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数记第一课 （民数记 10：11-11：35）  3/13/2015 

1. 引言  

民數記與出埃及記、利未記之間的關係 

民數記是接續利未記的，但是利未記是講到事奉的條例，按照時間來講，那段時間以色列

百姓是駐紮在一處不動的。民數記是接續出埃及記又開始的行動，記載以色列人在曠野的

生活。 

民數記數點了兩代的百姓，記載了兩代人中間的生活。第一代人在曠野中被淘汰，第二代

才真正照著神的應許進入迦南地。從這個觀點看，民數記也是一本非常可悲的歷史記錄。 

民數記主要記述以色列人在曠野四十餘年的漂流經歷，神藉著曠野的旅程，管教和裝備以

色列民，使他們得以進入應許之地。他們在旅途中，一方面經歷神信實的供應和帶領，以

及神公義的審判和懲罰，另一方面繼續獲得多方面的啟示，使他們曉得分地的條例及在應

許地生活的法則，他們第一代失敗的經歷確為每一個基督徒的警告和鑑戒。 

從第一章至第十章，著重是記敘幾件事情，1.第一次數點男丁，老的一代－共 603550 名

（一章），2.軍隊的編排、安營、起行的規律（二章）， 3.利未人會幕中服事的職責和

規律（三至四章），4.潔淨、獻祭與守節等的規例（五至九章）， 5.拔營起行（十章） 

2. 歸納總義和經文分段 （民數記 10：11-11：35） 

以色列百姓在西乃曠野領受神所頒布的法規之後，啟程前往巴蘭的曠野。百姓順從神所規

定的法規，各支派的統領帶領百姓和軍隊有秩序地前行。摩西邀請內兄何巴成為幫手一起

前往，以更好地面對變化莫測沙漠氣候。以色列人離開西乃山之後，進入到荒涼的沙漠地

帶，百姓開始發怨言，神因此發怒，在他備拉使火在百姓中間焚燒，直到營的邊界。百姓

又因生活上的缺乏發怨言，神的怒氣因百姓的怨言而發作，摩西向神抱怨他的責任太重，

神選七十個長老賜給他們聖靈以分擔摩西的重任，並答應為百姓供應肉食。在基博哈他瓦，

百姓因過量捕捉鵪鶉起貪欲遭神的擊殺。 

 

經文分段 

1.以色列百姓順服神的命令離開西乃前往巴蘭曠野 （10：11-10：36） 

2.以色列百姓因為生活缺乏發怨言遭神嚴厲的管教 （11：1-15; 31-35） 

3.摩西向神倾诉他的責任太重，神選七十個長老賜聖靈以分擔摩西的重任（11：1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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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信息和問題討論 

信息一 神命令以色列百姓啟行，以色列百姓依照耶和華藉著摩西所吩咐的順從神的命令，

並且服從各支派領袖的帶領，按著軍隊往前行。 

討論問題 1.觀察十二個支派前行的列隊有哪些特點？這些特點對龐大的以色列百姓有條

不紊穿過曠野有怎樣的幫助？在這些特點中，有哪一點對於我們今天在教會互相搭配的事

奉有啟發性？請舉例分享。  

 

 

信息二 以色列人在進入曠野之後，在面對生活的困難和缺乏時便開始發出抱怨，結果遭

受神嚴厲的管教 

討論問題 2. 在民數記十一章裏，以色列民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發了怨言？他們發怨言的真

正原因是什麼？神為什麼不喜歡他們發怨言？你上一周有抱怨嗎？你為怎樣的事情而抱怨

呢？請分享。 

 

 

討論問題 3. 在民數記 11：11， 摩西為什麽會不高興而向神傾訴？神又是怎樣幫助他的？

你在服事中有不堪重負（burn out）的經歷嗎？神又是怎樣幫助你的呢？ 

 

 

 

