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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祭的胸牌：十二寶石 
Breastplate with 12 Precious Stones



會幕及聖所 Tabernacle & Court 
（出26-27）



會幕內的擺設（出25;30;37）



會幕內外的物件

約櫃 (出25:10-22) 

香壇 (出30:1-10) 

金燈台 (出25:31-40) 

供餅桌 (出25:23-30) 

銅盆 (出30:17-21) 

全燔祭壇 (出27:1-8)



大司祭的服飾

禮冠 (出28:39)
祝聖於上主標誌 (出28:36) 
紅瑪瑙石 (出28:9) 
金鏈 (出28:14) 

十二寶石胸牌 (出28:15-21) 
厄弗得及帶子 (出28:6,8) 
無袖紫長袍 (出28:31) 
金鈴石榴飾 (出28:33-35） 

細麻長白衣 (出28:39)



大司祭的胸牌(Breastplate) 
(出28:6-12) 

他們應用繡工以金線，紫色、紅色、朱紅色的毛
線，和捻的細麻做厄弗得。兩條肩帶應結連在厄
弗得的兩端。將厄弗得束在身上用的帶子，也應
像厄弗得一樣做法，與厄弗得連在一起，全是用
金線、紫色、朱紅色的毛線和捻的細麻做成的。
再取兩塊紅瑪瑙石，將以色列的兒子的名字刻在
上面，六個名字刻在一塊寶石上，另六個名字刻
在另一塊寶石上，全照他們出生的次序。以玉工
雕刻法，好似刻印章，把以色列的兒子們的名字
刻在這兩塊寶石上，嵌在金框內。再將這兩塊寶
石，即以色列子民的紀念石，掛在厄弗得的肩帶
上；亞郎要在上主前常在兩肩上帶著他們的名
字，好獲得紀念。



大司祭的胸牌(Breastplate) 
(出28:13-21) 

要做兩個金框，兩條純金的鏈子，要像做繩子一樣
擰成，把這像繩子的金鏈結在框子上。應以繡工做
判斷的胸牌，像做厄弗得，用金線，紫色、紅色、
朱紅色的毛線和捻的細麻去做。胸牌要方形，雙
層，一拃長，一拃寬。將鑲嵌的寶石安裝在上面，
排成四行: 

第一行：赤玉、青玉、翡翠； 

第二行：紫寶石、藍玉、金鋼石； 

第三行：黃瑪瑙、白瑪瑙、紫晶； 

第四行：黃玉、紅瑪瑙、水蒼玉； 

這些寶石都嵌在金框內。按照以色列的兒子的名
字，寶石應有十二塊，按刻印法，每塊刻一個名
字，代表十二支派。 



大司祭的胸牌：十二寶石

勒烏本 西默盎 肋未

猶大

納斐塔里

默納協

依撒加爾 則步隆

加得 阿協爾

厄弗辣因 本雅明



以色列大司祭的胸牌十二寶石郵票

勒烏本西默盎肋未猶大

納斐塔里

若瑟

依撒加爾則步隆

加得阿協爾

丹

本雅明



雅各伯十二子 
雅各伯的兒子共計十二人。 

‧肋阿的兒子：雅各伯的長子勒烏本、西默盎、
肋未、猶大、依撒加爾和則步隆。 

‧辣黑耳的兒子：若瑟和本雅明。 

‧辣黑耳的婢女彼耳哈的兒子：丹和納斐塔里。 

‧肋阿的婢女齊耳帕的兒子：加得和阿協爾： 

這些都是雅各伯在帕丹阿蘭生的兒子。



雅各伯的子女 
肋阿懷孕生了一子，給他起名叫勒烏
本，說：「上主垂視了我的苦衷，現
在我的丈夫會愛我了。」她又懷孕生
了一子，說：「上主聽說我失了寵，
又給了我一個。」遂給他起名叫西默
盎。她又懷孕生了一子，說：「這
次，我的丈夫可要戀住我了，因為我
已給他生了三個兒子。」遂給他起名
叫肋未。她又懷孕生了一子，說：
「這次我要讚頌上主。」為此給他起
名叫猶大。以後就停止生育。



辣黑耳就將自己的婢女彼耳哈給了雅
各伯作妾；雅各伯親近了她，她遂懷
孕，給雅各伯生了一子。辣黑耳就
說：「天主對我公道，俯聽了我的哀
聲，給了我一子。」為此給他起名叫
丹。辣黑耳的婢女彼耳哈又懷孕，給
雅各伯生了第二個兒子。辣黑耳就
說：「我以天大的力量與我姐姐相
爭，得到勝利了。」便給他起名叫納
斐塔里。



