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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kinah Glory–出埃及记 39:32-40:38 

因为没有合适的词和语言來描述在出埃及记里出現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就用“云

柱”或者“云彩”来稱呼。这云柱首次出现在出 13:21-22，“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

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 夜间火柱, 

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这云柱， 在希伯来书里又称为 “Shekinah Glory”, 就是荣光的

意思， 在新约和旧约经文里经常出现。这云柱保护以色列人不被埃及人赶上(出 14：

19-20)。在摩西上山接受耶和华的律法时，它降临在西乃山上(出 19：16-20)；在所罗

门献圣殿时，它出现过(王上 8：10)；在耶稣登山变像时，它出现过(太 17：5)； 当耶

稣升天时也出现过(徒 1：9)；在出埃及记中，这云柱停在以色列人按神的指示所建的会

幕中， 成了整本书的最高潮。   

I。 立起会幕 – 出 39：32-40：33 

第 25 章到第 31 章記載神指示会幕该如何建造，然后在 35-39 章重复了 25-31 章提到

的内容，不过这次不再是神的指示，而是描述以色列人如何按着神的指示建立会幕，然

后是检查会幕和立起会幕(出 39：32-40：33)。 

A。 摩西检查会幕(出 39：32-43) 

出 39：32-43 描述摩西检查会幕的情况，这段經文也是对前面 5 章作了一个总结，

一件一件的点数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每个细节。这一段經文重复地使用了 “凡耶和

华所吩咐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這句話。虽然以色列人造金牛犊不守神话语的时

刻，以后也很多次违背神的命令，但这一次他们“都照样做了”，所以摩西“就给他

们祝福”。祝福总是跟隨着顺服，每一个基督徒都必定因 “他照着神所吩

咐地做了”为有福。  

B。 神吩咐摩西立起会幕 – 出 40：1-15 

当所有的材料和會幕中的器具都准备好了，神对摩西说“立起帐幕”。这件事是

在 “正月的初一”(出 40：2)，正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週年紀念日。如果我们计

算一下，除去走在西乃山的三个月以及摩西两次上山，每次 40 天，以色列人大概花

了六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建造会幕。会幕在正月的初一日立起，可能与以色列人出埃及

一样，表征着以色列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与神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C。立起会幕 – 出 40：16-33 

因为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在旷野里度过，所以设计会

幕时就考虑到会幕应该可以迅速的立起和拆卸. 在这段经文里，最重要的还是这句话

“凡是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一句重复出现在 16，19，21，23，35，27，29，32

节。 

II 云彩 

当所有的工作都完成和检验了，会幕也立起了以后，“云彩遮盖会幕， 耶和华的荣

光就充满了帐幕”(出 40：34)。这表明神接纳了建立会幕的工作，以及祂愿意

住在祂的选民中的明确标志。对于以色列民族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无法以言

语來描述的, 万分喜乐的时刻。 

不过，这是什么样的云彩呢？它并不是我们平时见到的天上云彩，只是以色列人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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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神容光的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称核爆之后的现象叫“蘑菇云”一样，并不是说那

一定是一朵云，而是用蘑菇和云来描述核爆以后的现象。在这里，神的荣光在人类的语

言中没有適當的词汇可以描述，所有以色列人有时叫它“云柱”，有时叫它“云彩”, 

有时就称之为 “Shekinah Glory”. 

III. 云彩的重要性 

A.象征神的同在 

出埃及记的最后一句话明确的指出云彩是神的同在。 在 40：35 也说 “摩西不能

进入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在其他的经文中，

也处处可见云彩是象征耶和华同在的语句，比如出 33：9，10， 诗 99：7。 

对于了解神的人来说，神是非物质的，超越一切的，住在不能靠近的荣光中。所

以看到神降在会幕上，住在他的选民中是绝对令人惊奇的。但是圣经就是如此教导我

们的，就是神是超越一切的，又是触手可及的。他是无限的高于我们，但同时他也愿

意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我们，作我们的神。    

神的这种超越性和可触性启示的下一步，就是主耶稣基督。就像约翰写道:“道成

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

独生子的荣光。”(约 1：14) 

