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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讀經班之民數記14-23章

2016年10月02日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摩西五經的主題

書名 主題

創世記 萬物的起源（萬物的起頭和神
救贖計劃的起頭）

出埃及記 作神的子民（神拯救人的目的）

利未記 如何親近神（與神同在和與神
同行的條件）

民數記 曠野的歷程（人的失敗）

申命記 重申愛的命令（神的恩典）



民數記的結構與大綱

◦ 1.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以及從西乃山到加低斯
的旅途（1-12章）

◦ 2. 以色列人在加低斯，以及從加底斯到摩押平
原的旅途（13-21章）

◦ 3.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以及到達摩押平原之
後所發生的事（22-36章）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打發人去窺探我所賜給
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們每支派中要打發一個
人，都要做首領的。（民 13:1-2）

 你們都就近我來說：我們要先打發人去，為我
們窺探那地，將我們上去該走何道，必進何城，
都回報我們。（申 1:22）

 我對你們說：你們已經到了耶和華我們神所賜
給我們的亞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華你的
神已將那地擺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華你列祖
的神所說的上去得那地為業。不要懼怕，也不
要驚惶。（申 1:20-21）

人的小信與神的應許



 路上的艱苦：「我們照著耶和華我們神所
吩咐的，從何烈山起行，經過你們所看見
那大而可怕的曠野，往亞摩利人的山地去，
到了加低斯巴尼亞。」（申 1:19）

 綠洲的誘惑：加低斯（Kadesh，公義的
泉水），又名加低斯巴尼亞（申 1:2），
曾經出現於創世記 14:7，是迦南地南端
的一個綠洲，有三股泉水。

艱苦與誘惑



• 樣品：
•「他們到了以實各谷，從那裡砍了葡萄樹的
一枝，上頭有一挂葡萄，兩個人用杠抬著，
又帶了些石榴和無花果來。」（民 13:23）

• 實體：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約 10:10）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叫神因我們得榮
耀。」（林後 1:20）

樣品與實體



• 恐懼：

•「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樣；據他們看，
我們也是如此。」（民 13:33）

•「耶和華為什麼把我們領到那地，使我們倒在
刀下呢？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擄掠。我們回
埃及去豈不好嗎？」（民 14:3）

恐懼與信心



• 信心：

• 「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說：我們立刻上去得那
地吧，我們足能得勝！」（民 13:30）

• 「窺探地的人中，嫩的兒子約書亞和耶孚尼的兒子迦
勒撕裂衣服，對以色列全會眾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
地是極美之地。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
那地，把地賜給我們，那地原是流奶與蜜之地。但你
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
是我們的食物，並且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
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民 14:6-9）

•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
有餘了。」（羅 8:37）

信心與恐懼



 「唯獨我的僕人迦勒，因他另有一個心志，專一

跟從我，我就把他領進他所去過的那地。他的後

裔也必得那地為業。」（民 14:24）

 「看哪，現今我八十五歲了，我還是強壯，像摩

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入，我

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求你將耶和華

那日應許我的這山地給我。那裡有亞衲族人，並

寬大堅固的城，你也曾聽見了。或者耶和華照他

所應許的與我同在，我就把他們趕出去。於是約

書亞為耶孚尼的兒子迦勒祝福，將希伯崙給他為

業。」（書 14:10-13）

迦勒



 亞倫造金牛犢（出 32）：不可為自己雕

刻偶像（出 20:4）

 詛聖名者殺無赦（利 24:10-16）：不可

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出 20:7）

 犯安息日者致之死（民 15:32-36）：當

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出 20:8）

干犯十誡的案例



 可拉黨「聚集攻擊摩西、亞倫，說：你們擅自專
權。全會眾個個既是聖潔，耶和華也在他們中間，
你們為什麼自高，超過耶和華的會眾呢？」（民
16:3）

 「摩西又對可拉說：利未的子孫哪，你們聽我說。
以色列的神從以色列會中將你們分別出來，使你
們親近他，辦耶和華帳幕的事，並站在會眾面前
替他們當差。耶和華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
的子孫，一同親近他，這豈為小事，你們還要求
祭司的職任嗎？你和你一黨的人聚集是要攻擊耶
和華，亞倫算什麼，你們竟向他發怨言呢？」
（民 16:8-11）

 「第二天，以色列全會眾都向摩西、亞倫發怨言
說：你們殺了耶和華的百姓了！」（民 16:41）

以色列人叛逆神



 「摩西對亞倫說：拿你的香爐，把壇上的
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帶到會眾那
裡，為他們贖罪。因為有憤怒從耶和華那
裡出來，瘟疫已經發作了。亞倫照著摩西
所說的拿來，跑到會中，不料，瘟疫在百
姓中已經發作了。他就加上香，為百姓贖
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間，瘟疫就止住
了。」（民 16:46-48）

