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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拉的叛逆–民数记 16-17 

民数记第二部分十一章开始， 记载了摩西遭到各方来的埋怨与反对。第十一章中

以色列人的悖逆是从寄居在他們中間的闲杂人(rabble)而来。 第十二章是他自己的姊

姊米利暗与哥哥亚伦反对他。第十三，十四章，十个探子及跟随探子的人反对他， 

以至于以色列人无法进入应许之地。 

第十六，十七章， 反对者是从领袖们而来的， 他们的首领是可拉。与可拉联手

的是流便族的大坍， 亚比兰与安， 以及来自各族约 250位领袖。 从另一个方面来

看， 这两章再次强调了祭司职位的独特性与重要性。焦点集中在亚伦的家庭， 故事

的本身非常简单明了， 但是从 15-19章记载的顺序， 传递了这些事件重要的信息。

首先在 15章颂布了只有祭司可以作的献祭礼仪， 接着可拉叛逆以后， 18，19章重

复了利未人的职责以及以色列人必须供养利未人的责任， 15-19章详细记载了祭司

神圣的地位及献祭时的角色。祭司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为自己与百姓赎罪， 彰显出献

祭与救赎之间不可分的关系， 同时也预表耶稣基督是大祭司， 把自己当成

赎罪的祭物献上，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这两章记载了三个故事强调神建立的祭司制度： 

1。 可拉党的叛逆(民 16：1-40) 

2。 亚伦在阻止瘟疫传播时的角色(民 16：41-50) 

3。 神使亚伦的杖发芽来肯定他大祭司的地位(民 17：1-13)  

I。可拉党的叛逆(民 16：1-40) 

这事件在什么时候发生，并没有记载，可能在这 38年之间任何一段时间， 但是

在圣经中这个时候出现却是有很好的原因。在 15章的末了， 神告诉以色列人要穿有

繸子的衣服来代表自己是耶和华的人， 是圣洁的子民。可拉的叛逆是要反对摩西， 

他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

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民 16：3)。 虽然这段话是正确的，但就跟所有异端

一样，他没有把所有的事实讲出来，他避而不谈的是神的主权，他拣选了一群特殊的

人成为祭司与领袖。可拉忽略如此重要的部分是有意的，而且是致命的错误。 最后

百姓们知道自己的错误，知道自己犯了罪，于是呼求摩西说“我们死啦！我们灭亡

啦！都灭亡啦！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民 17：12-13) 

A。 叛党的首领们(民 16：1-2) 

可拉是利未人，以及流便族的大坍， 亚比兰与安，再加上 250位其他的首领，经

里并没有指出他们是从哪一族出来的。 可拉是哥辖的后代， 所以他们的位置是在杖

幕的南边，这也是流便在旷野迈进时被指定的位子，所以叛党的组织是与他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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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但是如此的影响没有停止在流便族，也散布在另外 250位领袖中。安的名字除

了在第一节中被提到，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很可能他知道了真相就决定与叛党们

保持距离，所以在神吞食了可拉党人时，没有提到安。几位可拉的儿子也不在被吞食

的名单中，很可能他们及时悔改，不再与可拉为伍。民 26：10-11记载了可拉的儿子

继续哥辖后代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大卫的时代，他们以作曲著名，其中诗篇 42， 44-

49， 84-85， 87及 88都特别指出是可拉后裔的训悔诗。 

B。可拉的埋怨(民 16：3) 

从利未人的等级来看，可拉家庭的地位仅次于祭司，他们被指派负责搬运帐幕内圣

洁的器皿，包括约柜(民 4：1-20)。但是对可拉来说，他并不满意，他想得到祭司的

职位(民 16：10)， 他当然没有直接说出来。 他争论的根据是民主思想， 因为他说

“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

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民 16：3)。 他认为领导的职权必须平均分配， 实际上， 他

想得到这职权。 通常这就是革命者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百姓的缘故，但是当他们得到

权力以后，都比原来更专制了，百姓的生活也没有得到改进。   

流便族没有作祭司的机会，那可拉如何赢得他们的支持呢？ 很可能是他们自己的

野心，从他们与摩西对话的口气中(民 16：12-14)，可以感受到他们对领导地位的挑

战。可拉必定让他们相信，如此的革命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流便族的人， 他

们既有长子的身份，怎么可以冷眼旁观呢？ 可拉激起了流便族的不满。 

C。 摩西的反应(民 16：4-11) 

