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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个探子- 民数记 13,14 

民数记前十章是开场白，用了许多重复的句子，十一章开始记载了全以色列向迦

南地前进的故事，活泼生动，尤其是十三,十四两章，探子们把自己所看到的情况很

生動地描述出来，他们有两种不同建议的报告，由于他们对神缺乏信心，使他们无法

及时攻克迦南地。 

十三,十四章充满了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因此经常在圣经中被引用（民 32:6-

15,；申 1:12-20；诗 95;10-11; 106:24-27;摩 2:10；5:25；林前 10：5及来 3:7-

19）.全以色列人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准备，终于可以去领取神应许的迦南地，但是由

于他们的不信,他们无法进入应许之地,享受真正的安息。我们常常犯同样的错误，并

且也承担因不信所带来的后果。 

他们失败是因为他们不信神对他们说的话，这是属灵生活上失败的最

重要的因素，也是我们无法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的首要原因。你相信

吗？你是否帮助他人也相信呢？ 

I  差派探子-民数记 13:1-20 

就好像这卷书的开始，记载了许多人名，十三章也是指出每一支派首领的名字，

他们的任务是探查他们即将去攻打之地。从第一节可以看到这是神指示摩西去做的

事，但是在申 1:19-25卻有不同的记载，差派探子的建议好像是人们的建议，而摩西

同意了，是不是有矛盾呢？不会有矛盾的，因为这两卷书的作者都是摩西。这件事的

发展过程是：在一年多的加紧准备后，他们离开了沙漠到达应许之地的边界，面对他

们必须去克服的地域，百姓们必定有些焦虑，想要短暂的拖延好有足够的休息来重整

旗鼓，差派探子需要时间。结果探子花了四十天的时间去探查，百姓们把如此的“拖

延”建议提给摩西。  虽然摩西知道他们不需要知道当地的情形就可以去攻打，但是

也希望藉著探听回来的报告可以確定那地是像神所說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因此可

以鼓舞百姓。无论如何，摩西必定求问過神。从民数记 13:1-3知道神告诉摩西差派

探子。 

在这一长串探子的名字中，约书亚的名字变成何西阿，这两名字是“神是救赎”

或“救赎从神而来”的意思，约书亚是根据我们对神的统称“Elohim”，而何西阿代

表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或是“耶和华拯救”，在希腊文的旧约版本，约书亚的

名字与耶稣所代表的意思相同。（参阅马 1:21） 

II 探查迦南地—民数记 13:21-25 

他们所勘察之地大约有 250里长的地方，从南边的桑城称南地，一直到北边的哈

马口。在回程中，他们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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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那地为“以实各各”就是一挂的意思，对刚离开旷野生活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多

么可观又令人羡慕的景象啊！ 

在这探查的路程中各个地名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希伯伦，这是地球最古老的城市

之一，在以色列早期的历史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希伯伦附近，神向亚伯拉罕应许要

将这地赐给他的后裔，亚伯拉罕住在希伯伦，从这里他曾经出兵攻打四王将罗德的家

庭救回来(創 14)。在希伯伦他买了一块地来葬他的妻子撒拉，除了他自己以外，以

撒，利百加，雅各及利亚也葬在同一个墓洞里，这个洞被称为“Madrpelah”。约瑟

在死以前也要求把自己的骨骸带回迦南去埋葬。 

如果地上有什么地方可以激起探子回想到先祖的信心，希伯伦必定是其中之一，

可惜唯独迦勒看到其中特别的意义，建议凭信心立即进迦南。 

III 探子们的报告，民数记 13:26-33；14:5-9 

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可以从探子的报告上看出，首先说出大多数探子的看法，最

后迦勒单单的用一句话“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民 13:30）,来

反对他们的惧怕，百姓对进迦南的心开始摇摆，由于十个探子反对迦勒，又夸大对当

地人的描述，最后引起百姓对摩西与亚伦的不满（民 14）.约书亚的报告呢？大概为

了强调他的信心被保留在后頭，最终约书亚支持迦勒的看法，引起百姓的公愤，要用

石头打死他们。 

A 对迦南地的一致看法，民数记 13:26-29, 

实际上，十二个探子对迦南地的报告是很一致的，都认为是一片好地，有许多强大

的人住在其中，又有江都城池，但是这些情形是他们应该知道的，探子们看到了“亞

瑪力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亞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邊並約但河

