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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怨与反抗–民数记 11-12 

没有办法一直生活在得胜的日子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事实， 有时我们與神是如此的

亲近， 事事顺服神。 转眼之间神却变的如此遥远， 事事悖逆神。 民数记第十章， 

以色列人光光荣荣的遵守神的指示离开西奈山， 往迦南迈进。 但是第十一章，以色

列人开始埋怨并且挑战摩西的领导地位(民 11-12)， 可悲的是在他们离开西奈仅仅

三天就开始埋怨。(民 10：33)。 不幸的是， 如此的埋怨只是许多埋怨，许多悖逆

的开始。 在还没有进入迦南前， 每一个支派都表现出他们的悖逆， 这也包括了亚

伦， 米利暗及摩西。 因此他们都死在旷野而无法进迦南。 虽然这几章看起来都是

负面的信息， 但在这黑暗的期间， 摩西極其谦和，極其坚强的表现，却带来一些光

亮。 摩西虽然并不完美， 但仍然是个好榜样。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例子的里面， 我

们真正看到神的怜悯与恩典。  

I。 人们的埋怨 -民数记 11 

离开西奈山以后， 以色列人第一次的埋怨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当他离开

没有几天， 由于辛苦的旅程与生活就开始发怨言。第二部分是讲到闲杂人(起哄的

人)埋怨神所赐的吗哪。 这里的记载与出埃及记十五章是相呼应的， 描述这些以色

列人的悖逆(出 16：1-36 及民 11：4-35)。 两处的经文有相同之处， 神都賜给他们

鹌鹑鸟为食物。 这两次的事件都是在春天发生， 根据熟悉当地环境的人说，鹌鹑鸟

就是在这个季节从非洲的中部与东部， 经过地中海， 迁移到欧洲的南部。  

A。 因辛苦的生活而埋怨 - 他备拉-民 11：1-3 

埋怨的发生好像很突然， 前十章没有记载任何迹象。以色列人处处决定要遵守神

的指示(民 1：54；2：34；5：4；8：20，22；9：5，23；10：13；14： 37，41，

45，49)。虽然如此，悖逆的心总是离我们不远。不但在这个时候， 以后也多次发

生，人总是如此悖逆。大约在一年前，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两个月的时候，同样的事

情发生， 那时神并没有惩罚他们。但是从那以后，他们已经多次经历神，他们不再是

无辜或无知。 因此神降火烧到营地的边缘为惩罚。以色列人称这个地方为他备拉，是

“焚烧”的意思。百姓知道神不喜悦，于是求摩西为他们代祷，摩西的祷告止住了惩

罚的火。虽然神的怒气发作，但是神的恩典止住了火的惩罚。  

B. 对食物的埋怨 -民数记 11：4-25 

不幸的是，惩罚的火容易灭， 但欲火难止。以色列人的不满又复发了。 这些起哄

的人自从出埃及开始，就跟随他们。 这些起哄的闲杂人， 不是犹太人， 只是跟随以

色列人离开， 为了要逃避自己悲惨的生活。 他们是首先想起在埃及时所享受的

“好”东西(民 11：5)的一群人。 现在他们所吃的只有吗哪， 如此的埋怨是他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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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一站(基博罗哈他瓦)的途中开始的。 大约只有两天的路程， 在如此短短的时间

内，全以色列人开始发怨言。 

 

1. 埋怨的本质 -民数记 11：4-10 

在现今的生活中， 我们有丰盛的饮食， 又有许多不同的选择， 我们可能会很

同情以色列人的处境。 我们也不愿意每天吃吗哪， 但我们必需记住，从圣经的角

度， 这是神赐我们的“日用的饮食”(太 6：11)。 所以当我们埋怨所吃的食物， 

就是埋怨神， 就是不知感恩的表现， 也是罪的表现。诗篇的作者说 “反倒在旷

野大起欲心， 在荒地试探神。”(诗篇 106：14) 

我们也必须记住， 对食物的不满， 也是人类先祖-亚当夏娃所犯的错。 他们

在伊甸园里有各式各样的食物(创 2)， 但是他们悖逆的心促使他们去吃了那唯一

不能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而被赶出伊甸园(创 3)。 我们必须以感恩的心来

接受我们每天的饮食， 这就是谢饭的意义。谢饭不是一个例行公式， 不是一个宗

教仪式， 而是从内心里面发出的感恩。 因为一切都出于他， 本于他，也归于

他。 你是否有感恩的心呢？ 

2。 摩西的祷告 - 民数记 11：11-15 

这时，摩西向神说出了挫败及愤怒的祷告，这不是一个我們希望去學習的祷

告。 摩西所面对的也不是我们所羡慕的。 这位以后我们称为“极其谦和， 胜过

世上的众人”(民 12”3)的摩西向神发出了苦毒的埋怨,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

