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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罪和亚伦的逝世  （ 民 20：1－13， 22－29） 

民数记第二十章是令人忧伤的一章。以摩西的姐姐米利暗的死亡為開始；并以摩

西的哥哥亚伦的死亡為结束.不久，摩西自己将会去逝 （参 民 34 章）。应該与诗

篇 90 篇一起读， 这是摩西所写的唯一诗篇。诗篇 90篇反映出人生的短暂, 也告訴

我們,倘若所做的工作要有存到永恒的价值, 必須要神的祝福。诗篇 90篇的内容显示

它是在民数记 20章列出所有去世的人后對人生的體驗才写的，吸引人的反思。 

至于百姓在曠野的飄流，这章所記載的是第三段的路程, 也是最后一段的旅程。

第一段的行程是从埃及到西乃山（出 13－19 章）。第二段的行程是从西乃山到加底

斯（民 10－11章）。这段记载百姓从加底斯到约旦河彼岸 ，就在耶利哥迦南岸边

的对面（民 20－21 章）。这裡大概是在旷野流浪了三十八年的末了，准备进攻迦

南。 

前两段的旅程是以胜利為开始,但以哀伤作结束。第一段是以成功的出埃及和摩西

与米利暗在红海边唱凯旋之歌為作开始。它却以百姓埋怨食物缺乏来结束。第二段以

云柱火柱引导百姓从西乃山营地到迦南為开始。却以百姓宁愿接受不信的探子带来令

人气馁的报告而拒絕了迦勒与耶书亚充满信心的报告為结束，加上因隨己意爭戰, 在

何珥玛战争大败, 如此的结束延缓了征服迦南, 未能立刻進入應許之地。第三段与前

两段相反。第二十章以米利暗和亚伦之死悲哀的纪录开始。但下一章却记载整个民族

要在三十八年前在何珥玛被打败的同樣地方得胜利，他們战胜了西宏，亚摩利人的

王，和夺取了噩，巴珊王之地，以色列的百姓在耶利哥城对面的约但河岸安营，准备

进攻应许之地為结束。 

这模式提醒我们，神的子民的生活通常充满因罪带来的哀伤失败，但神是信實的, 祂

坚忍不變的帶領祂的子民安全回天家。保罗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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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腓 1：6）。 

1。米利暗的逝世－ （民  20：1） 

米利暗逝世的报告非常简短, 只用一节经文和六个英文字母。对于摩西来说, 米

利暗的去世肯定是个大损失。米利暗在出埃及时是位女领袖；虽然她犯錯,不完全，

她因為带领亚伦对摩西独特的权柄做无根据的背叛(民数记 12章), 但她一定是与摩

西與亚伦很亲近的少数人之一，摩西可以与他们回顾以前在埃及的生活。在这时候，

摩西，亚伦，米利暗，迦勒，约书亚和利未人可能是最初离开埃及那一代唯一的存活

者，这些人曾与神在西乃山相遇，但因為十個探子的不信而未能进迦南，反而往回

走。 米利暗的死是提醒神的审判，那时代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进迦南，包括不久将去

逝的亚伦，甚至摩西自己，虽然他們没有站在不信的探子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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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一个不能逃脱的事实。“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来 