旁”（民数记 13:29）早在一世纪以前，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當那日，耶和華與

 亞伯蘭立約，說：「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

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亞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

人、 耶布斯人之地”（创 15:18-21）他们不应该为他们所看到的这些感到惊

奇，不同的是他们看这些景象的眼光，十个探子是以一个不信，失望的眼光看

眼前的情形，但约书亚与迦勒却是以信心的眼光来看到神的祝福就在眼

前。 

B 十個不信的探子的报告：（民数记 13:31-33） 

困扰十个不信的探子的是当地的人非常高大：“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吞喫居民

之地，我們在那裏所看見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民数记 13:32），他们夸张的说当地

的人是“伟人”（创 6:4）的后代，其实人的大小都非常的相似，虽然有大小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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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非常平均，由于他们的小信，就把敌人看成巨人，并且认为他们是亚纳族的人，

在民数记 13:22指出他们的名字是亚希幔，示筛及撘买，他们都住在希伯伦，现在三

个巨人在一起，所以十个探子的结论说“他們比我們強壯”（民数记 13：31）.很可

惜他们的信心不如年轻的大卫，大卫说：“你僕人曾打死獅子和熊，這未受割禮的非

利士人向永生神的軍隊罵陣，也必像獅子和熊一般”（撒上 17:36），他对歌利亚

说：“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就

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撒上 17:45) 如果十个探子根据神过去在他们身

上的作为，也应该与大卫有相同的结论。 

C 迦勒与约书亚信心的报告—民数记 13:30; 14:5-9 

不管是谁的后代，总是有信心的仆人为来他发言，这个故事中，迦勒就是有信心的

发言人，虽然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打迦南，但迦勒在圣经的地位值得我们注意。在

民数记 13:6告诉我们迦勒是代表犹大家族，所以他必定是属于犹大族的，但是约书亚

记 14:6,14记载了他的父亲是基尼洗族的耶孚尼，基尼洗族不是犹太人，实际上基尼

洗族是在迦南地中以色列人要去攻打的一族人，由此看来迦勒是外邦人，至少他父亲

是，我们不知道迦勒如何成为“入籍”的以色列公民，只知道他确实代表了犹大族。

迦勒必定以身为以色列人而荣，超过那些原本有以色列血统的人，他必定很想进入神

的应许之地，他可以去希伯伦仔细看看这以色列人的圣地，百姓听了其他十个探子建

议不去攻打神的应许的迦南地，必定使他非常失望，当时迦勒大约四十岁，他又过了

38年才再次看到迦南地，那是约书亚领军攻進迦南，在这十年的战役中，迦勒总是与

约书亚并肩作战，到了八十五岁，他始终没有忘记希伯伦，当他不需要再领军作战

时，他仍然要求约书亚让他去攻克希伯伦，为了要证明四十五年前他的建议是对的。

迦勒对约书亚说：“那時，猶大人來到吉甲見約書亞，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

對約書亞說：「耶和華在加低斯 巴尼亞指著我與你對神人摩西所說的話，你都知道

了。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從加低斯巴尼亞打發我窺探這地，那時我正四十歲；我按著心

意回報他。然而，同我上去的眾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

當日摩西起誓說：『你腳所踏之地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永遠為業，因為你專心跟從耶

和華我的神。』自從耶和華對摩西說這話的時候，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使我存活這四

十五年；其間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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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有亞衲族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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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14:6-12）

