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記結晶讀經＃37）
出到拜偶像的營外，進入幔內
Ⅰ．在出埃及記，十誡稱爲見證的版；十誡在兩方面見證神：
出32:15 摩西轉身下山，手裏拿著兩塊見證的版；版是兩面寫的，這面那面都有字。
Ａ．第一，十誡見證神是獨一的神。
出20:2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從為奴之家領出來。
Ｂ．第二，十誡見證神是愛、光、聖、義的神。
Ⅱ．在二十章一節至二十三章十九節，神頒佈律法及其典章；然後在二十四章十二節，神呼
召摩西到山頂，好將律法的石版，就是見證的版交給他：
出20:1 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23:19 地裏首先初熟之物，要帶到耶和華你神的殿中。不可用山
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24:12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上山頂到我這裏來，留在這裏；我要將石版，
版上有我所寫的律法和誡命，賜給你，使你可以教導百姓。
Ａ．律法作爲神的話和神的見證（神的彰顯），豫表基督是神的話和神的見證（神的彰顯）。
出34:28 摩西在那裏與耶和華同在四十晝四十夜，也不喫飯也不喝水。耶和華將這約的
話，就是十條誡命，寫在兩塊版上。
約翰1:1 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
Ｂ．基督是律法（卽神的見證）的實際；神的見證表徵基督，神的具體化身，是神所是之活的
描繪。歌羅西書2:9 因為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Ｃ．遵守律法的實際乃是活神並彰顯神；這樣的生活，就是在神永遠經綸裏的生活，乃是神
人的生活，是憑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不斷的操練靈否認己，釘十字架，而活那是
神見證之基督的生活，使神得着擴大並擴展的彰顯。
馬太16: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
我。
腓立比書1:21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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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甚至律法尚未頒佈完畢，百姓已經陷在拜偶像的罪裏，至少干犯了律法的頭三條誡命；
見證的版被摔碎，指明以色列人在領受律法以前，已經干犯了律法和律法的約：
出20:2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從為奴之家領出來。3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
別的神。4 不可為自己雕製偶像，也不可雕製任何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之物的像。5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們；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
們的罪孽，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6 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施慈愛，直到千代。
32:19 摩西走近營前，就看見那牛犢，又看見人跳舞，便發烈怒，把兩塊版從手中扔出，在
山下摔碎了。
Ａ．人以偶像頂替神，就使人無法遵守神的誡命。
約翰一書5:21 孩子們，你們要保守自己，遠避偶像。。
以西結書14:3 人子阿，這些人已將他們的偶像接到心裏，把陷他們於罪孽的絆腳石放在
自己面前；我豈能絲毫被他們求問麼？
Ｂ．我們心裏的偶像，就是我們裏面所愛的任何事物，超過了對主的愛，並在我們的生活中
頂替了主，會敗壞我們，帶進許多罪惡的事物。
出32:7 耶和華對摩西說，下去罷，因為你的百姓，就是你從埃及地領上來的，已經敗壞
了。
羅馬書1:20 自從創造世界以來，神那看不見永遠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徵，是人所洞見的，
乃是藉著受造之物，給人曉得的，叫人無法推諉；21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
榮耀祂，也不感謝祂，反倒在他們的推想上變為虛妄，他們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Ｃ．那些將偶像接到心裏的人，因着偶像就與主生疏了；凡在裏面有偶像，卻在外面尋求神
的，都不會找到神。。
Ⅳ．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犢後，摩西就遷到營外，所有尋求主的人都到那裏與他同聚，因爲主的
同在和說話都在那裏：
Ａ．我們需要看見金牛犢偶像的原則，並受警戒；神所救贖的百姓製造偶像，使他們成了
拜偶像的營：
2・火

１．百姓戴金耳環是爲着妝飾自己；這指明自我妝飾導致拜偶像。