面对这突然而来又如此危险的反对，摩西首先作的是俯伏在神的面前，毫无疑问， 

这是在神面前极其谦卑的姿态，他知道自己是仆人，并且要以色列人知道,他所說的不

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神的指示，也就是说他在 5-7所提出的區別的方法是从神而来

的。  

摩西告诉可拉，大坍， 与亚比兰及 250位跟随者要拿香炉来， 把火盛在炉中，把

香放在其上， 来到神面前。摩西指示他们所作所拿的都是祭司所作的，虽然可拉是利

未人， 但不是祭司家族，流便根本就不是利未人， 所以摩西挑战他们的是“你们试

看看吧!”。可拉应该还记得当亚伦的儿子拿答，亚比户献上凡火时所发生的事(利

10)而惧怕，但他们并没有敬畏的心。罪经常蒙蔽了人心，忘记了过去的教训，摩西的

反应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1。摩西用可拉对他的指责来回答跟随可拉的人说”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

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了！

“(民 16：7)，这也是可拉对他的指责”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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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民 16：3)。 摩

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2。从表面上，可拉反对的是摩西与亚伦的领导地位， 事实上， 他是悖逆神。  

D。大坍与亚比兰的埋怨(民 16：12-14) 

在此之前，可拉，大坍与亚比兰的名字总是列在一起， 但是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看

出来，大坍与亚比兰叛逆的原因与可拉不同， 他们的表现比可拉更为骄傲与鲁莽。 

当摩西传他们到面前来时，他们拒绝了，他们连这暂时顺从而找出真相的意愿都没

有。 可拉认为”全会众各个都是圣洁“(民 16：3)， 为的是要得着祭司的职权。但

大坍与亚比兰反对摩西的原因是因为摩西没能带领他们进入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现

在还想要自立为王管辖他们(民 16：13)。 他们实在很健忘，摩西的确领他 们到应

许之地， 他们也准备攻克迦南地。 但那不信的十个探子的报告，使他们拒绝进入应

许之地。 更重要的是，不是摩西能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只有神本身能作到。

所以他们叛逆的对象与可拉是相同的， 他们藐视神， 因为神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大坍与亚比兰所犯的错比可拉还要严重， 他们拒绝来见摩西(民 16：12)。 他们

仿摩西的话来回应摩西对他们的召见”这岂为小事(Isn’t it enough?)”。 他们用神的话

来描述应许之地， 他们为面对的困难指责摩西，但是却忘记了在加低斯所发生的事

(民 13，14)， 他们的悖逆是极其恶劣的. 摩西必定非常伤心， 在他多次为他们的罪

代求以后， 他们竟然公开的反对他，挑战他那从神而来的权柄。  

E。 神对叛逆党的惩罚(民 16：15-35) 

十五節记载说摩西就甚发怒， 我们必须注意，虽然是“甚发怒”， 但却是温和的

并且节制的。 他没有向任何人埋怨， 而是单单地把他的要求告诉神， 求神

不要接纳他们所献的祭， 并没有消灭他们的意愿， 事实上， 当神说要灭了那些悖逆

的人时， 摩西与亚伦还为他们求情， 就好像过去一样“上帝，万人之灵的上帝啊，

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民 16：22) 当亚伯拉罕为羅得祈求时， 根据

神公义的属性， 神绝对不会因为恶人而杀了义人， 神听了他的祷告， 在灭了所多玛

时， 他保全了罗得及其家人(创 18，19)。 同样的， 神听了摩西的祷告，保全了大

多数人的性命， 但是可拉及其党员都受到惩罚， 神的惩罚是快速的， 可怕的， 料

想不到的，“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

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地

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闭，他们就会从中灭亡。“(民 16：31-33)  至于

那 250位反叛的领袖们， 当他们正要献祭时，”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烧灭了他

们“(民 16：35) 

F。 香炉的改造(民 16：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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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的末了非常悲惨，神要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在被烧的人堆中， 捡起香