9：27） 

II.  摩西击打磐石的罪 (民 20：2－13) 

这章的下一段(2－13 节)叙述摩西击打磐石的罪。因为这事，他被禁止进入应许

之地。 

我们揣摩以色列人三十八年在一起安营， 他们的帐篷是按照第二章安营的模式。 

但是，这段时间百姓分散在旷野，为他们的牲畜寻找牧场和一些会变动的水源。当他

们再次以大量人口聚集在一起以准备即将征服迦南时，水就显得稀少，大概是造成困

难的原因吧。 

百姓埋怨，“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你们为何

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

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

没有水喝 ”（3－5）。 他们在三十八年中好像没有学到任何功课。 

在出埃及记 17：1－7 有一个类似的故事，百姓埋怨缺水喝,摩西被神命令击打磐

石引水。自由派学者一般认为这是同一事件的两个不同译本，特别是两个地方都叫米

利巴，意思是“争闹”。但是有不同之处。第一次的故事只有摩西在场。这个故事涉

及到摩西和亚伦。 最明显的差异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神命令摩西击打磐石出水， 

他便照着行。民数记二十章里，神没有吩咐他击打磐石发出水来， 他却如此做了，

这就是他不顺从的表現而受到神审判的直接缘由。 

A. 神公平吗？ 

我们都會同情摩西，甚至我们认为神的审判不公平，这时，摩西都快 120岁，在过

去三十八年里，他期盼着進入本应早在 40年前就能征服的迦南地. 如此長時間的等候

是必需的，因神的目的是要清除那些埋怨和对神没有信心的老一代的人，並且起用新

的一代的人来代替他们。可叹的是，當他们再一次聚集時，摩西被迫要处理他们象以

前一樣的抱怨。怪不得他的忍耐失控。难怪他谴责埋怨的人象他们已死的祖宗一样。

雖然如此，這仍然是摩西一个可悲的失败  

难以接受的是这麼“小”的錯誤会遭到如此严重和令人失望的懲罰。正如百姓本应

该信靠神的应许，他们却相信了探子悲观的报告,摩西的舉動也是不信的行为。摩西沒

有按照神的指示去吩咐磐石。他愤怒的不但击打磐石一次， 他还击打了两次。摩西和

亚伦認為自己在这件神迹上有功而没有完全归功给神。 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

石中流出来吗？”（10 节）。 以摩西的身份来说，任何一项都很严重，更何況他犯

了不只一樣。 

B.摩西所犯的罪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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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所犯的错误有四方面，故事只清楚记载了最后一方面。 

1。摩西没有完全按照神的指示 

神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

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8节）。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

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 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9－10

节）。到目前还不错！ 但接着 “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11节）。神

说吩咐磐石，但摩西却击打。虽然“有许多水流出来，”然而，偏离神明确的指

示便不能讨神的喜悦。 

对于我们来说,在小细节上不顺服是件小事“只要大部分做对就行了或心怀好意

'。”就可以,但神不是这样认为。神要求绝对顺服，特别是领袖，“因为凡遵守全

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雅 2：10）。在这事上我们要非常

小心。 

2。摩西没有完全荣耀神。  

这是他最明显的失败。 本应该完全将奇迹归功于神， 他却将部分功劳归给自

己和亚伦，“我（们）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10节）。 

如果我们不想在摩西的失败上重演，我们必须学习在凡事上将荣耀归给神。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 11章结尾就如此强调， 就在他所写这书信的前一部分解释有

关称义，成圣，坚忍和神在历史的主权，拯救目的的伟大救恩论后,  他写：“因

为万有都是本于祂、倚靠祂、归于祂。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远。阿们”（罗 

11：36）。 这是清教徒改革宗最崇高的主题：荣耀独归真神！ 

世人永远不会这样说也没这样打算。西敏斯得‘小本信仰问答’问：“人的首

要目的是什么？”。答：“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永远以祂为乐”。除了神

的恩典之外，还没有接受神救贖恩典的人, 他們的首要目的是荣耀自己并且以自我

為中心。我们要记住神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

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赛 42：8）。 

3。摩西没有完全信靠神。  

雖然我們看不出來摩西在甚麼事上沒有信靠神,但從神对他的控告可以稍微了

解。神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

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 。”（12节）。 

我们實在不确定摩西那裡没有充分信靠神，但我们应该清楚自己在那些方面没

有信靠神.並且為我们的不信负责。让我们時常提醒自己。F.B. Meyer說“让我们

警醒祷告免得我们心中有不信的恶心， 免得我们从思想的隐秘处离弃了对永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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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信心；免得我们在美好外表之下，被一些可怕的激情所引诱而抛弃了信仰的

珍贵。让我们特别注意我们的最强的长处。 正因我们对这优点信心十足， 我们容

易掉以轻心，给仇敌攻击的机会." 

4。摩西破坏了磐石的像征，這磐石就是代表基督。 

摩西没预料到流出水的磐石是耶稣基督的象征。 耶稣是那位因着在各各他山一

次为罪被压伤而从他腹中流出活水江河（约 7：37－39）。耶稣一次为罪献上，就

把这事成全了(来 7：27)。当摩西击打磐石两次，虽然是无意，他已破坏了这象

征。 

III. 以东人的敌对 （民 20 ：14－21） 

在亚伦逝世之前，也就是这章结束以前，有一小段记载与以东接触的故事.以东拒

绝让犹太人经过他们的领土。犹太人的要求满合理的，他们答应只走大道，甚至答应

支付以东他们及牲畜喝以东的水的費用。但以东拒绝他们，甚至率领许多人出来，要

用强硬的手段攻击他们（20 节）。犹太人转离方向，绕路往迦南走。但以东的拒绝

是一种轻视，且招来后面的摩擦。 

A. 以东地点 

以东（在圣经亦称西珥，何珥和以扫）位于约旦河边迦南的东面，从摩押边界往南

延伸到亚客巴湾。它的宽度差不多 20-30 英里，长度约 100 英里。 

B. 以东的重要性 

有两个因素使以东显得重要。 第一，它沿着埃及和叙利亚中间贸易路线并可从其

中获利。第二， 它位于多山的地带赋予力量和安全。以东中部以红沙岩峭壁，高过海

平面 5000尺为特征。因此，他们居住自然山区堡垒免于打仗和从别人征受贡物，相

对来说，他们不受到外在的干扰。 

C. 以东的历史 

我们没以东历史最早期的细节，但这地最早是北叙利亚附近 Lake Van 的何利人

（Horites) 居住。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以东是一个王国（创 14：5－6）。当雅各从哈

