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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亚伦的祝福－民数记 6:22~27 

 亚伦的祝福是多麼的美，说出了我们对神的盼望。亚伦一祭司，他祝福以色

列人说: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

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民 6:24~26)。 

这是应景的祝福，是以色列人这时候急需的祝福。前面一段讲到拿細耳人对神所

下的誓言来表示他们对神的委身。这裡神的祝福广及所有的以色列人。圣经中找不到

像这样的祝福，诗篇 67:1 及 121 有相似的说法，这三节对以色列人的祝福可以分成

三段，每一段都以“耶和华”为开始，每一段有两种祝福，以平行的方法表达出来，

一句比一句长。主要是在讲神的保护，神的同在，及神所赐的平安。 

当神的祝福是以他的脸光照我们，以對稱經文的方式, 下半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至少可以祷告神来施恩与我们。有些信徒会联想到要“看见”神的面，摩西曾经

祈求过，但神没有同意(出 33:18~20).在登山宝训中说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

必得見神。”(太 5:8).诗篇 24:4,5說 “就是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

人。他必蒙耶和華賜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義。”也用相似的说法。这是神给每一

位籍着耶穌基督的宝血被洗净又籍这圣灵与神联络的人的应许。这是一位信徒最高的

祝福。 

约翰听到耶穌基督在登山宝训中的宣告，所以他告诉我们“親愛的弟兄啊，我們

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

為必得見他的真體。”(约一 3:2)并且说 “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

淨一樣”(约一 3:3)，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要遇见神，我们必须在有生之年预备

我们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穌。 

最后一段的祝福说到神赐他的子民平安，平安不单单是没有战争，也包括了健康，

喜乐，富足与得救，是神给人最完美的礼物。 

II.奉献—民数记 7 

第七到第九章继续记载过去发生过的事(出 40~民 6)。虽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发生

的先後而记载却是根据在神学上的逻辑好像四福音的记载。以下是以事件发生的先后

次序来描述，从出埃及后到民数记 10:36所发生的事。 

 正月初一:开始立帐幕(出 40:2;民 7:1)，各支派奉献(民 7:1~3;出 40:2)，以及按

立祭司(利 8:1~2) 

 正月八日:完成了祭司为自己献上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开始祭司位职(利 9) 

      正月十二日:完成了各支派在祭坛前的奉献(民 7:78)，在众人面前将利未人 

  奉献给神(民 8:5，6) 

 正月十四日:第二次庆祝逾越节(民 9:2~3，利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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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一日:开始人口普查(民 1:1) 

 二月十四日:第一次因为不洁净而不能参加庆祝逾越节的人，在这一天庆祝 

 (民 9:10~11)。 

 二月二十日:云柱开始移动，以色列人开始往迦南进行(民 10:11)。 

此时记载了每支派的首领来奉献，告訴诉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洁净自己，并且要

與其他的人有良好的关系，這比奉献更重要。 

耶穌基督也是如此的教导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

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太 5:23~24)，也就是

说我们不能以奉献来掩盖我们不像基督徒的行为与言语。 每一个支派必须在规定的

日子奉献。因此整个过程需要 12 天，神仔细的看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的心态，在

记载十二个支派奉献的细节中有许多重复的话，我们必须要看到神如此记载的心意。

新约中与这對稱的故事就是神喜悦”二个铜钱”，不是看奉献的多少，而是看我们的

心态(路 21:3) 

III献上利未人—民数记 8 

这一章分为两部分:帐幕内点灯(8:1~4)。利未人在帐幕周围的工作(8:5~26)。 

A点灯之例 

灯台有七盏灯，在出 25:31~40 有详细的记载，此处告诉我们七盏灯照的方向，是

要照明陈设饼，这两项帐幕内的项目—灯与饼是在象征耶穌基督, 是一个健康属灵生

命的必需品， 耶穌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

的光”(约 8:12，9:5)又说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

永遠不渴---”(约 6:35) 

B利未人分别为圣(民 8:5~26) 

利未人洁净的礼仪与案立的规矩记载在这一章中，亚伦及他儿子被案立成大祭司，

记载在利未记第八章是相对应的，但是有些不同，因为利未人是祭司的帮手，他们不

能献祭，下面是一个比较表 

 