神的这种特性最终將在启示录 21：3 成就“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

哪！ 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神。 

B。保护以色列人 

1。 在敌人攻击時保护他們 

云彩保护着以色列人，让他们不受埃及人的攻击，出埃及记 14：19，20  描述

说“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

们的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终夜两

下不得相近。“ 

2。 在恶劣环境中保护他們 

这里虽然没有具体的細節，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另一层重要的保护是神对他们在

沙漠恶劣环境中的保护。当时大约有 60万男子(出 12:37，民 1:46)，除此以外还

有很多的妇女儿童，还有因着看到灾难信了耶和华的埃及人以及其他借机同以色

列人一起出埃及的奴隶，大约总共有 2 百万左右的人群在一起。而沙漠的自然条

件是很残酷的，白天高温，可以超过攝氏 100 度，甚至可以高达攝氏 150 度，而

晚上又很快降到冻点以下。这么多的人如何在这种条件下生存呢？答案就在云柱

里. 白天云柱为他们遮挡太阳的直射，晚上云柱变火柱，为他们提供温暖就如诗

105：38，39 所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云柱就是神照顧和保护的一个提醒，没有

祂， 这些人早就無法生存了。 

C。 神的引導 

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重要功能， 它是神引導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走的工具。 就

像尼 9：19 所说，"你還是大施憐憫，在曠野不丟棄他們。白晝，雲柱不離開他們，

仍引導他們行路；黑夜，火柱也不離開他們，仍照亮他們當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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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柱的移动 

云柱的移动在民 9：15-23 描述的很清楚，不管时间的长短，云柱停，以色列

人就安营扎寨，云柱起，他们就收起帐篷往前行。云柱停一天，他们就停一天，

云柱停一年，他们就停一年，他们完完全全地遵守着神给的命令。想象一下，如

果我们也能得到这样直接无误的命令，我们是否会很希望有这样的带领呢? 以色

列人并不太喜欢这样直接的带领。其實我们也會跟他们一样, 因為人是悖逆的.我

们不喜欢被这样的方式来带领。 

2。 训练的痛苦 

想象一下， 一个以色列家庭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云柱停了， 他们就停下来， 

把帐篷立起来， 把吃的， 用的， 住的东西拿出来， 一切安排好， 正准备休息

一下， 结果云柱起来了， 他们手忙脚乱的把一切吃的，用的，住的东西收起来，

随着大队人马一起出发。不一会儿，云柱又停了。 他们停下来， 这一次， 他们

决定不搭营， 就地休息一下， 结果云柱第二天还是停着的，第三天也是，一个

星期了， 还是停着的。这家人想，既然是这样，还是把帐篷搭起来，把东西拿出

来， 好好休息吧。 可是， 他们刚把这些东西弄好， 云柱又动了，他们只好又

打包行走，这个过程一直重复着。  

如果我们看民 9：15-23， 以我们所知道的人的本性来判断， 以色列人恐怕不

是很喜欢神這无法预测和不加解释的带领。 就好像我们一样， 希望生活是可以

预测的， 除非所有的事情都清清楚楚地解释给我们， 并且我们也可以选择， 决

定其结果，否则我们是不愿意有所改变的。 正因为如此， 我们会抗拒神的带领。

神当然不会提前对我们解释祂的作为，但我们必须服从神，跟着云柱行动。试想

一下， 如果有人说，管它云柱动不动，我才不动呢， 结果呢？他就被一个人丢

在旷野沙漠里， 走出了云柱白天为他挡太阳，晚上为他提供温暖的环境，很快他

就会死去。很多人都会讨厌这种没有解释的带领，但这就是训练， 在这种训练之

下，性格得以建造。神用这种训练，配合其他的方法，将以色列从一个原本是奴

隶的民族训练成可以进攻迦南的强兵健将。同样地，神也在今时今日用类似的训

练将我们变成基督的精兵。 

3。保证會到达目的地 

任何旅程都有目的地.如果神带领我们在一个旅程上，不管我们如何地不喜欢

这个过程，我们一定会到达一个目的地。因为神的意愿是让我们到达目的地，祂

开始的工，祂要完成(腓 1：6)。这是以色列人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希望。 

IV。 新约五旬节 

A。 圣灵的同在 

你也许会觉得以色列人比我们幸运，不管他们多么不喜欢云柱的走走停停，起码

他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云柱的动向，这样我们就认为神对他们比对我们要好？的确我们

现在不再看到云柱的带领，但我们有更好的东西-我们有圣灵。 圣灵不是神的一个象

征，而是神自己， 神就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心里. 

