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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埃及記 35-40 章(節錄)
35:135:1-5 上 摩西招聚以色列全會眾，
摩西招聚以色列全會眾，對他們說：「
對他們說：「這
：「這
是耶和華所吩咐的話，
是耶和華所吩咐的話，叫你們照著行：
叫你們照著行：六日要做工，
六日要做工，
第七日乃為聖日，
第七日乃為聖日，當向耶和華守為安息聖日。
當向耶和華守為安息聖日。凡這日
之內做工的，
之內做工的，必把他治死。
必把他治死。當安息日，
當安息日，不可在你們一
切的住處生火。」
切的住處生火。」摩西對以色列全會眾說
。」摩西對以色列全會眾說：「
摩西對以色列全會眾說：「耶和華
：「耶和華
所吩咐的是這樣：
所吩咐的是這樣：你們中間要拿禮物獻給耶和華，
你們中間要拿禮物獻給耶和華，凡
樂意獻的可以拿耶和華的禮物來，
樂意獻的可以拿耶和華的禮物來，……
35:21
35:21 凡心裡受感和甘心樂意的都拿耶和華的禮物
來，用以做會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
用以做會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聖衣
35:25
5:2525-26 凡心中有智慧的婦女親手紡線
凡心中有智慧的婦女親手紡線，
女親手紡線，把所紡的藍
把所紡的藍
色、紫色、
紫色、朱紅色線，
朱紅色線，和細麻都拿了來。
和細麻都拿了來。凡有智慧、
凡有智慧、
心裡受感的婦女就紡山羊毛。
心裡受感的婦女就紡山羊毛。
35:29
35:2929-35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無論男女，
無論男女，凡甘心樂意獻禮物給
耶和華的，
耶和華的，都將禮物拿來，
將禮物拿來，做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
一切工 摩西對以色列人說：「
摩西對以色列人說：「猶大支派中
：「猶大支派中，
猶大支派中，戶珥的
孫子、
孫子 、 烏利的兒子比撒列，
烏利的兒子比撒列 ， 耶和華已經題他的名召
他，又以 神的靈充滿了他，
神的靈充滿了他，使他有智慧、
使他有智慧、聰明、
聰明、知
識，能做各樣的工，
能做各樣的工，能想出巧工，
能想出巧工，用金、
用金、銀、銅製造
各物，
各物，又能刻寶石，
又能刻寶石，可以鑲嵌，
可以鑲嵌，能雕刻木頭，
能雕刻木頭，能做各
樣的巧工。
樣的巧工。耶和華又使他，
耶和華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亞希撒抹的兒
子亞何利亞伯，
子亞何利亞伯，心裡靈明，
心裡靈明，能教導人。
能教導人。耶和華使他們
耶和華使他們
的心滿有智慧
的心滿有智慧，
滿有智慧，能做各樣的工，
能做各樣的工，無論是雕刻的工，
無論是雕刻的工，巧
匠的工，
匠的工，用藍色、
用藍色、紫色、
紫色、朱紅色線，
朱紅色線，和細麻、
和細麻、繡花的
工，並機匠的工，
並機匠的工，他們都能做，
他們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
也能想出奇巧的工。

36:46:4-7 凡做聖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離開他所做的
工，來對摩西說：「
來對摩西說：「百姓為耶和華吩咐使用之工所拿
：「百姓為耶和華吩咐使用之工所拿
來的，
來的，富富有餘。」
富富有餘。」
摩西傳命，
摩西傳命，他們就在全營中宣告說：「
他們就在全營中宣告說：「無論男女
：「無論男女，
無論男女，不
必再為聖所拿甚麼禮物來。」
必再為聖所拿甚麼禮物來。」這樣才攔住百姓不再拿
。」這樣才攔住百姓不再拿
禮物來。
禮物來。因為他們所有的材料夠做一切當做的物，
因為他們所有的材料夠做一切當做的物，而
且有餘。
且有餘。
40:33
40:33-38 在帳幕和壇的四圍立了院帷，
在帳幕和壇的四圍立了院帷，把院子的門簾
掛上。
掛上。這樣，
這樣，摩西就完了工。
摩西就完了工。當時，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
雲彩遮蓋會幕，
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
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摩西不能進會幕；
摩西不能進會幕；因為
雲彩停在其上，
雲彩停在其上，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每逢
雲彩從帳幕收上去，
雲彩從帳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
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雲彩若不
收上去，
收上去，他們就不起程，
他們就不起程，直等到雲彩收上去。
直等到雲彩收上去。日間，
日間，
耶和華的雲彩是在帳幕以上；
耶和華的雲彩是在帳幕以上；夜間，
夜間，雲中有火，
雲中有火，在以
色列全家的眼前。
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們所行的路上都
在他們所行的路上都是
們所行的路上都是。
 講道大綱~
講道大綱~FACT CHECK
1. F:FIRST(
FIRST(以神為
以神為首) & FOLLOW(
FOLLOW(全然順服)
2. A: ACTIVE
CTIVE(
IVE(心動) & ACT(
ACT(行動)
行動)
3. C:CARE(
ARE(用心) & CONCENTRATE(
CONCENTRATE(清心)
4. T: THANK(
HANK(感謝)&TRUST(
TRUST(信靠)
結語:Faith Check
討論與分享(
討論與分享(請選題討論)
請選題討論)
1.請用上述的 FACT CHECK 檢視下自己，哪一項是你
已做 到的，哪一 項是你想追 求的？
2.最近的社會運動
會運動之中，面對眾多的資訊，你是如何
幫助自己 FACT CHECK?