兰回到迦南地时，雅各的哥哥以扫从以东出发迎接雅各（参创 32：3，6）。因着以扫

住在那里，故在某些圣经本文称那地为以扫。撒母耳记下 8：13－14 记载大卫征服了

以东人，从那时起至所罗门的统治时期，以东人服从雅各的后代，因此应验了圣经的

预言“大的要服事小的”（创 25：23；罗 9：10－13）。 

以东的终结是神秘莫测，我们只知道它在公元前第五世纪失去独立，从公元前 312 

年被纳米泰人（Nabataeans) 统治。在这段期间，以东被称为 Idumaea, 大希律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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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Idumaea。后来以东被遗弃。俄巴底亚小先知书和以东有关。它列出以东的罪，预

言虽然它有看起来似乎难以攻取的防卫和军事同盟，它仍然会归于无有。 

IV.  亚伦的逝世 ——  民 20： 22－29 

民数记二十章中第三件事是摩西的哥哥亚伦的逝世。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過度时

期，百姓为亚伦哀哭三十天。然而，亚伦的逝世，象米利暗的一样，只是叙述事实而

没有情感。有两细节值得我們注意。 

A.  惯用语“归到他列祖那里” 

 第 24，26 节两次提到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此说法不单单是指“亚

伦死亡”。它包含犹太人所相信的来世，正如大卫在拔示巴的孩子死后所说“我必往

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撒下 12：23）。从上下文来看，尽管亚伦犯了

罪，这惯用语乃宣布他仍然死在恩典中。虽然摩西和亚伦死在应许地外，因着他们在

米利巴犯罪被惩罚的延伸。 死后他们便與犹太人的先祖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一

起。 

B.  大祭司角色的转移给以利亚撒 

亚伦死前,藉着仪式將亚伦特殊的衣服转移给幸存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他把大祭

司的功能与职责傳給兒子以利亞撒，授予一个人大祭司的职责的动作是很重要的, 因

為這每個細節都是幫助我们展望耶稣基督，唯独祂是成就了救赎事工真正的大祭司。 

William M.Taylor 给予亚伦感人的颂词：“他没有摩西优秀的品质如洞察力，敏

捷，活力和坚定；但在忍耐与持久方面,他超越他弟弟被动的美德。一瞬之间丧失了两

个儿子沉重的打击之下，口里没出责备的话；在可拉党叛逆的事上，他以祭司的身份

為遭瘟疫的群众代祷。他的品格在 “晚年”显得更灿烂；当我们看到他安静地登山归

到他列祖那里，我们便忘记他的过错。 

我们的死亡也该见证至高无比的神的恩典。的确，死前的时间是荣耀那位救我们

脱离罪，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死后回到祂怀抱的神的好机会。因“离开身体”是要

“与主同住”（林后 5：8）。 

V. 应用 

民数记二十章结合了人意识到生命短暂必死的事實与义人坚定不变的盼望,平静安

稳地确信神的例子。学习这一章的人应该與诗篇九十篇一起读，它记载了摩西自己的

反思和每一事件的应用。诗篇九十篇是圣经中记述神的宏伟和人的脆弱最有力的经文

之一。诗篇九十篇可分为三段。 

A. 神永恒的伟大 （诗篇 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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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上没有多少人，甚至没有人，能象摩西强烈地意识到神的伟大和永恒的庄严，

因摩西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和“面对面与他谈话"（民 12：8）。于是他以神为磐石和為

百姓永恒的避难作為这诗篇的开始，是不足为奇。 

 主阿，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诗 90： 1－2） 

摩西比我们更清楚生命的短暂又是不可预测的。他知道在其中不可能寻找到永久和

安稳。他明白神永恆的存在及不會改變的屬性，祂是万有的坚固根基，凡投靠祂的便

得永远稳妥。而且，信靠神的人在神里面有安全的居所。 在地上我们没有固定的家，

但是，我们同样像旧约的摩西，亚伯拉罕和其它的先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

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来 1：10）。 

你呢？或者你是否把你的希望和精力投在将会过去且必毁坏的东西上呢？保罗说：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