这是一篇多么动人的演说，也是多么有信心的表现，约书亚就把希伯伦与底壁（基列

西弗）歸給迦勒, 迦勒亲自打败希伯伦，他终于打胜了，赶走了亚纳族的示筛，亚希

幔及达买，他把女儿嫁给能打败底壁的俄陀耳（书 15:13-17）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 

D 巨人与蚱蜢—民数记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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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信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十个探子说“我們在那裏看見亞衲族人，就是偉

人；他們是偉人的後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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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意这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城池也是坚固的，他們人數很

多, 身材又高又大. 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对神的认知. 十个探子看到的是一群巨人，

因此 下结论说打败他们是不可能的，因为与巨人比较起来他们自己像蚱蜢一样，

相反的迦勒与约书亚定睛在神的身上，不是看自己，不是看环境，因此巨人与神比较

起来就显得渺小了，这就是為什麼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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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大多数的人都以自己的能力与巨人来比较，迦勒与约

书亚是以神与巨人比较。很多人惧怕，是因为他们认为巨人大，而神是弱小的，但是

迦勒与约书亚看到的是大神與小巨人，当你学习到在生活中如何首先依靠神，

而不依靠自己，你的生命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IV 人的不信与神的惩罚—民数记 14:1-4；10-12 

当这些不信的探子，把敌人看成巨人，把自己看成蚱蜢时，听起来很幽默，但是

从将要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来看，就不幽默了，他们使百姓开始惧怕，又变成愤怒

而开始反对摩西，并且決定要有新的领导人物，可以把他们带回埃及，只有约书亚支

持迦勒的报告，百姓却想要杀他们（民 14:10）.在这紧张的局面下，摩西与亚伦已

经因惧怕神的愤怒而俯伏在以色列百姓面前，突然之间在第十节中記載說，神的荣光

出现，对摩西说：「這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呢？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蹟，他們

還不信我要到幾時呢？我要用瘟疫擊殺他們，使他們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後裔成為

大國，比他們強勝。」”（民 14：11，12）这几乎是出埃及记 32章的重播，百姓犯

罪造金牛犊，神威胁又警告他们说：“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攆出迦南人、亞摩利

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領你到那流奶與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們

上去；因為你們是硬著頸項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們滅絕。”（出 33:2-3）什

么使神如此愤怒呢？因为百姓轻蔑神，轻蔑神的表现就是经历神奇妙的保护，带领与

供养但仍然拒绝神。当我们不相信神，也不遵行他的教导時，这就是藐视

神？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不可忽视，要立即回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件事与

相信神，遵行神的話更讨神喜悦（参阅约 6:28.29） 

V 摩西为百姓祷告—民数记 14:13-19 

在出埃及记 32章，当神要灭以色列人然后重新赐给摩西一批新的人來建立新的国

家时，摩西没有接受，反而为百姓祷告，同样的，摩西在此又为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

祷告，他的出发点与第一次相同。 

1 神的名在外邦人面前不能受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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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是满有恩典的。 

A 神的名誉—民数记 14;3-6  

在出埃及记 32:12,13節中, 摩西回答神说：“為甚麼使埃及人議論說『他領他們

出去，是要降禍與他們，把他們殺在山中，將他們從地上除滅』？求你轉意，不發你

的烈怒，後悔，不降禍與你的百姓。求你記念你的僕人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

曾指著自己起誓說：『我必使你們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並且我所應許的這全

地，必給你們的後裔，他們要永遠承受為業。』”。藉着摩西的祷告，神存留了他们

的生命，最终将他们的子孙带进了迦南地，神的大能也藉着以色列人启示 给外邦

人，虽然没有很多的人来敬拜神，但是总有那么少数的人因看到/听到神在以色列人身

上的作为，而认识他。喇合就是其中的一位，（参阅书 2）她冒着生命的 危险藏

了以色列的探子，当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奇城时，神保全了她及她一家人的生命，并且