２．不僅如此，耳環的金子是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前賜給他們，要用來建造帳幕的。
出12:36 耶和華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給了他們所要的。他們就把埃
及人的財物掠奪了。
３．但這金子在用來爲着神的定旨以前，就被撒但篡奪，被神的子民用來作成偶像。
４．因此，拜偶像乃是撒但篡奪以及人濫用神爲着祂的定旨所賜給的，以致將其糟蹋；這
是我們濫用神所賜給我們的，沒有爲着神的目的使用神在物質和屬靈上的恩賜。
５．金牛犢不是異教偶像，因爲是神所設立真正的大祭司亞倫製造的；不僅如此，亞倫造
了牛犢，以耶和華爲其名，並且以向神獻上祭物並敬拜神的方式，帶頭敬拜偶像。
出32:8 他們很快就偏離了我所吩咐他們行的道路，為自己鑄了一隻牛犢，向它下拜獻
祭，說，以色列阿，這就是領你從埃及地上來的神。
６．這樣，神所救贖的百姓敬拜以耶和華他們神爲名的偶像，並且以神所命定的方式敬拜。
７．拜偶像都是假裝敬拜真神，並在敬拜神的事上有了攙雜。
８．牛犢不是爲着勞動，乃是爲着給人喫，所以牛犢表徵享受；金牛犢作好以後，百姓在
它面前坐下喫喝，起來玩耍。
哥林多前書10:7 也不要作拜偶像的人，像他們有些人那樣；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喫
喝，起來玩耍。”
９．這幅圖畫指明，以色列人敬拜他們所享受的；他們拜金牛犢乃是一種消遣和娛樂，這
指明消遣和娛樂就是他們的偶像。
10．我們所在意的，乃是主的同在；在祂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3・水

Ｂ．摩西因爲曉得主的同在不再在百姓中間，就把他的帳棚遷移，支搭在離營一段距離的地方；
他的帳棚成了神的帳棚：
出33:7 摩西將帳棚支搭在營外，離營一段距離，他稱這帳棚為會幕。凡求問耶和華的，就出到
營外的會幕那裏去。
１．營表徵屬宗教的人，他們按名是屬主的，事實上卻是拜偶像的，敬拜並尋求主自己以外的
東西。
２．在神百姓的歷史中，可以看見三個時期的營：
ａ．這營最初是拜金牛犢以後的以色列人。
ｂ．主生活在地上時，猶太宗教成了這營。
馬太15:7 假冒為善的人哪，以賽亞指著你們所申言的是對的；他說，8 “這百姓用嘴脣尊敬
我，心卻遠離我；9 他們敬拜我也是徒然，因為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教訓教導人。”
ｃ．後來，召會改變了性質，從帳棚變爲營，就是宗教的系統，也就是宗教的巴比倫，由一班
屬宗教的人所組成，他們只按名是屬主的，並以嘴脣尊敬主，心卻定在主以外的東西上。
３．摩西遷移他的帳棚，遠離拜偶像的營之後，主面對面與他說話，好像人與同伴說話：
出33:11 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同伴說話一般。摩西回到營裏去，但他的幫手，
一個少年人，就是嫩的兒子約書亞，不離開會幕。
ａ．神與摩西是同伴、夥伴、同夥，同有一個工作，並在一個偉大事業中有共同的權益。
ｂ．因爲摩西與神是親密的，他是一個懂得神心的人，是合乎神心、並摸着神心的人；因此，
他有神的同在，到了完滿的地步。
出33:14 耶和華說，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ｃ．我們需要進入幔內並出到拜偶像的營外，與主有最親、最密的交通，使我們成爲與神有
共同權益的人，能爲神所用，以完成祂在地上的事業。
４．凡尋求主的人，必須出到營外，到帳棚那裏就了祂去。
4・木

Ⅴ．希伯來書的目標和最終的結論，乃是我們要進入幔內，並出到營外：
希伯來書6:19 我們有這盼望如同魂的錨，又牢靠又堅固，且通入幔內；20 作先鋒的耶穌，
既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遠的大祭司，就為我們進入幔內。13:13 這樣，我們也當出
到營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
Ａ．進入幔內，意卽進入主已在其中，在榮耀裏登寶座的至聖所；出到營外，意卽脫離主曾
從其中被人棄絕、驅逐的宗教：
１．營表徵屬地和屬人的宗教組織。
２．一切宗教都是屬人的組織，也是屬地的範圍，使人遠離神的經綸。
Ｂ．我們必須在我們的靈裏，從經歷說，今天實際的至聖所就是在我們的靈裏；我們也必須
出到宗教之外，今天實際的營就是在宗教裏：
１．我們越在靈裏享受天上的基督，就越出到宗教的營外，跟隨受苦的耶穌。
２．我們越在靈裏接觸這位在榮耀裏天上的基督，就越出到宗教的營外，就了卑微的耶穌
去，與祂一同受苦。
３．真正新約的職事把我們帶進靈裏，就是在幔內，對基督有享受，並加強我們跟隨耶穌
出到營外，爲着祂身體的緣故，交通於祂的受苦：
哥林多後書11: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一個
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3 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被敗壞，失去那向著基督的單純和純潔，
就像蛇用詭詐誘騙了夏娃一樣。
ａ．在幔內，我們有分於天上基督的職事，使我們得着裝備，能將祂供應給營外乾渴的
靈。
ｂ．藉着進入幔內並出到營外，我們就在各樣的善事上得着成全，好實行神的旨意；祂是在我
們裏面，行祂看爲可喜悅的事。
5・金