肋阿見自己停止生育，也將自己的婢
女齊耳帕給了雅各伯作妾。肋阿的婢
女齊耳帕給雅各伯生了一子。肋阿遂
說：「好幸運！」就給他起名叫加
得。肋阿的婢女齊耳帕給雅各伯又生
了第二個兒子。肋阿遂說：「我真有
福！女人都要以為我有福。」就給他
起名叫阿協爾。 



天主俯允了肋阿，她又懷孕，給雅各
伯生了第五個兒子。肋阿說：「天主
給了我報酬，因為我將我的婢女給了
我的丈夫。」便給他起名叫依撒加
爾。肋阿又懷孕，給雅各伯生了第六
個兒子。肋阿說：「天主給了我一個
很好的禮物；這一回我的丈夫要與我
同居了，因為我給他生了六個兒
子。」便給他起名叫則步隆。後來她
生了一個女兒，給她起名叫狄納。 



天主想起了辣黑耳，垂允了她，開了
她的子宮，她遂懷孕，生了一個兒
子，說：「天主拭去了我的恥辱。」
她給他起名叫若瑟說：「願上主再給
我添子。」 
辣黑耳將要斷氣快死的時候，給他起
名叫本敖尼；但他的父親卻叫他本雅
明。辣黑耳死了，葬在去厄弗辣大，
即白冷的路旁。 



肋阿 ha'le Leah 彼耳哈 hh'l.Bi Bilhah 
(Rachel)

齊耳帕 hP'l.zI Zilpah 
(Leah)

辣⿊耳 lxer" Rachel

1 勒烏本 !beWar> 
Reuben (29:32)

2 ⻄默盎 !A[m.vi
Simeon (29:33)

3 肋未 ywIle
Levi (29:34)

4 猶⼤ hd"Why>
Judah (29:35)

5 丹 !D"
Dan (30:6)

6 納斐塔⾥ yliT'p.n: 
Naphtali (30:8)

7 加得 dG"
Gad (30:11)

8 阿協爾 rvea'
Asher (30:13)

9 依撒加爾 rk'XF'yI 
Issachar (30:18)

10 則步隆 !WlWbz>
Zebulun (30:20)

11 狄納 hn"yDI
Dinah (30:21)

12 若瑟 @seAy
Joseph (30:24)

13 本雅明 !ymiy"n>Bi
Benjamin (35:18)





雅各伯祝福十二子 
(創49:1-28) 

雅各伯的兒子！你們集合靜聽，靜聽你們父親
以色列的話： 
勒烏本，你是我的長子，我的力量，我壯年的
首生；你過於暴燥，過於激烈，沸騰有如滾
水。你不能佔據首位，因為你侵犯了你父親的
床笫，上去玷污了我的臥榻。 
西默盎和肋未實是一對兄弟；他們的刀劍是殘
暴的武器。我的心靈決不加入他們的陰謀，我
的心神決不參與他們的聚會；因為他們在盛怒
下屠殺了人，任意割斷了牛的腿筋。他們的忿
怒這樣激烈，他們的狂暴這樣凶狠，實可詛
咒！我要使他們分散在雅各伯內，使他們散居
在以色列中。



猶大！你將受你兄弟的讚揚；你的手必壓在你
仇敵的頸上；你父親的兒子要向你俯首致敬。
猶大是隻幼獅；我兒，你獵取食物後上來，屈
身伏臥，有如雄獅，又如母獅，誰敢驚動？權
杖不離猶大，柄杖不離他腳間，直到那應得權
杖者來到，萬民都要歸順他。他將自己的驢繫
在葡萄樹上，將自己的驢駒拴在優美的葡萄樹
上；在酒中洗自己的衣服，在葡萄汁中洗自己
的外氅。他的雙眼因酒而發紅，他的牙齒因乳
而變白。



則步隆將居於海濱，成為船隻停泊的口岸，與
漆冬毗連。 
依撒加爾是匹壯驢，臥在圈中；他覺得安居美
好，地方優雅；便屈肩負重，成為服役的奴
隸。 
丹將如以色列的一個支派，衛護自己的人民。
丹必似路邊的長蟲，道旁的毒蛇，咬傷馬蹄，
使騎士向後跌下。上主！我期待你的救援！ 
加得要受襲擊者襲擊，但他要襲擊他們的後
隊。 
阿協爾的食物肥美，將供給君王的佳肴。 
納斐塔里是隻被釋放的母鹿，發出悅耳的歌
詠。