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

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

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

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 ‘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

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

的苦情。”(民 11：11-15) 我们或许会批评摩西的祷告，但是神没有， 因为神知

道摩西是因负担太重， 过于劳累的结果。 他在过去的十八个月， 不停的受到最

强烈的考验， 首先是与法老的争战， 终于离开埃及，走过旷野， 到了西奈山， 

照顾那众多的百姓(二百万人)。 在西奈山，他与神多次的互动都是造成他心疲力

倦的原因。他的岳父叶武罗看出其中的问题，以前就跟他建议过要把行政管理的工

作与其他各支派的领袖分担。 

神没有指责摩西，因为祂知道摩西太累了。先知以利亚与巴力在迦密山上的争

战(王上 18，19)， 也经历了同样的情形。 当他胜了假神巴力以后， 王后耶洗别

要追杀他， 在极度劳累的情况下， 他告诉神说“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

到一棵罗腾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

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

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

索我的命。”(王上 19：4，10)。神帮助以利亚的方式是赐给他帮手以利沙。 在

这两个事件中，我们至少看见，当他们在如此的苦境时， 他们都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祈祷。我们也经常经历挫败， 但是我们忘记向神倾诉。 相反的， 我们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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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一样埋怨。神温和的对待他劳累的仆人摩西， 给我们很深的印象。祂不

指责摩西，祂帮助摩西。“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

真实将公理传开。”(赛 42：3)  的确“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

尘土。”(诗 103：14)。 我们即知道我们神的属性， 为什么我们不大胆的来到祂

的面前， 向祂祷告，向祂倾诉呢？ 

3。 神第一次回应 – 圣灵降在七十位以色列的长老 -民数记 11：16-17；24-30 

神以两个方法来回答摩西： 1。圣灵降在七十位长老身上， 如此他们能帮助摩

西。 2。 以鹌鹑鸟来满足百姓对肉的渴望。 

 

4。 以利达与米达 -民数记 11：26-30 

在拣选七十位长老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圣经中没有说原因， 但是

有两位长老没有按照摩西的指示， 站在会幕的四围来承受圣灵的降临， 他们仍留

在自己的营中。 虽然如此， 当圣灵降在其他的长老身上时， 他们也领受了圣

灵， 开始说预言， 于是有人向摩西与约书亚报告。  约书亚从小就跟随摩西， 

这时他建议摩西去阻止他们(民 11：28)。 他担心摩西的权柄会因此受损， 也可

能怕他们所说的话会造成营内的混乱。  

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位真正谦和的摩西，摩西回答约书亚说“摩西对他说：“你

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祂的灵降在他们

身上！””(民 11：29)。 我们必须从摩西的身上学习如何为别人的成功而喜乐， 

这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是同一专长时。 嫉妒是不讨神喜悦的， 是不应该在基督

徒群体中发生的。 可惜的是， 在教会中却常见， 牧师嫉妒其他的成功牧师，长

执们嫉妒别人成功的事工等等。 

我们必须记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

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矶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

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林前

3：21-23)。 当保罗在监狱里时， 罗马信徒反对他。保罗却说“因为从头一天直

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

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

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辩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

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作见证的。”(腓

1：15-18)。 的确有人自己宣称圣灵的感动而给教会带来不合的意见， 我们是必

须阻止的。 但是真正圣灵工作时， 耶稣的名总是被高举的(约 16：14)。 爱祂的

必定高兴看到神的荣耀得到彰显。 我们现今的世代，我们享受更大的祝福。 耶

稣升天后， 五旬节时，圣灵降临， ”属神的人“ 都因为有圣灵的印记， 都成了

君尊的祭司(彼前 2：9)， 成为基督福音的见证人(徒 2：16-18)。 当一个人受到

攻击时， 仍然喜乐的传福并传讲神的话语， 就是一位有信心的传道人及忠心的老

师。 

5。神第一次回应 – 送鹌鹑鸟 -  民数记 11：18-23，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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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节告诉百姓埋怨没有肉吃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拒绝神”， 这是每一个埋怨