利未记 8: 祭司 利未人 民数记 8: 

12，30 成圣 使洁净 6 

6，12~13 油膏与清洗 弹在身上 7 

7~9 新衣物 洗衣服 7 



泉谷華人宣道會 第二課:民數記–第六章 到 第十章  7/24/16 

3 
 

23~24 血要抹在他们身上 血要在他们头上摇

动 

11 

 

IV第二次庆祝逾越节—民数记 9:1~14 

如何庆祝逾越节的条例已经记载在出埃及记 12及利未记 23。这章记载的是有关因

为不洁净而不能在原定的日期庆祝的人所应该要遵守的规矩。 

第 12 节重复出埃及记 12:46 节的记载，逾越节的羔羊不能折断任何一根骨头，门

徒约翰在寫约翰福音时回想到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情形时，他就是成就了民數记

8:12(以及出 12:46 及诗 34:20)，因为兵丁不必打断耶穌基督的腿，因为耶穌已经死

了。 

(參閱约 19:31~37)，约翰记载到兵丁扎耶穌基督是要成就以賽亚 12:10，最主要

的在说明耶穌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因他的死 “除去世人罪孽”(约 1:29;林

前 5:7) 

V 云彩—民数记 9:15~23 

這一段经文在整本圣经中对云彩的记载最為完全，云彩帮助我们记得神的两个属

性(1)祂的恩典，(2)祂的主权。神愿意与祂的子民同在,彰显了祂的恩典，祂的主权

彰显在祂决定何时走，往那里走，神没有解释为什么，人们只要跟随着云柱。没有机

会发问，因为云彩是他们神圣的司令官。 

VI银号与出发往迦南—民数记 10 

终于要离开西奈出发往迦南。出埃及后，三个月后到达了西奈山下，他们在那里

停留了十一个月之久，立国以后第二年的第二个月，他们终于要出发往迦南去了。 

 A。银号—民数记 10:1~10 

这一章开始描述神告诉摩西造两支银号，并且告诉摩西银号的作用，这银号可

能早已作好，现在要开始使用了。 

 B。开始迈进—民数记 10:11~36 

按照前面所说的进行顺序，以色列人开始迈进，必定是一个雄伟的景象，摩西

必定非常兴奋，但是很不幸的，虽然他们明显的看到神的大能，神的良善与拯救，

但是他们的不信,受到 神的惩罚以至于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这章记载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10:29~32)，摩西要求小舅子何巴与他们同行，

起初何巴拒绝了，但是从士师记 1:16 知道他最后还是决定跟随以色列人一起迈进，

这與的喇合与以色列人认同而愿冒这生命危险藏了探子相似，也与路得不留在摩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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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愿意跟随拿俄米回伯利恒一样，这也提醒我們, 在我们传福音时,受到拒绝时，

不要轻易放弃，再继续的为主作见证。这一章最后一句话好像摩西在面对战争时对

神的呼求，是有关约柜与云彩在前进中的角色。当约柜与云彩起行，摩西说 “耶

和華啊，求你興起！願你的仇敵四散！願恨你的人從你面前逃跑”(民 10:35)，当

约柜与云彩停住“耶和華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萬人中”(10:36) 

这是我们得胜最重要的因素。神同在的确据，很不幸的是当困难来临，喜乐消

失了，四十年在旷野的飘流，营中不信的气氛到达极点。对于我们来讲，最可怕的

敌人不是从外来的而是从里面来的。 

 

VII生活应用 

这十章的主题是以色列為出发往应许之迦南地所做的预备，可以应用在我们每日

的生活中。 

A。属灵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民数记有 36 章，大约三分之一在记载以色列人出发去迦南所必须准备的工作与心

态，这还不包括出埃及记与利未记的最后几章也在强调神要人所做的准备。剛 剛离开

埃及的以色列人是非常没有组织，没有次序，不守规矩，他们要从奴隶变成可以打仗

的军队，这是需要时间来达成如此的目标，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装备自己来

作主工，你准备好了没有，你正在准备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有什么计划呢? 