炉， 锤成片子， 用以包坛， 为要给以色列人作记号(民 16：38)， 为了避免如此的

事再发生。 这个事件充满了讽刺性的信息”不圣洁的人与圣洁的器皿“。 神的火， 

彰显了神的审判， 神在坛上彰显了祂的怜悯， 敬畏神是必须的， 我们必不可挑战神

的义。 

II。亚伦在阻止瘟疫传播时的角色(民 16：41-50) 

第二个事件是记载亚伦在阻止瘟疫传播时的角色， 其中彰显了祭司职位的重要

性。 

我们希望人们从神惩罚可拉党的叛逆中得到警告， 但是他们没有。 16：41 说

“第二天， 百姓再次向摩西与亚伦发怨言“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  神再次

告诉摩西说他要灭绝这些悖逆的百姓， 摩西与亚伦再度为百姓祈求， 但是瘟疫已经

开始了。 摩西知道事情的严重与紧迫性， 他告诉亚伦拿着香炉，“跑到会中”为百

姓赎罪。 当我们试着去想象当时的情景， 我们看到一位 83岁的老人跑在会众中， 

为要去拯救那些发怨言的百姓。 经文说“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

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

疫就止住了。”(民 16：47-48) 这就是代祷的功能。 他站在死人与活人之间，代祷

者为犯罪的人献上赎罪祭， 这也是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成就的。 

III。亚伦会发芽的杖(民 17：1-3) 

十六章与十七章是息息相通相关的， 因为都是有关神要证实亚伦是神所拣选的大

祭司， 百姓公开的挑战亚伦大祭司的职责，神也要公开的向百姓宣告亚伦大祭司的

职责是神所指派的。 

A。 神重申他拣选亚伦为大祭司 

每一族派一位领袖带着一根杖，并在杖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把杖放在帐幕内

耶和华的面前，第二天有一根杖会发芽，这杖的主人就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 第二天

早晨，亚伦的杖不但发芽， 生了花苞， 开了花， 还结了熟杏。 

亚伦发芽的杖传递了很重要的信息， 所有的杖都是已死的木头， 没有发芽结果的

能力， 只有来自神的力量才能使这已死的木头发芽结果。 祭司的职位也是

一样， 亚伦并不比其他族类的领袖圣洁， 这是神的拣选， 因此祭司所作的事在神面

前才有功效， 才能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 

如果神拣选你成为教导祂话语的老师或成为教会的领袖， 同样的， 并不是因为人

能作什么，而是神自己要祝福他的事工，祂的百姓。 神拣选了你， 这是对你的祝

福，你相信吗？ 你愿意忠心的尽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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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的杖并没有归还给他， 神要摩西“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

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民 17：10)。 

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这发芽的杖被存放在约柜内与十诫及吗哪放在一起

(来 9：4)。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这些神过去管教以色列人的警诫并没有摆放在人们

可以看见的地方， 因为他们虽然有提醒的作用， 但提醒的对象是神。 这些物品提醒

神在十诫中所颁布的神圣标准， 也提醒神供应祂子女需要的应许， 以及祂为了拯救

那些违背神律法所预备的祭司。 因为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值得安慰我

们的是神永远记得祂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工作。 

 

B。基督耶稣为大祭司 

虽然这两章记载亚伦大祭司职务的重要性， 但我们必须知道这只是预表那真正能

救赎人的耶稣基督。 在希伯来书 4：13 到 10：39都在详细比较亚伦大祭司的工作与

耶稣基督的工作， 这段经文必须仔细的读， 虽然不容易理解， 但亚伦大祭司职务的

重要性不可忽视， 这会帮助我们了解更美好，更重要，及更真实的大祭司-耶稣基

督。 

1。耶稣被指派为大祭司 

亚伦没有因为成为以色列人的大祭司而骄傲， 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指派。 相

同的， 神指派他的独生爱子为人类的大祭司及救赎主， 这是神指定的， 没有人

可以夺走神的荣耀， 甚至耶稣基督。 神对耶稣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

取、惟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

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

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来 5：4-6) 

2。 耶稣大祭司的超越性(Superiority) 

不像亚伦， 虽然是必须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他仍然是一位不完全的

人， 是一位有罪的人， 而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的。 根据对大祭司执行职务的要