Ｃ．進入幔內就是進到我們的靈裏；當我們轉向我們的靈並操練我們的靈，我們就進入幔
內：
提摩太前書4:7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的虛構無稽之事，並要操練自己以至
於敬虔。8 因為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１．我們必須將我們的靈如火挑旺起來，將我們的心思置於靈，並辨明我們的靈與魂，藉
此操練、運用、使用我們的靈。
提摩太後書1:6 為這緣故，我題醒你，將那藉我按手，在你裡面神的恩賜，再如火挑旺
起來。7 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靈。
羅馬書8:5 因為照著肉體的人，思念肉體的事；照著靈的人，思念那靈的事。6 因為心思
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希伯來書10:22 …就當存著真誠的心，以十分確信的信，前來進入至聖所；
4:12 因為神的話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鋒利，能以刺入、甚至剖開魂
與靈，骨節與骨髓，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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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我們必須操練我們的靈，好進入幔內，直接接觸天上的基督這位在榮耀裏的人，而觀
看祂，好被祂灌輸並注入，使我們成爲祂團體的複製品。哥林多後書3:18 但我們眾人
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
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３．在幔內就是在至聖所裏，在這個範圍裏，我們有分於基督，並享受祂作隱藏的嗎哪、
發芽的杖、和生命之律，結果帶進神的團體彰顯，以完成神永遠的定旨。
希伯來書9:3 第二幔子後，還有一層帳幕，叫作至聖所，4 有金香壇，和四面包金的約
櫃，櫃裡有盛嗎哪的金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並兩塊約版；
6・土

經歷（在職生活篇）：
① 出32:18 但摩西說，這不是打勝仗呼喊的聲音；也不是打敗仗呼喊的聲音；我所聽見的，乃
是歌唱的聲音。19 摩西走近營前，就看見那牛犢，又看見人跳舞，

百姓造了一隻金牛犢；牛犢不是爲着勞動，乃是爲着享受，尤其是爲着給人喫。…金牛犢造
好以後，百姓就喫喝、玩耍。寇特（C. A.Coates）說，他們在運動。許多美國人到了週末只關心
喫喝與運動。…這裏的圖畫指明，牛犢表徵享受，以色列人敬拜他們所享受的。
許多的在職者都在星期五的晚上和六日為著自己的享受。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犢(表徵享受)，
並敬拜牠。這些吃喝玩樂就成為他們的偶像。事實上因著這樣享受，人們就有以下的行為：淫
亂、拜偶像、爭競、汙穢、好色、怒氣爆發、分裂、嫉妒、酒醉、作樂，因而傷害了自己。身為在主
裡的信徒，你應該要與聖徒們一同享受神、談神的話、供應神給人們、激勵、安慰、加強他們。
週末不只是用來為著自己的娛樂，要與主一同、與聖徒們、新人們、福音朋友們一同度過。這
樣，你就能享受神作真正的娛樂，也能夠分享主裡的喜樂給其他人。這樣的生活，能夠讓你過
著被聖別的在職生活，在神的祝福下能夠提高你在職場上的業績。
② 希伯來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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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先進入至聖所，在裏面得着加力，受激勵要出到營外，於是我們就出到宗教的組織之
外。我們越進入幔內，就越出到營外。我們惟有運用我們的靈，才能這樣作。我們曾看過，我們
的靈聯於天上的至聖所。當我們轉向我們的靈，並運用靈，我們就進入幔內。我們在此有分於
天上基督的天上職事。…我們在此也得着恩典，並得着加力，能以出到營外，跟隨祂走十字架
的道路。進入幔內，意卽進入主已在其中，在榮耀裏登寶座的至聖所；出到營外，意…我們藉着
進到靈裏而進入幔內，就嘗到這位天上基督的甜美，使我們能出到營外，丟棄地和屬地的愛。
宗教是指沒有以作為賜生命之靈的基督來敬拜神。你若是不操練自己的靈，就無法被賜
生命之靈的活基督給摸著，沒有辦法從宗教裡出來。能夠實際給你力量的，不是知識上的
基督，是次生命之靈的活基督。因此，你務必要操練自己的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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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 the veil and go without the camp,
Taste heaven's sweetness, thus the earth forsake;
If by the Holiest I am satisfied,
How can I of earth's vanities partake?