若瑟是一株茂盛的果樹，一株泉旁茂盛的果
樹；枝條蔓延牆頭。弓手令他苦惱，向他射
擊，與他對敵；但他的弓仍舊有力，他的手臂
依然靈活；這是因了雅各伯的大能者之手，因
了以色列的牧者和磐石之名；這是因為你父親
的天主扶助了你，全能者天主，以天上高處的
祝福，以地下深淵蘊藏的祝福，以哺乳和生育
的祝福，祝福了你。你父親的祝福，遠超過古
山岳的祝福，永遠丘陵的願望；願這些祝福都
降在若瑟頭上，降在他兄弟中被選者的額上。 
本雅明是隻掠奪的豺狼：早上吞食獵物，晚上
分贓。 

以上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以及他們的父親對他
們所說的話。他祝福了他們，以適合每人的祝
福，祝福了他們。



若蘇厄劃分許諾之地 
(蘇13-22) 

以下是若蘇厄和以色列子民，在約但河西
岸⋯照以色列各支派分給了他們作產業：⋯
惟獨肋未支派沒有分得產業，因為上主以色
列的天主自己是他們的產業，有如上主對他
們所說的。 

(若旦河東) 勒烏本—加得—默納協半支派 

(若旦河西) 猶大—厄法辣因—默納協半支派
—本雅明—西默盎—則步隆—依撒加爾—阿
協爾—納斐塔里—丹 

避難城(6座)和肋未城(48座)



十二支派名單 
�

民 5:14-18 
1100 BC 

申 33:5-29 
1050 BC [DTR] 

蘇 13:15-19:51 
1000 BC 

創 49:1-28 
950 BC [J] 

戶 7:12-88 
450 BC [P] 

創 35:23-26 
450 BC [P] 

編上 2:1-2 
300 BC [CHR] 

P 7:5-8 
100 AD [AP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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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支派分佈圖(蘇13-22)



天上耶路撒冷十二城門

則48:30-35 
城的出口如下：北面
有三門：勒烏本門，
猶大門，肋未門。城
門都是照以色列支派
的名字起的。東面有
三門：若瑟門，本雅
明門，丹門。南面有
三門：西默盎門，依
撒加爾門，則步隆
門。西面有三門：加
得門，阿協爾門，納
斐塔里門。 

這城從那天起名叫
「上主在那裡。」

勒烏本 猶大 肋未

則步隆 依撒加爾 西默盎

若
瑟

本
雅
明

丹

納
斐
塔
里 

阿
協
爾

加
得



天上耶路撒冷十二城門

默21:9-14 
⋯由天主那裡降下的
聖城耶路撒冷⋯這聖
城具有天主的光榮；
城的光輝，好似極貴
重的寶石，像水晶那
麼明亮的蒼玉；城牆
高而且大，有十二座
門，守門的有十二位
天使，門上寫著以色
列子民十二支派的名
字。東面三門，北面
三門，南面三門，西
面三門。城牆有十二
座基石，上面刻著羔
羊的十二位宗徒的十
二個名字。

伯多祿 安德肋 猶大

多默 斐理伯 若望

西
滿

巴
爾
多
祿
茂

雅
各
伯

瑪
弟
亞

瑪
竇

雅
各
伯



以色列內戰 
(民20:14,46-48;21:1-3,15-24) 

本雅明子孫從各城聚集起來，來到基貝亞，要
與以色列子民交戰。⋯那一日，本雅明中陣亡
的，共有二萬五千人，所剩下的六百人，轉身
逃往曠野，直到黎孟岩石，在黎孟岩石中住了
四個月。以色列人又回到本雅明子孫那裡，把
各城的人和牲畜，以及所遇見的都用刀殺盡；
並將所經過的城池放火燒毀。以色列人曾在米
茲帕起誓說：「我們中誰也不可把自己的女兒
嫁給本雅明人為妻。」⋯民眾來到貝特耳，在
天主面前，坐在那裡，放聲大哭，直到晚上；
然後說：「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為什麼在以色
列中間發生了這事，今日竟使以色列中少了一
支派？」