求， 他们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但对耶稣而言， 这是不需要的。 希伯

来书 7：26-28如此说耶稣基督“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

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

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

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

的”。  

3。 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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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祭司的献祭是预表救赎的方法， 但是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是唯一的，真

正的， 有效的救赎，”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

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

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作良心〕除去你们的

死刑、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么。”(来 9：11-14) 

4。 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不像以色列历史中的祭司， 他们必须每日每年献祭， 因为他们所献的祭只是

预表， 没有真实的作用， 而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祭是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凡

祭司天天站着事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

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 因为他一

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来 10：11-14) 

IV。 生活应用 

有时候读旧约时代的记载，好像与我们现今时代很遥远， 又好像没有什么相关， 

如果这是你的感觉， 那是因为你对这些书卷并不了解， 并且没有把这些历史记载与

耶稣基督的工作连贯起来， 因此对自己得救的盼望也无法完全了解。 所有圣经中的

记载“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

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 3：16) 

A。 耶稣是得救的唯一途径 

神本身制定了为罪所必须付上代价的救赎， 那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工作， 就

是旧约中大祭司工作的预表。 我们不可能也无法与神争论， 或是提供其他更好的方

法或建议， 因为我们本身犯了罪， 只有神有权利决定付上代价的方式，只有神本身

成为肉身才能满足祂的要求。 保罗对提摩太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提前 2：5)， 因此凡拒绝耶稣基督的

必定灭亡。 你是否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呢？ 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

了救赎的工作？如果还没有， 请你尽快作出选择， 如果你已经相信，你是否把如此

的好消息告诉别人呢？ 

B。 对一切拒绝耶稣基督人的警告 

可拉，大坍与亚比兰不单单是拒绝来到神的面前， 最严重的是他们想废弃神所定

的祭司制度， 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完成救赎的工作。 不信就是叛逆的表现， 现今社会

里有许多“宗教”想要用人为的方式来取代神所立的方法， 他们轻看耶稣基督的宝

血， 这是得罪神最严重的地方。 这两章让我们稍微看到神的愤怒， 这并不是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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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都是拒绝耶稣基督工作的表现，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

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恤而死。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

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因为我们知道神

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的。”(来 10：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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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第五課, 第二十; 討論日期 8/28/16 

0: 分享你從課堂上與講義中所領受的. 

 

 

读民数记 20:1-13   

  1 为什么米利暗的死，在圣经中只轻描淡写的提过去？ 

 

 

  2在 20:2中提醒了我们过去在出埃及记 17:1-3中所发生的什么事？ 

 

 

 

  3你认为以色列人真的想死吗？为什么他们会有想死的念头？ 

 

 

 

  4这次神向摩西与亚伦显现的时候，与过去有什么不同？ 

 

 

 

  5 a摩西應該如何为百姓得水？ 

 

 

 

    b在 9-11节中摩西如何为百姓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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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摩西如何在以色列人面前，表现出对他神的信心不足？ 

 

 

 

 

    b为什么你认为摩西与亚伦不能带领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是应该的？ 

 

 

 

 

 

 

 

读民数记 20:14-21 

7以圣经的经文来介绍以东人的背景？ 

 

 

8 a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用武力强行通过以东？ 

 

 

  b由于摩西不願强行通过以东，因此以色列人被迫做什么事？（参阅师士记   

     11:16-18） 

 

9 分享有人阻挡神对你的应许时，你以反抗或是任命的方式去接受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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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民数记 20:22-29 

10 虽然神不允许亚伦进应许之地，神以什么方式在亚伦死的时候显他对亚伦的恩惠？ 

 

 

 

11 a读希伯来书 7：11-17及民数记 20:27-29, 為什麼亚伦的死必须记载在圣经中？ 

 

 

    

   b希伯来书 7：16使你得到什么样的鼓励及安慰？ 

 

 

 

读诗篇 90:1-17 

12 a摩西寫诗篇 90篇時大约是在民数记 20章发生这不幸的事的时候，你認為摩西的情绪

如何？ 

 

 

 

   b神提醒摩西，祂的哪些属性？ 

 

 

 

   c 分享在诗篇 90篇中的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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