CHECK? 你又是如何 Faith Check？
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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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招聚以色列全會眾，對他們說：「
對他們說：「這
：「這
是耶和華所吩咐的話，
是耶和華所吩咐的話，叫你們照著行：
叫你們照著行：六日要做工，
六日要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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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日乃為聖日，當向耶和華守為安息聖日。
當向耶和華守為安息聖日。凡這日
之內做工的，
之內做工的，必把他治死。
必把他治死。當安息日，
當安息日，不可在你們一
切的住處生火。」
的住處生火。」摩西對以色列全會眾說
。」摩西對以色列全會眾說：「
摩西對以色列全會眾說：「耶和華
：「耶和華
所吩咐的是這樣：
所吩咐的是這樣：你們中間要拿禮物獻給耶和華，
你們中間要拿禮物獻給耶和華，凡
樂意獻的可以拿耶和華的禮物來，
樂意獻的可以拿耶和華的禮物來，……
35:21
35:21 凡心裡受感和甘心樂意的都拿耶和華的禮物
來，用以做會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
用以做會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聖衣
35:25
5:2525-26 凡心中有智慧的婦女親手紡線，
凡心中有智慧的婦女親手紡線，把所紡的藍
色、紫色、
紫色、朱紅色線，
朱紅色線，和細麻都拿了來。
和細麻都拿了來。凡有智慧、
凡有智慧、
心裡受感的婦女就紡山羊毛。
心裡受感的婦女就紡山羊毛。
35:29
35:2929-35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無論男女，
無論男女，凡甘心樂意獻禮物給
耶和華的，
耶和華的，都將禮物拿來，
將禮物拿來，做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
一切工 摩西對以色列人說：「
摩西對以色列人說：「猶大支派中
：「猶大支派中，
猶大支派中，戶珥的
孫子、
孫子 、 烏利的兒子比撒列，
烏利的兒子比撒列 ， 耶和華已經題他的名召
他，又以 神的靈充滿了他，
神的靈充滿了他，使他有智慧、
使他有智慧、聰明、
聰明、知
識，能做各樣的工，
能做各樣的工，能想出巧工，
能想出巧工，用金、
用金、銀、銅製造
各物，
各物，又能刻寶石，
又能刻寶石，可以鑲嵌，
可以鑲嵌，能雕刻木頭，
能雕刻木頭，能做各
樣的巧工。
樣的巧工。耶和華又使他，
耶和華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亞希撒抹的兒
子亞何利亞伯，
子亞何利亞伯，心裡靈明，
心裡靈明，能教導人。
能教導人。耶和華使他們
的心滿有智慧，
的心滿有智慧，能做各樣的工，
能做各樣的工，無論是雕刻的工，
無論是雕刻的工，巧
匠的工，
匠的工，用藍色、
用藍色、紫色、
紫色、朱紅色線，
朱紅色線，和細麻、
和細麻、繡花的
工，並機匠的工，
並機匠的工，他們都能做，
他們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
也能想出奇巧的工。

36:46:4-7 凡做聖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離開他所做的
工，來對摩西說：「
來對摩西說：「百姓為耶和華吩咐使用
：「百姓為耶和華吩咐使用之工所拿
百姓為耶和華吩咐使用之工所拿
來的，
來的，富富有餘。」
富富有餘。」
摩西傳命，
摩西傳命，他們就在全營中宣告說：「
他們就在全營中宣告說：「無論男女
：「無論男女，
無論男女，不
必再為聖所拿甚麼禮物來。」
必再為聖所拿甚麼禮物來。」這樣才攔住百姓不再拿
。」這樣才攔住百姓不再拿
禮物來。
禮物來。因為他們所有的材料夠做一切當做的物，
因為他們所有的材料夠做一切當做的物，而
且有餘。
且有餘。
40:33
40:33-38 在帳幕和壇的四圍立了院帷，
在帳幕和壇的四圍立了院帷，把院子的門簾
掛上。
掛上。這樣，
這樣，摩西就完了工。
摩西就完了工。當時，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
雲彩遮蓋會幕，
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
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摩西不能進會幕；
摩西不能進會幕；因為
雲彩停在其上，
雲彩停在其上，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每逢
雲彩從帳幕收上去，
雲彩從帳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
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雲彩若不
收上去，
收上去，他們就不起程，
他們就不起程，直等到雲彩收上去。
直等到雲彩收上去。日間，
日間，
耶和華的雲彩是在帳幕以上；
耶和華的雲彩是在帳幕以上；夜間，
夜間，雲中有火，
雲中有火，在以
色列全家的眼前
色列全家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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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行的路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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