4. 查經小結 

在這一課中，我們學習到順服神命令的重要性, 在神的家中，當眾人都當以順服主的命令

為首要，各個肢體就可以有條不紊地完成神的事工。在困境中，應當學習信靠順服神，當

不如意的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不要讓怨言來成為我們生命中的態度，反而我們用順服的

態度，在每一件事情上，當我們知道因為是出於耶和華，我們就默然不語，以致於我們的

生命裡面，常常充滿了基督那樣的眼光，基督那樣的沈著，來面對我們生命中間每一件事

情，以致於當我們碰見每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可以把榮耀讚美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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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歸納總義和經文分段 （民數記 12：1-13：33） 

亞倫和米利暗因摩西娶了古實女子而不滿，對摩西的領袖權柄發出挑戰，摩西為人極其謙

和，在面對質疑時保持緘默。神召摩西，亞倫和米利暗到會幕當中，在雲柱中向他們顯現，

證明摩西地位的超越，同時施行審判讓米利暗得了大痲瘋，亞倫求摩西為米利暗代求，摩

西代求米利暗得醫治。以色列人歷經艱難來到加低斯應許之地的邊界，摩西按照神的吩咐

差派十二個探子偵察這地四十天，探子回來報告這是佳美之地，但同時也報告這地居民身

材高大，攻打這地會過於困難，只會失敗身亡。 

經文分段 

1.米利暗和亞倫嫉妒摩西 （12：1-12：9） 

2.神懲罰米利暗得大麻風，摩西為米利暗代求大麻風得醫治 （12：10-16） 

3.摩西按照神的吩咐差派十二個探子觀察這地（13：1- 24） 

4.十個探子回來向摩西和以色列民報惡信，（13：25- 33） 

 

2. 主要信息和問題討論 

信息一  米利暗和亞倫挑戰摩西的權威，神親自證實摩西地位的超越，用大痲瘋懲罰米

利暗，摩西為米利暗代求使她的大痲瘋得醫治 

討論問題 1.觀察米利暗和亞倫用怎樣的方式來毀謗摩西？為什麼米利暗和亞倫要如此毀

謗摩西？這反應他們怎樣的內心想法？ 

 

 

討論問題 2.較早時百姓抱怨神不供給他們飲食時，摩西向神轉述他們的怨言（11：11），

但如今當自己的地位受到質疑時，為什麼摩西卻保持緘默？ 在面對他人不公平的毀謗時

候，聖經的教導是怎樣的？你有什麼好的或者是失敗的見證可以和我們分享？ 

 

 

討論問題 3.神是用怎樣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的？亞倫和米利暗的反應如何？從他們身上

我們得到怎樣的提醒和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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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二  摩西按照神的吩咐差派十二個探子偵察應許之地，探子回來匯報說那地是佳美

之地，然而那地的居民高大強壯，十個探子對神的信心不足，勸摩西和以色列民不要攻打

那地，以免敗亡。 

討論問題 4.摩西給探子的具體任務有哪些？為什麼要差派探子去察看那地？探子拿回來

的報告是怎樣的？從他們的匯報中看出這些探子有什麼樣的想法和態度？我們今天在遇到

困難和挑戰時，通常會有哪幾種態度？請分享在困境中如何過一個有信心的生活？  

 

 

 

 

3. 查經小結 

在這一課中，我們學習到在面對他人不公平的毀謗和攻擊的時候，應當學習謙卑倚靠主，

不要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相信神在掌權，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羅 12：17-21）。

我們也學習到，神對屬靈領袖的要求會非常嚴格。如果我們是做屬靈帶領的人，應當時刻

警醒謹慎，要遠離惡事，過一個聖潔的生活。如果我們是幫助屬靈領袖的人，應當常常會

領袖禱告守望，彼此提醒。在面對困難和挑戰的時候，不要馬上逃避，也不要立刻繞道而

行，也不要直接莽撞行事，應當用堅定的信心，在困境中倚靠主來周旋，相信萬事都是互

相效益，叫我們可以在困境中不喪膽，生命和信心得長進，把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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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14：1～15：41） 4/10/2015     