B。向前迈进的重要性 

预备好以后，我们出发往前走，与装备自己同样重要，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工作，

就好像神指派不同支派作不同的事，在利未人中,不同家族负责不同的工作，但是有一

件工作是我们每一位都必须做的就是传福音的大使命(太 28:19，20)，每一个人都可

以找到一个人我们可以去教他讀圣经，并且把福音介绍给他。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

你是否让人知道你认识耶穌呢?你是否将圣经的话语教导别人遵守呢? 

 

C。岗位的重要性 

在迈进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神数算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在民数记

中清点人数一样，因此，我们每一个岗位在神的眼中都 “算数”，都是重要的，你为

耶穌基督做了什么呢?你是否忠于你的岗位呢? 

D。信靠顺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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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前迈进的过程中对神的信靠与顺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容易在这方面跌倒，

事实上，当我们没有信靠顺服神的时候，失败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必须记住，第一次

清点的人(民 1~4)都死在旷野，因为他们不信，除了约书亚与迦勒，在第二次清点的

人名都是新人(民 26)。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三，四章中利用这些死在旷野的人为警告。来提醒那些听到福

音却拒绝跨出信心一步的人，不但要跨出第一步，我们更必须以信心往前走，相信神

的应许的必定成就，祂在为我们预备地方也必定来接我们。你听过福音吗?你相信吗?

如果你信，信靠顺服往前走是必须的，如果退后我们也会像那死在旷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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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第三課, 第十到十二章; 討論日期 7/31/16 

0: 分享你從課堂上與講義中所領受的. 

 

 

读民数记 10:33-11：3 

1 比较这段经文与出埃及记 15;22-25,有那些異同之处？ 

 

 

2 a什么样的态度会使神愤怒？ 

 

 

  b为什么神要发怒？ 

 

 

3 婴儿在不舒服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会哭，请以哥林多前书 13;11 来评估自

己的心态， 请分享。 

 

 

读民数记 11:4-35  

4 a以色列人怀念埃及地什么好东西？現今世人所想要的?  

 

 

 

  b以色列人忘记了在埃及所发生的什么事？ 

 

 

5 a以色列人的埋怨使摩西受了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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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摩西的反应合理吗？ 

 

 

  c神如何安慰摩西的？ 

 

 

6 请分享当你受到外在环境影响的时候，神安慰你的经历？ 

 

 

7 在 20節中，為甚麼神發怒? 神如何惩罚以色列人对嗎哪的埋怨？ 

 

 

8 摩西懷疑神可以提供那麼多的肉給那麼多的人,那麼長的時間, 神如何回答摩西? 耶穌

基督是否也有相似的回答呢?   

 

 

9 在立長老與官長的過程中(11:24~30), 你如何應用摩西在 11:29 節對約書亞的回答到

教會? 

 

 

10 請從民 11:31~35 看到以色列人令神失望與憤怒的心態? 

 

 

读民数记 12:1-16 

11 a从弥迦书 6;4中，分享就你所知道的米利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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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分享從出埃及记中，你所认识的米利暗。 

 

 

  c在民数记 12;1-3中米利暗的个性如何？ 

 

  d你想为什么米利暗批评摩西? 

 

12 摩西对米利暗的批评有什么样的反应？为什么他会有如此好的反应呢？ 

 

 

13 当你家人批评你的时候，你的反应如何？ 

 

 

读民数记 12:4-9  

14 a请举出神为摩西辩护的步骤 

 

 

   b当神在为你辩护的时候，哪一个步骤对你有最大的影响？ 

 

 

15 a神如何描写他与摩西的关系？ 

 

 

   b在第七节中“我全家“，你认为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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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從摩西身上發生的事情, 分享你的感受? 

 

 

读民数记 12:10-16  

17 a米利暗所受的处罚是什么？ 

 

 

  b神如何对亚伦表示他的不喜悦？ 

 

 

18 如果不是摩西为米利暗代求，以一个大祭司的身份，亚伦对长大麻风病的米利暗必须

如何处理？ 

 

 

 

19 当摩西为米利暗向神代求时，他如何的表现出與耶稣基督相似的特性？ 

 

 

 

 

20 虽然米利暗得到医治，并且被原谅，但是她嫉妒受到什么样的后果？又如何影響了以

色列人? 

 

 

 

21 从米利暗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分享你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