Enter the veil and go without the camp,
By heaven's presence will the earth depart;
If heaven's glory doth my spirit charm,
How can earth's happiness possess my heart?
Enter the veil, behold the glorious Christ,
Go out the camp to Jesus, let Him lead;
If throne and crown my spirit here enthrall,
Manger and cross cannot my steps impede.
If throne and crown my spirit here enthrall,
Manger and cross cannot my steps impede.
Enter the veil for resurrection pow'r,
414 經歷基督－與祂交通
Go out the camp to bear the cross and woe,
進入幔內，就必出到營外，嘗到天美，就必丟棄地愛；
If I His radiant face in heaven see,
聖中之聖如果滿足我心，空中之空豈能欺騙我魂？
His footsteps I will follow here below.
進入幔內，就必出到營外，天一同在，就必使地離開； 5 Enter the veil, on heaven's fatness feast,
天上榮耀如果吸引我靈，地上福樂豈能霸佔我情？
Without the camp, in hardship persevere;
進入幔內，瞻仰榮耀基督，出到營外，跟隨卑微耶穌；
Though earth trials sorely pain my heart.
寶座、冠冕，如果將我鼓舞，馬槽、十架，豈能使我裹足？Heaven's communion doth my spirit cheer.
進入幔內，吸取復活大能，出到營外，奔跑十架路程； 6 Enter the veil, Christ's riches there enjoy,
我若看見祂在天上面容，就必步武祂在地上腳蹤。
Without the camp, the needs of men supply:
進入幔內，飽嘗天上肥甘，出到營外，忍受地上艱難；
The life of heaven living out thru me
地上經歷雖使我心酸痛，天上交通卻叫我靈讚頌。
The souls of earth will bless and satisfy.
進入幔內，享受主的上好，出到營外，供應人的需要； 7 Enter the veil till it exists no more,
天上生命如果從我活出，地上靈魂就必因我得福。
Go out the camp till all the camps are gone:
進入幔內，直到幔子不存，出到營外，直到營都滅盡；
Until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unite,
直到天地所有同歸於一，直到神、人永遠 不再分離。
Till God and man together dwell i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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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キリストを経験する―彼と交わる(英)
1
1 まくに入り,えい所,出る, 天あじわい,地を捨てる;
聖のせいで満たされて, 空のくうにだまされず。
2 まくに入り,えい所,出る, 天にあれば,地はなれる;
天のえい光したうなら, 地のふくをもとめない。
2
3 まくに入り,主をあおぎ, 営所を出てイェスに行く;
かんむり,御座,はげませば, 十字架おそれずあゆむ。
4 まくに入り,復かつ得る, 営所,出て,十字架を負う;
天の御かお見るならば, 地でいさましくあゆむ。
3
5 まくに入り,天あじわい, 営所,出て,患なんしのぶ;
地はいたみあたえるが, 天はわがれいを生かす。
6 まくに入り,主を享受し, 営所,出て,ひとを満たす;
天のいのち,われ生かし, 地でひと,しゅくふく得る。
7 まくに入り,えい所,出て, まく失せるまですすめ;
天と地がむすびついて, かみ,ひと,住み合うま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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