 

歸納總意  

繸

 

 

分段主題 – 

14:1 -14:19   

14:20-14:38  

14:39-14:45

15:1 -15:21   

15:22-15:31  

15:32-15:36  

15:37-15:41  繸  

 

 

主要信息和讨论分享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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繸

 

 

討論與分享 

 

 

 繸

–

祂 ，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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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16：1～17：13） 4/17/2015     

 

歸納總意 

分段主題  

16:1 -16:40   

16:41-16:50  

17:1 -17:13

 

主要信息與討論分享 

 

祂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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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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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18：1～19：22） 4/24/2015     

 

歸納總意  

祂

分段主題 – 

18:1 -18:7   

18:8 -18:32  

19:1 -19:22

 

–



2 

  Ver. 03-19-15 

–

–

–

祂

祂

祂

況 遠 靈 將 無 無 獻給 豈

淨 們 們 們 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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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查經         第六課 (20:1 - 21：35)                 5/22/2015 

 

加低斯發生的事件，以色列人擊敗西宏和噩 

 

歸納總意 –  

 

以色列人因在窺探迦南的事上藐視神，不信神，以致在曠野多繞行了 38年。在出埃及後第

40年，以色列人再一次回到加低斯。這時大部分老一輩出埃及時的兵丁，都已滅盡。然而新

一代的以色列人並沒有完全學到父執輩該學的功課，依然悖逆，不信神。因著神的慈愛與憐

憫，透過在加低斯所發生的一些事件，如米利巴水，亞拉得王之戰，銅蛇的拯救，讓以色列

人漸漸學習依靠神，仰望神。撒烈溪似乎是以色列新舊世代交替的分界【申 2：14】。自此

之後，以色列人的信心逐漸堅定，他們依靠神擊敗了西宏及噩，初嘗勝利的滋味，也逐漸成

為能夠承受神應許之地的子民。 

 

 

分段主題 – 

 

20:1 – 20:1  米利暗死在加低斯。 

20：2 – 20：13  在米利巴水，摩西擊打磐石，得罪神。 

20：14 - 20：21  以東不允以色列人過境。 

20：22 – 20：29 亞倫死在何珥山。 

21：1 – 21：3  以色列人在何珥瑪戰勝迦南人亞拉得王。 

21：4 – 21：9  火蛇的懲罰與銅蛇的拯救。 

21：10 – 21：35 以色列人敗亞摩利王西宏與巴珊王噩。 

 

 

 

 

 

信息與討論 – 

 

信息一. 摩西和亞倫未按照神的吩咐，自行擊打磐石，得罪神，受神懲罰。 

 

1. 摩西曾第一次在瑪撒擊打磐石【出 17：6】，跟這次比較，兩次磐石出水事件有什麼

異同？摩西和亞倫在這次事件中如何得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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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認為摩西不信神，因此不許摩西進入迦南。你能了解神處罰他們的公平性嗎？這

對我們的服侍有什麼提醒？ 

 

 

信息二. 以色列人再次抱怨，神用火蛇懲罰他們，以色列人認罪後，神用銅蛇施行拯救。 

 

3. 我們在野外若被蛇咬，通常如何處理？神指示被火蛇咬的以色列人如何才能得救？

耶穌曾以摩西在曠野舉銅蛇來預告人子在十字架上的救贖【約 3:14-15】。這兩件事

有何共同之處？ 

 

 

信息三. 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 38年，老一輩因隨從肉體，缺乏信心而失敗，死亡，新一代

逐漸學習仰望神，依靠神而得救，得勝，預備得神應許的迦南美地。  

 

4. 在今天的經文中，以色列人遭遇哪一些挫折，失敗，與得勝？如何看出這些成敗與

他們順服神，依靠神的關聯？ 

 

 

