16,九

二12～15,一三二5,8) 

 (3)今天在主的恢復裏，祂正在作工以恢復正常的光景，使基督在作祂身體實際的正確召

會裏，得著彰顯(弗二21,22,三16～21) 

代上28:11 大衞將殿的廊子、旁屋、府庫、樓房、內室、和安放遮罪蓋之至聖所的樣式指
示他兒子所羅門； 

代上28:12 又將他被靈感動所得的樣式，就是耶和華殿的院子、周圍的房屋、神殿的府庫
、 和聖物府庫的一切樣式，都指示他； 

王上8:1 那時，所羅門將以色列的長老們和各支派的首領，就是以色列人宗族的首領，招
聚到耶路撒冷所羅門王那裏，要把耶和華的約櫃從大衞城，就是錫安，運上來。 

王上8:6 祭司將耶和華的約櫃抬進所豫備的地方，就是聖殿的內殿，也就是至聖所，放在
兩個基路伯的翅膀底下。 

王上8:9 約櫃裏只有兩塊石版，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耶和華與他們立約的時候，摩
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並無別物。 

王上8:10 祭司從聖所出來的時候，有雲充滿耶和華的殿； 

弗2:21 在祂裏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裏的聖殿； 

弗2:22 你們也在祂裏面同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裏的居所。 

第四篇 約櫃和帳幕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