永远的“ （林后 4：18）。 

B. 人的脆弱  ——   诗篇 90：3－12 

與神的屬性相反的是人的善變與軟弱, 這都是神憤怒的結果.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

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

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忿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

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

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忿怒

呢？"( 3-9, 11) 

这是一段意义深远的记载。摩西不单强调人的软弱，生命的短暂与神的伟大和永

恒，他亦追溯人必死的根源，并看死亡是神因人的罪所施的审判。摩西也是創世記的

作者, 他在创世记第三章對的人墮落的描述，这裡, 他給了一個很合宜且明智的反

省；在创世记第三章因着亚当和夏娃的罪，神使人类遭受死亡的惩罚。 

你是否意识到罪会带来灭亡－ 它带来美梦，希望，计划，关系，我们的健康，最

终是属灵的灭亡， 就是永远与神隔离？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你不会像许多人轻看

罪。 你会与大卫一样说：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祢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诗 19：12）。你会祷告：“求祢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诗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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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这段诗篇结尾的用意，它呼吁：“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

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诗 90：12）。这并不是请求神讓我們知道每一天是神所賜的, 

過一天, 就從神所定的七十, 八十年的歲月中扣除。乃是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过圣

洁的生活，就是真智慧的途径。 

c. 人需要神的恩典  － 诗 90：13－17 

诗篇 90 篇的第三段是一个向神的呼吁，求祂的恩典倾覆在我们的生活上，幫助我

们單單以認識神為满足；求祂的恩典倾覆在我们的事工上，使它有永恆的价值。 

 13
 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 

 14 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15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16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17 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

的工，愿你坚立。 (13－17) 

为了人的软弱和眼前的罪，摩西求神以恩典來使他为神所做的工有永恆的价值。没

有我们的神也可以做事。 祂不需要我们, 祂可以从石头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另一

方面，神若在今生托付我们为祂作事，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做,并且尽力去做，Taylor 

说，“只要我们还在世上，我们就必須去遵行神要求我們做的事。因此让我们從神的

話語中去找到祂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去做。做的同时，让我们祷告求神来建立,带给后

代祝福。” 

摩西照神呼召他的目的去做，信實的神也建立他手所做的工。我们可以从这些书卷

中受到无穷的益處。这些书卷成为神子民世世代代无限祝福的源头。愿神也建立你手

所做的工，使以后的人蒙福。因此，当你离开世界并在主耶稣前显现时，你将会听见 

祂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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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第五課, 第二十一章; 討論日期 9/4/16 

0: 分享你從課堂上與講義中所領受的. 

 

 

读民数记 21;1-3 

1 在 20 章中发生了许多悲惨的事，同时，以色列人表示想死的念头，你认为当阿拉德攻

击以色列人时,他们會有什么样的表现？ 

 

 

2 当以色列人依靠 神的时候，神的反应如何？ 

 

 

 

3 分享你完全依靠 神的时候，祂改善了你在家中，在工作中，在事奉上，在与人相处时

所面对的困难。 

 

 

读民数记 21:4-9 

4 在以前的课程中，你是否还记得以色列人为什么要避免经过以东而绕路？ 

 

 

 

5 a有了打败迦南王亚拉德的经历，在 21:4,5中，以色列人如何表示他们的感受？ 

 

 

b当以色列人表示厌恶嗎哪时，实际上他们是在拒绝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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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色列人瞞怨的后果如何？ 

 

 

 

6 a在第七节中，以色列人的希望在哪里？ 

 

 

 

 

  b当我们得罪 神或得罪人时，我们必须以什么步骤来解决？  

 

  

 

7当 神叫摩西做一个铜蛇时，请举出摩西会觉得很奇怪的原因？ 

 

 

 

8 a读了民数记 21:8-9以后，请解释约翰福音 3:14-15 

 

 

 

  b 请分享你对人子-耶稣基督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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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a比较以色列人面对亚摩利人，与他们在民数记 20:14-19时面对以东人有什么不同，

请列举？ 

 

 

     b 为什么以色列人的胜利，对他们很重要？ 

 

 

 

读民数记 21;32-35 

11 a 虽然以色列人没有激怒亚摩人及巴山人，为什么亚摩利王西宏及巴山王出兵攻打以

色列人呢？ 

 

 

 

   b例举在现今生活上，无故的彼此攻夺的原因？ 

 

 

 

   c神告诉摩西如何处理这种状况？ 

 

 

 

   d你如何去应用所学的，去面对无辜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