5. 與當年的以色列人一樣，我們的舊生命不被對付，就無法承受神所應許給我們的產

業。什麼是我們的舊生命？什麼是新生命？神今天應許給我們的產業又是什麼？你

已經得到這些應許了嗎？如果還沒，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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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查經         第七課 (22:1 - 25：18)                 5/29/2015 

 

巴蘭三次祝福並且預言以色列的勝利 

 

歸納總意 –  

 

以色列人擊敗了西宏及噩，初嘗勝利的滋味，來到約旦河東的摩押平原，對著耶利哥安營，

預備進迦南。此時摩押王巴勒心裡害怕，以為以色列人也會滅絕摩押人。於是巴勒與米甸聯

合，兩次派人到遠方伯拉大河邊，邀請外邦人先知巴蘭到迦南，請他咒詛以色列人。巴蘭兩

次求告耶和華後，啟程往摩押去，途中經過神的使者三次阻擋，和驢子開口說話的奇蹟。巴

勒帶巴蘭到摩押地，三次獻祭，請求耶和華咒詛以色列人。然而耶和華卻保守以色列人，反

而三次借巴蘭的口，祝福神的選民。巴蘭無法違背耶和華而咒詛以色列人，遂轉而向摩押人

獻計【民 31：16】，唆使摩押女子引誘以色列人行淫亂，拜假神，使以色列人得罪耶和華，

降下瘟疫。非尼哈以神的忌邪為心，及時殺了正在行淫的弟兄和米甸女子，終於使神的怒氣

消了。 

 

 

分段主題 – 

 

22:1 – 22:20  巴勒兩次邀請巴蘭到摩押平原咒詛以色列人。 

22：21 – 22：41 巴蘭啟程前往摩押，途中耶和華的使者三次阻擋巴蘭。 

23：1 - 24：14  巴蘭抵達摩押，不但沒有咒詛，反而三次祝福以色列人。 

24：15 – 24：25 巴蘭預言以東，亞瑪力及其他各族的結局。 

25：1 – 25：5  摩押人引誘以色列人犯罪，惹動神的怒氣。 

25：6 – 25：18  非尼哈刺死犯罪者為以色列人贖罪。 

 

 

 

信息與討論 – 

 

信息一. 巴蘭雖有先知的恩賜，卻“貪愛不義之工價”（彼後 2：15），為利走錯謬的路（猶

11），以致滅亡。 

 相關經文：（22：1 – 22：35）（23：11-12，25-26）（24：10-14）（25：1-2）

（31：3，8，16） 

 

 

1. 面對巴勒的兩次邀請，神使者的三次阻擋，巴勒的三次獻祭請求咒詛以色列人，巴

蘭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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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巴蘭雖為外邦人，卻有先知的恩賜。但他在聖經中卻被定位成“貪愛不義之工價的

先知”（彼後 2：15）。你認為巴蘭有哪些軟弱，造成他的失敗？ 

 

 

 

3. 今天我們可能有哪些類似巴蘭的軟弱？我們如何能夠勝過這些軟弱，避免巴蘭的結

局？ 

 

 

 

 

信息二. 非尼哈為神有忌邪的心，為百姓除罪贖罪，得神的喜悅。 

相關經文：（25：1-18）（31：16） 

 

 

4. 因為巴蘭的詭計，以色列人在什麼事上得罪神？最後神的怒氣如何因非尼哈而消除？

神看重非尼哈的哪一個特質？ 

 

 

 

5. 如果我們看到弟兄姊妹之中有得罪神的事，我們該如何處理？如果我們自己犯了得

罪神的事，該如何處理？ 

 

 

 

 

總結：“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提前 3：16）。

敬虔與否不在於得到的恩賜有多大，對神話語知道的有多少，甚至服侍上有多成功。

敬虔的奧祕在於是否能讓自己的生命與神的旨意相結合，以神的心為心。巴蘭空有

先知的恩賜，卻為私慾，行違背神旨意的事，以致滅亡。另一方面，非尼哈卻能體

貼神的心意，為以色列人除罪贖罪，以致得神的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