把她的名字列入耶稣的家谱，这都是因为她听到了神的作为而相信了，耶利哥城其他

的居民也听到神的作为却拒绝了真神。（书 2:8-11） 

B 神的恩典民数记—14:17-19 

虽然摩西对神的恩典仍然不了解，但是在出埃及记 32章中，当摩西要求见神的面

时，神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當祂经过时，神亲自用手遮掩摩西，等神过去，神允许

摩西看到祂的背，神对摩西说：“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

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

孽、過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 三、四

代。」”出（34：6-7） 

这也是為什麼摩西如此为百姓祈求說"求你照你的大慈愛赦免這百姓的罪孽，好像

你從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們一樣 "（民 14:19）. 我们无法以自己的义来到神的面

前，我们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怜悯与恩典，我们才能见神的面。 

VI 神减轻了对百姓的惩罚，（民数记 14:20-38） 

神听了摩西的祷告，但是仍然是件可悲的事，百姓说“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

地，或是死在這曠野”。（民数记 14:2）虽然神没有立即追杀他们，神使探子得瘟

疫而死，他也咒诅百姓使他们在旷野漂流了 38年，直到 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人都死

了，他们愤怒说：“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這曠野”（民 14:2）神也

就按他們所求的让他们死在旷野。（民 14:29，32 ,33 ,35） 

VII 没有得到允许的战争必定失败-民 14:39-45 

本章的最后一节是很可悲的一节经文，但却是很重要的警惕人的经文，当以色列

人知错以后，他们决定在没有神的同在与神的保护下，自己出发打迦南，结果是预料

得到的，很多人被击杀，输得很惨，一直退到何珥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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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生活应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在圣经中不断地被应用，在摩西五经中，民数记 32章，

申命记 1:12-20都是再度提到这事件，其他旧约圣经中在诗篇 95:7-11；106:24-

27；及阿摩司书 2:10; 5:25也利用这段故事，新约圣经也用这段经文来警告，例

如：林前 10:5；希伯来书 3:7-19也利用诗篇 95:8 ,“你們不可硬著心，像當日在米

利巴，就是在曠野的瑪撒”为开始。希伯来书 3:7~19继续说：“聖靈有話說：你們

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在曠野惹他發怒、試探他的時候一樣。在那裏，

你們的祖宗試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厭煩那世代的人，

說：他們心裏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為！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

的安息。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

了。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裏就剛硬

了。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分了。經上說：「你們今日若

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那時，聽見他話惹他發怒的是

誰呢？豈不是跟著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麼？神四十年之久，又厭煩誰呢？豈不是那

些犯罪、屍首倒在曠野的人麼？又向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豈不是向那

些不信從的人麼？這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安息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 

这段故事之所以在圣经中不断的出现，是因为这段故事傳遞许多重要的属灵信

息： 

A 不信带来的悲剧 

“不信”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不信是我们悖逆神，藐视神，并且会影

响别人，这是很危险的，并且会害人的。从这个故事看到十个探子影响了整个以色

列人，而迦勒与约书亚都无法挽回他们的心，下场是可悲的，百万人因此而死。你是

否面对一个自己无法掌控的困境？你的态度如何？你是否相信神有能力帮助你呢？你

的态度是否影响周围的人呢？这包括你的家人，朋友及同事，你是否鼓励那些不信的

人呢？ 

B 对信心有正确的认识 

迦勒，约书亚与其他十个探子不一样，他们的信，帮助他们对事有一个“不同的領

會”（民 14:24）他们对每一件事有个正确的认识: 

 他们对将要继承的产业的价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民 14:7） 

 他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信心，（民 14:8） 

 他们对罪有一个正确的畏惧（民 14:9a） 

 他们正确的輕视前面的困难（民 14:9b） 

 他们对神的無所不知有正确的期望（民 14: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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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神及生活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有正确的期盼与认识吗？当你经历“胜利”的时