大祭司的代求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從他們手
下取杖，每支派一根。從他們所有的首領，按著
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將各人的名字寫在各人
的杖上，並要將亞倫的名字寫在利未的杖上，因
為各族長必有一根杖。你要把這些杖存在會幕內
法櫃前，就是我與你們相會之處。後來我所揀選
的那人，他的杖必發芽。這樣，我必使以色列人
向你們所發的怨言止息，不再達到我耳中。

 於是摩西曉諭以色列人，他們的首領就把杖交給
他，按著支派，每首領一根，共有十二根，亞倫
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櫃的帳幕內，
在耶和華面前。第二天，摩西進法櫃的帳幕去。
誰知利未族亞倫的杖已經發了芽，生了花苞，開
了花，結了熟杏。」（民 17:1-8）

神的揀選----亞倫的杖



 「你曉諭利未人說：你們從以色列人中所
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給你們為業的，要
再從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為舉祭獻
給耶和華。」（民 18:26）

神僕人的奉獻



 神的命令：「你拿著杖去，和你的哥哥亞
倫招聚會眾，在他們眼前吩咐磐石發出水
來，水就從磐石流出，給會眾和他們的牲
畜喝。」（民 20:8）

 摩西的反應：「摩西舉手，用杖擊打磐石
兩下，就有許多水流出來，會眾和他們的
牲畜都喝了。」（民 20:11）

 結果：「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因為你
們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
所以你們必不得領這會眾進我所賜給他們
的地去。」（民 20:12）

摩西一生的遺憾



 「那時我懇求耶和華說：主耶和華啊，
你已將你的大力大能顯給僕人看。在天
上，在地下，有什麼神能像你行事，像
你有大能的作為呢？求你容我過去，看
約旦河那邊的美地，就是那佳美的山地
和黎巴嫩。但耶和華因你們的緣故向我
發怒，不應允我，對我說：罷了，你不
要向我再提這事。你且上毗斯迦山頂去，
向東、西、南、北舉目觀望，因為你必
不能過這約旦河。」（申 3:23-27）

摩西一生的遺憾



 百姓發怨言
他們從何珥山起行，往紅海那條路走，要繞過以
東地。百姓因這路難行，心中甚是煩躁，就怨讟
神和摩西說：你們為什麼把我們從埃及領出來，
使我們死在曠野呢？這裡沒有糧，沒有水，我們
的心厭惡這淡薄的食物！（民 21:4-5）

 火蛇：神的公義和神的審判

 銅蛇：神的慈愛和神的拯救

火蛇與銅蛇



 耶穌說：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
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
生。（約 3:14-15）

 耶穌說：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
引萬人來歸我。（約 12:32）

 舊約是新約的影兒：從舊約中看到耶穌
的預表。

摩西在曠野舉蛇



 希西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
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他廢去丘壇，毀
壞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銅
蛇，因為到那時以色列人仍向銅蛇燒香；
希西家叫銅蛇為銅塊。（王下 18:3-4）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
實拜他。（約 4:24）

 禁止聖物崇拜

聖物崇拜



 經文的長短，本身就是一個信息。神認
為我們應該多知道的事情，那段經文就
長些。神認為我們不需要知道太多的事
情，那段經文就短些。從神的眼光來看，
最重要的是敬拜他，而不是參透他的作
為。神按照我們所當知道的來啟示我們，
因此從啟示的份量，也可以看出神的心
意。

神的教導



 國際先知巴蘭
... 那時西撥的兒子巴勒做摩押王。他差遣使者往
大河邊的毘奪去，到比珥的兒子巴蘭本鄉那裡，
召巴蘭來 ...（民 22:4-5）

 為利奔走的先知
他們離棄正路，就走差了，隨從比珥之子巴蘭的
路。巴蘭就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先知。（彼後
2:15）

先知巴蘭



 神的旨意：神對巴蘭說：你不可同他們
去，也不可咒詛那民，因為那民是蒙福
的。（民 22:12）

 神的許可（任憑）：當夜，神臨到巴蘭
那裡，說：這些人若來召你，你就起來
同他們去，你只要遵行我對你所說的話。
（民 22:20）

 神可以藉著人的不順服，照樣完成他的
旨意，只不過這個人自己要受虧損。

「神的旨意」和「神的許可」



 任何人都可以做神的工具，連驢子都可以，
但是只有屬神的人才可以成為神的僕人。

 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
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憑著
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棘上豈
能摘葡萄呢？蒺藜裡豈能摘無花果呢？這
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唯獨壞樹結壞果
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
子。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
裡。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
們來。（太 7:15-20）

「神的工具」和「神的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