⋯民眾仍為本雅明人傷心難過，因為上主使
以色列支派中有了缺陷。會眾的長老說：
「本雅明的婦女既然都消滅了，我們怎樣給
所剩下的人娶妻呢？」又說：「本雅明的遺
民該有承嗣，免得以色列中泯沒一支。但
是，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女兒給他們為妻，因
為以色列曾起誓說：誰把女兒給本雅明人是
可詛咒的！」



⋯有人說：「看，年年在史羅舉行上主的慶
節。」──史羅位於貝特耳之北，貝特耳至舍根
大路之東，肋波納之南。於是他們給本雅明子孫
出主意說：「你們往葡萄園去，藏在那裡。等到
你們看見史羅的童女出來列隊跳舞，你們就從葡
萄園中出來，從史羅的女兒中，各搶一個為妻，
然後回本雅明地方去。她們的父親或兄弟若是出
來與我們爭論，我們就說：求你們看我們的情
面，恩待這些人，因為他們戰場上沒有得到女子
為妻；況且又不是你們將女兒交給他們；若是你
們給的，那就有罪了。」本雅明子孫就這樣作
了：按數目搶跳舞的女子，各娶一個為妻；以後
他們就走了，回到自己的地業，重建城邑，住在
那裡。以後以色列子民從那裡各回自己的支派和
家族，從那裡各回自己的家鄉。



瑪弟亞獲選加入十二宗徒 
(宗1:15-26) 

有一天，伯多祿起來站在弟兄們中間說：─
─當時在一起的眾人大約共有一百二十名─
─「諸位仁人弟兄！聖神藉達味的口，關於
領導逮捕耶穌的猶達斯所預言的經文，必須
應驗。他本來是我們中間的一位，分佔了這
職務的一分；但這人竟用不義的代價買了一
塊田地，他倒頭墮下，腹部崩裂，一切臟腑
都流了出來。耶路撒冷的居民盡人皆知，為
此，他們以本地話稱那塊田地為「哈刻達
瑪」，就是「血田」的意思。原來在聖詠集
上曾記載說：『願他的居所變成荒土，沒有
人在那裡居住。』又說：『讓人取去他的職
位。』



⋯所以必須從這些人中，即主耶穌在我們中
間來往的所有時期內，常同我們在一起的人
中，由若翰施洗起，直到耶穌從我們中被接
去的日子止，由這些人中，應當有一個同我
們一起作他復活的見證人。」他們便提出了
名叫巴爾撒巴，號稱猶斯托的若瑟，和瑪弟
亞兩個人。他們就祈禱說：「主，你認識眾
人的心，求你指示，這兩個人中，你揀選了
那一個，使他取得這職務的地位，即宗徒的
職位，因為猶達斯放棄了這職位，去了他自
己的地方。」他們給二人拈鬮，瑪弟亞中了
鬮，就列入十一位宗徒之中。



天庭神視 
(默4:1-11 ) 

這些事以後，我看見天上有一個門開了，並且
有我初次聽見，那同我說話像似號角的聲音，
說：「你上到這裡來，我要指示給你，這些事
以後必須要發生的事。」看，在天上安置了一
個寶座，有一位坐在那寶座上的。那位坐著
的，看來好似水蒼玉和紅瑪瑙；圍繞寶座的虹
霓，看來好似翡翠。寶座周圍還有二十四個寶
座，寶座上坐著二十四位長老：身穿白衣頭戴
金冠。有閃電、響聲和雷霆從那寶座發出來；
在寶座前還燃著七個火炬，那就是天主的七
神。寶座前面有如玻璃海，彷彿水晶；



⋯在寶座每一面當中，在寶座周圍，有四個活
物，前後都滿了眼睛：第一個活物像獅子，第
二個活物像牛犢，第三個活物面貌像人，第四
個活物像飛鷹。那四個活物，個個都有六個翅
膀，周圍內外都滿了眼睛，日夜不停地說：
「聖！聖！聖！上主，全能的天主，是昔在、
今在及將來永在者。」每逢那些活物將光榮、
尊威和頌謝歸於那坐在寶座上的，萬世萬代的
永生者時，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於寶座的
那位前，朝拜那萬世萬代的永生者，且把他們
的榮冠投在寶座前說：「上主，我們的天主！
你是堪受光榮、尊威和權能的，因為你創造了
萬物，萬物都是因了你的旨意而存在，而造成
的。」

Stanislaus	Lee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