背后根本的问题。 如果相信神的主权， 我们就相信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每一件

事， 都是从神而来， 也有祂的美意(罗 8：28)。 所以当我们埋怨任何事时，我

们就是埋怨神。 我们的埋怨就是在指责神的安排不好， 不是我们所要的。 神说

我要给他们肉吃， 吃到一个程度 “你们不止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

“(民 11：19)。 这不仅仅是形容词， 而是真正的发生了。 摩西提醒神要提供一

个月的肉给这么多的人， 是多么的可观(民 11：22)， 就好像门徒们提醒耶稣要

喂饱五千人所需要的食物(约 6：7)。在人看來是不可能的事, 耶穌說 "在人這是

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太 19:26）“耶和華對摩西說：「耶和華的膀臂豈是縮

短了麼？現在要看我的話向你應驗不應驗。」”（民 11:23），31到 34叙述了神

把鹌鹑鸟吹到营中，但是当他们在吃的时候神以災殃擊杀他们，因此百姓们称这个

地方“博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的意思。 

II. 米利暗与亚伦来的反对――民数记 12 

前面两个故事记载从摩西家庭以外来的困难，这一章我们看到摩西自己家中来的

反對声，姊姊米利暗以及亚伦对摩西不满，这比家中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更严重，米

利暗与亚伦的出发点仍是因为骄傲与偏见。由于米利暗的名字一直在亚伦前面，很可

能在这件事上是米利暗带头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后是米利暗受到惩罚。 

Ａ．埋怨摩西的妻子是古实人――民数记 12:1 

对摩西不满的第一个原因是指出摩西的妻子是古实人。根据创 10:6，古实人是含

的后代，是居住在尼罗河谷的南边，后来被称为索比亚，是示巴女王的来源。从经文

上看不出来这里所说的古实女子是指摩西的原配－西坡拉，还是西坡拉死后摩西的第

二个妻子。西坡拉是米甸人，不是以索比亚人。所以如果“古实”是指西坡拉，这必

定是一种“种族歧视”的言语，可能是因为西坡拉的皮肤是黑色的。“古实”是代表

“黑的像以索比亚人”的意思。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指摩西的第二个妻子是古实人，米

利暗反对如此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从米利暗的指责上看出她认为这个家庭被这位黑

色的女子所污染了，从神惩罚米利暗,使她的皮肤因得麻疯病而变成像雪那样白，可以

看出神不喜悦她如此的歧视。 

Ｂ．对摩西权柄的埋怨――民数记 12:2 

对摩西婚姻的不满只是一个遮盖他们对摩西不满的原因，他们不愿意顺服在摩西的

领导之下。他们说“難道耶和華單與摩西說話，不也與我們說話麼？”（民 12:2） 

  

Ｃ．摩西的沉默――民数记 12:3 

第三节可能是后人加进去的，因为当新约引用这节经文时，是用括弧括起来。大多

数的解经家同意如此的说法。因为极其謙和的人不会如此自称。约书亚在律法书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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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了许多字（书 24:26），这节经文也很可能是约书亚在圣灵的引导下加的。从这节

经文我们学习到摩西如何在如此无辜的被指责下，他保持静默，这是真正伟大人物的

表现。他并不认为需要为自己辩护，不幸的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必须为了保护自己来

辩护。我们必须注意到，当神的名受损时，摩西为神辩护，但是当他自己的名誉受损

时，他却沉默。我们的反应却常常是相反的。摩西给了我们一个好榜样。 

Ｄ．神为摩西辩护――民数记 12:4～9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神如此快也如此斩钉截铁的为一个人申冤。我们可以感觉到

米利暗与亚伦还没有把话讲完，神已经把他们召到会幕前，神要众人知道他与摩西的

特殊关系“耶和華說：「你們且聽我的話：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我耶和華必在異象中

向他顯現，在夢中與他說話。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我要與

他面對面說話，乃是明說，不用謎語，並且他必見我的形像。你們毀謗我的僕人摩

西，為何不懼怕呢？”（民 12:6～8）是我们每一位都必须注意的，不要轻易论断。

神立了在位掌权者，这包括了教会中的长执与牧师。当然，现代的牧师与摩西不同，

既然是先知也与摩西不同，因为“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乃是明說”（民 12:8a），

虽然如此，却有相似之处。牧师是神立在教会中传讲神话语的人，神立他们为监督，

难道我们不怕批判他们吗？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必须记住神对米利

暗与亚伦的警告来对待牧师与长执。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牧师及长执祷告而不是批评。 

 

Ｅ．神惩罚米利暗――民数记 12:10 

神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就好像当巴比倫王尼不甲尼撒夺取了神的荣耀说“這大巴

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要顯我威嚴的榮耀麼？”（但 4:30）。神使他变成

一个愚蠢的野兽。这告诉我们任何一位自我中心忘记神的人是无知的。神使米利暗得

了麻疯，这是非常严重的惩罚。为什么要以如此的方法来惩罚她呢？这里说的麻疯可

能是一种有传染性的皮肤病，但不见得是现在我们所熟悉的麻疯病，使米利暗的手變

成雪那樣白。神要告诉米利暗的是“如果你认为摩西的妻子的黑皮肤不好，你喜欢白

色的皮肤，我就给你雪白的皮肤。”亚伦對摩西說“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

半爛的死胎”（民 12:12）。如此的惩罚就好像上一章的结尾，百姓因为不满神的供

应，想要吃肉，于是神将肉赐給他们一直到他们吃厌为止。使米利暗“白”到像死一

样 

Ｆ．亚伦与摩西的代祷与摩西向神的祷告――民数记 12:10～16 

这一章以两个祷告为结尾。第一个是亚伦认罪的祷告“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們愚

昧犯罪，便將這罪加在我們身上。”（民 12:11），第二个是摩西向神的诉求“神

啊，求你醫治他”（民 12:13）。神也听了他的祷告，但是加了其他的处份“於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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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暗關鎖在營外七天。百姓沒有行路，直等到把米利暗領進來”（民 12:15），我们