候，是否归功于神呢？如果不是, 就必須立即来到神的面前，向祂认罪，求神帮助你

对每一件事有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是根据迦勒与约书亚所立的榜样。 

C 面对争战 

在我们生活中，必定有属灵的争战，如果你真诚的希望在灵性上有长

进，请不要逃避，要紧跟随我们的“总司令”耶稣基督，不可卸甲，不可

放弃，如此的争战在我们见主面以前是不会停止的。我们不要放弃在灵性

上成长的好机会，雅各书 1:2-4说“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

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D 没有神同在的決定是不足的 

当百姓决定攻击迦南地时，一切从外在看来的情形都没有变，相同的以色列人要

 去攻打相同的迦南人，唯一的不同是，以色列人没有神的同在，他们失败是必然

的。耶稣说“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

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约 15:5) 

你相信吗？如果是肯定，多少时候，你做事的时候，没有把耶稣基督考虑进去？是

不是应该先寻求祂的心意？以祂的荣耀為首要的考虑嗎? 

E 摩西的个性 

摩西在这件事上的反应，显出他的个性, 這也是这两章的中心主题之一，摩西这个

时候必定极度的失望，他已经八十岁了，他想尽快进入应许之地，安享余年，不幸的

是他必须要在旷野漂流 38年，多么可悲也多么可惜，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任何一句

埋怨的话，他心中所想的却是这群百姓，这是多么好的榜样！ 

如果我们先想到神的荣耀，少埋怨，多为别人着想, 我们将成为神眼中可用的人，

就好像摩西一样。你目前在某件事上有埋怨吗？你是否想到神的荣耀与别人的需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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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第五課, 第十五到十七章; 討論日期 8/21/16 

0: 分享你從課堂上與講義中所領受的. 

 

 

读民数记 15:1-41 

1. 到了迦南地, 首先要做的是甚麼事? 

 

 

2. 外邦人與以色列人獻祭的規矩有甚麼不同? 為什麼? 

 

 

3. 以色列人的衣服有甚麼特徵? 目的是甚麼? 現今的基督徒要如何達到相同的目的? 

 

 

 

读民数记 16:1-14 

4.可拉等人以什么样的罪名来控告摩西与亚伦？ 

 

 

 

5.为什么可拉等人要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实际上攻击谁？ 

 

 

 

6摩西如何回应可拉等人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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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民数记 16:15-35  

7摩西如何表達他的怒氣以及他對以色列人的愛？(參閱 16:15, 22, 28) 

 

 

 

8 摩西怎麼知道神會為他申冤? 神如何保護摩西, 亞倫, 及會眾? 

 

 

 

9可拉等人有没有悔改归正的机会呢？我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是否有為人留有余地呢？ 

 

 

 

10 神懲罰了誰? 如何懲罰他們, 如此的懲罰要以色列人知道甚麼? 你知道神的心意嗎? 

 

 

 

读民数记 16:36-50 

11為什麼神要以利亞撒把香爐撿起來? 以色列人将香炉垂成片包坛，是纪念什么？ 

 

 

 

12 a以色列人才刚看过 神如何惩罚可拉等人，第二天他们马上又做了什么令神厌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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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以色列人应该如何反应呢？ 

 

 

 

13在 42-45节中告诉我们， 神是如何保护那些忠心侍奉祂他的人？ 

 

 

 

14 亚伦如何去遵守摩西的吩咐？我們如何學習亞倫的表現?  

 

 

 

15 摩西是如何处理紧迫的局面呢？ 

 

 

 

读民数记 17:1-13  

16 从出埃及记 6:23及利未记第十章中，请描述亞倫的家庭。在这时候亚伦应该是几岁了？ 

  

 

 

17为何确认亚伦祭司的名分是如此的重要？（民数记 17:5,10；來 4:14-8:13） 

 

 

 

18 分享你與耶穌基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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