B。 圣灵的带领 

圣灵幫助我们理解並且願意顺服圣经，就是神以祂的话语来保护我们，带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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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对门徒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 16：

13)。保罗也说：”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加 5：16) 

C。 圣灵的充满 

在新约时代，与云柱降在会幕上类似的事件是五旬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

集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浮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 被圣灵充满，按着

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 2：1-4) 

D。 以云柱來幫助我們了解圣灵在我們生活中的應用 

 Arthur W. Pink 列举了十个云柱与圣灵之间的相似之处： 

1。云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给他们的，类似地，基督徒在主耶稣作为赎

罪祭献上， 他们脫離罪的捆绑之后，得到圣灵的能力。 

2。云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礼物，圣灵也是白白地给了基督徒。  

3。云柱是带领以色列人用的，圣灵也是为了引领基督徒的。  

4。云柱提供光明，圣灵提供属灵的理解和智慧，是我们脚前的灯。 

5。云柱提供遮盖，圣灵帮助我们抵挡这个邪恶世界的愤怒和魔鬼的攻击，当

我们受诱惑时，他提供一条出路(林前 10：13) 

6。神在云柱里说话，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发言人，祂通过圣经对我们讲话。  

   (启 2：7， 11，17，29； 3：6， 13， 22) 

7。云柱对埃及人来说是黑暗的，除了圣灵以外，没有人能明白神。 

   (林前 2：14) 

8。会幕一架起，云柱就降落，基督徒一得救，圣灵就来到他身上。我们的身

体就是圣灵的祭坛(林前 6：19) 

9。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徘徊时， 云柱一直没有离开他们。 耶稣告诉我们说圣

灵永远与我们同在(约 14：16)。 

10。云柱会再一次降临以色列人中， 以色列人知道将来神会再建一个西奈山， 

并要有云柱火柱在其上(以 4：5，6)。 我们当因神的灵拯救以色列全家而受

到激励(罗 11：26)。以賽亞說在未來"耶和華也必在錫安全山，並各會眾以上，

使白日有煙雲，黑夜有火焰的光。因為在全榮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

日可以得蔭避暑，也可以作為藏身之處，躲避狂風暴雨。"(賽 4:5,6) 

V。 应用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神已经通过圣灵在我们身上留下印记，这个礼物应该让我们在生

命中更加追求神的喜悦。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他的面前，接受祂賜給我们的奖赏。希望那

一天神对會我们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许多的事上存忠心，我要把许

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太 25：21) 如果我们是”他(她)照主

所吩咐地做了“，那么神是会这么说的。 

神让你照祂所吩咐做什么呢？神怎样通过你展现祂的荣耀，与你同在，

带领和祝福你来为祂作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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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期末分享聚會; 討論日期 4/24/16 

1。根據出埃及記中，神用人（埃及人，以色列人，亞瑪利人。。。）之間的互動來描述

你對神的認識。 

 

 

2。你是否從出埃及記中看到耶穌基督的作為呢？請分享。 

 

 

 

3。從出埃及記中的人物（摩西的母親，摩西，亞倫，約書亞，葉忒羅, 法老。。。）你

學的甚麼功課？ 

 

 

4。分享你對出埃及記中神所頒佈的律例典章的領受？是否幫助你認識神與認識耶穌基督

及你自己呢？為什麼？ 

 

 

5。出埃及記中，摩西以很長的篇幅來記載會幕的建造，為什麼呢？你是否看到其重要性

呢？ 

 

 

6。雲柱與火柱對你重生得救的生命有甚麼意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