可以相信。当他再回到营内时，她将会是一位謙和的女子。 

III应用 

我们用摩西来预表耶穌基督（申 18:18；使 7:37）。耶穌基督像摩西，心里柔和

谦卑（民 12:3；太 11:29）。摩西只是神家中的仆人，但是耶穌基督是神的儿子（來

3:1～6）；摩西看到神的形象又听到神的声音，耶穌基督是道，就是神（约

1:14~18；腓 2:6），如果我们要学习耶穌基督的样式，不妨从向摩西学习为起点。

以下四点是值得我们学习： 

Ａ．招到嫉妒是无法避免的。 

高尚的过一个廉洁的生活也无法不招到嫉妒。到目前为止，摩西的表现是无可指责

的。摩西不寻求人的赞扬，不为自己求什么，只作神交给他的工作。虽然如此，他仍

然受到他家人的嫉妒，相同的，当我们勇敢的以信心来服侍祂时，我们不必惊讶会受

到嫉妒，只要有准备，存心谦卑，我们无法服事神又同时過度擔心那些根本不爱主的

人的意见。 

Ｂ．意想不到的嫉妒 

当受到那些不爱耶穌的非信徒的攻击，我们可以承受，但是当受到同工，家中的成

员的攻击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太 10:36，彌 7:6），既

然知道会发生，我们就必须有心理准备，当事情发生时不要被击倒。更重要的是我们

不要嫉妒。如果我们有嫉妒的心态，务必把如此的态度带到耶穌面前，求祂拿去，釋

放你。 

Ｃ．卑鄙的嫉妒 

摩西受到嫉妒时，却是他的妻子受到攻击，这是最卑鄙的手段，我们千万不要涉及

如此卑鄙的行为。 

Ｄ．回应嫉妒 

向神安静的诉求是对付嫉妒最好的方法。虽然在摩西生平有许多美好的时刻，但

是没有一个比得上当他受到米利暗与亚伦指责时，他却以沉默相对，让神来替他申

冤。你是否愿意让神为你对祂的爱来申冤呢？记住神说“他們失腳的時候，伸冤報應

在我”（申 32:35；罗 12:19），不必辩护，而为那些伤害你的人祷告，保罗甚至说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罗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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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第四課, 第十三到十四章; 討論日期 8/7/16 

0: 分享你從課堂上與講義中所領受的. 

 

 

读民数记 12:16-13:25 

1 摩西派探子去迦南地是否智慧？ 

 

 

2 a摩西所问的的问题中，你认为他对迦南地想要知道些什么？ 

 

 

 

  b多久以后他才得到答案？ 

 

 

  c当我们开始一项新的事工时，我们如何学习摩西在这件事上处理的方法？ 

 

 

3从 21-23节的记载，你认为迦南地情况如何？ 

 

 

 

读民数记 13：26 -14:4 

4当探子向摩西及以色列人报告时，在 28 节中的那句话，他们的口气怎麼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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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你认为迦勒为什么在 30节中会那么说？ 

 

 

 

 b有多少人反对迦勒？（参阅民数记 14:6） 

 

 

 c你是否曾经在大家（家庭,工作,学校,教会）都很消极时，你却以信心来鼓励他们？ 

 

 

6 当以色列人面对如此大的挑战时，他们埋怨誰?他们想怎麼解决呢？ 

 

 

读民数记 14:5-19 

7你认为摩西及亚伦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是为了要以色列人知道什么？ 

 

 

 

8 迦勒及约书亚与其他十个探子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9.如果不是神的阻止，迦勒及约书亚会有怎样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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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神对摩西提出什么建议？ 

 

 

 

   b摩西为什么没有接纳神的建议？ 

 

 

 

   c举出摩西不同意的三个原因？ 

 

 

 

读民数记 14:20-45  

11 你從迦勒的身上學習到甚麼功課?  

 

 

12 a神是否原谅以色列人？请举出经文 

 

 

   b反判结果如何？ 

 

 

13 从 36-38节，神如何让以色列人知道反叛的结果？ 

 

 

14 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还是不顺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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