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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胜利和高举的铜蛇——民数记 21章 

民数记 21章是犹太人在旷野游荡的故事中的一個重要的转折点。前一章从米利暗

之死为开始，以亚伦之死为结束, 是一段灰暗的記錄。本章里，以色列人在對抗敵人

時, 开始經歷胜利的滋味：他們的敵人有以亚拉得为王的迦南人（21:1-3），亚摩利

亚人的西宏，（21：21-31）和以噩为王的雅谢人（21:32-35）。这些敌国所拥有的

土地是（Transjordan）, 是分配給吕便，迦得支派, 和瑪拿西一半支派的土地. 这一

章里所記載的勝利, 是以色列人要占领神所应许之地的初胜。 

即使在这令人鼓舞的初期胜利中，仍然有以色列人再次抱怨神和摩西，结果导致

了他们被毒蛇咬的惩罚，摩西按神的旨意将铜蛇挂在杆上，使所有以信心仰望銅蛇的

人得到拯救（21:4-9）. 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 3:14-15），这是此章最引人注意的信息。 

I  打敗亚拉得（民 21:1-3） 

以色列人的第一个胜利就是征服了以亚拉得为王的迦南人。这里的情况与前一章

所提的以东人不同，以东人是以色列人的亲屬，尽管兄弟之间有矛盾，以色列人仍尊

重以东人的想法，没有攻击他们，（申 23:7）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们是

你的弟兄，”相比之下，亚拉得王的众民是迦南人，其领土是犹太人所要征服的第一

块土地。况且是迦南人先攻击以色列人并俘虏他们的士兵，而引起的战争。以色列人

为此就把迦南人和迦南的城池尽行毁灭（民 21:3）, 是一場完完全全的勝利.  

圣经中的亚拉得的地理位置已被公认位于南地 (negev)以东 ,希伯倫(Hebron)城以

南 20里的一个名叫 TellAzad 的地方，從所挖掘出土中发现，虽然在早期銅器时代曾

有大量的人在此定居，但在銅器中期或后期，卻变为空虚，很可能是因為以色列人搬

往迦南，亚拉得城荒废后，整个区域仍延用其名，或此名被附近的新城所使用。 

第 3节中提到犹太人打胜的地点被命名为何珥玛。这也是 38年前犹太

人自己想进入迦南时被攻击的地方，何珥玛提醒我们,若我们在神面前谦

卑顺服祂，我们以前失败之地就会变成取胜之地。只有当我们战胜了自

己的罪恶时才能够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中，神的能力才能彰

显。 

II铜蛇——（民 21:4-5） 

A以色列人的抱怨（民 21:4-5） 

虽然以色列人终于尝到了征服迦南人初胜的果子，但是他们与神的关系却在倒退，

又开始抱怨他们的现状，特别是他们的食物，当然，我们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原本

已經到了快進迦南的邊界, 但是願为了绕开以东，他们不得不回沙漠，再走红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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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然后绕道东行。当他们決定绕道的行程, 就好像又重复他们的旷野之旅,所以他们

抱怨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食，没有

水，他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民 21：5）他们对食物的抱怨程度显示了他们公

开的反叛。 

问题是以色列人对食物的抱怨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已

变得越来越固执和急切，而且每一次的抱怨都比以前更加厉害，更加无所

顾忌。抱怨很少會减轻，抱怨最终导致以色列人的自我毁灭。 

B 火蛇的审判 （民 21:6-7） 

在早期希伯来译本中，神是实行公义的蛇，被称为“燃烧的可怕的蛇。”但他并不

是燃烧的蛇，燃烧指的是蛇的致命毒液。因而在新的国际版本中称为毒蛇。虽然蛇的

种类并未确定，但是了解这个区域的人曾报告这个区域有一种致命的眼镜蛇，这种致

命的爬行动物常常是出其不意的攻擊人, 对人身安全是极大的威胁，其毒性会导致突

然的死亡。 

C 铜蛇——（民 21:8-9） 

面对眼前的危机，摩西只能做的就是为以色列人向神祷告，神也回应摩西，说：

“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民 21:8）”摩西照

神的话去做。当以色列人凭着神对他们应许的信心望见那个铜蛇，就得救了。此结局

非同一般，因为至今尚无治毒蛇咬的疗法。人们最多的是在蛇区使用躲避毒蛇的警告

标志，就像危险的急转弯山路边的标志一样. 更进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一

个蛇的形象放在杆头，立在明显之处提醒人，這與當時猶太人對蛇的看法完全不同.因

為蛇是人所厭惡的.怎麼可能會醫治人呢? 他們不曉得, 真正醫治他們的不是蛇, 

而是信心帶來順服的遵守.  

摩西需要克服許多自己無法了解的困难去制作这个铜蛇， 

首先，神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不可制作偶像，更不可侍奉他们为神（出 20:4-6） 

第二，蛇在各种文化中都被大部分人所害怕和厌恶，至少蛇的形象是一个奇怪的

标誌。 

第三。在圣经文献中，蛇因导致人类之父亚当堕落（创 3:1-15）而被与撒旦視為

同等，（启 20:2）虽然铜蛇并不代表撒旦，但它还是会引发与撒旦相连的负面效应。 

神让摩西去做的事的确有些奇怪，甚至不合情理，正像神让彼得去吃那些他认为不

洁净的食物一样（使 10）。神要摩西去做的完全违背了他的信仰和文化。这并不是一

件小事，以色列人认为嗎哪，天上所降下來的食物是难吃和令人讨厌的，（民 21:5）

现在神卻命令摩西去做一个在以色列人文化中被人看為憎恶的偶像。不仅如此，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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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它挂在杆上，作为他们唯一能从疾病中解救出来的方式。只有那些看到了蛇的偶

像的人才能从被毒蛇咬的痛苦中得以存活。在他们的思想中，連将天上所降下來的食

物都看成讨厌的食物。 

现在神要完全扭转他们的思想，将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生命和解脱的源泉。 

尽管治病的不是铜蛇而是神，但是直到数百年后亚哈斯时代，铜蛇一直被保留来纪

念过去，并拜为偶像。亚哈斯命令将铜蛇推毁，并称其为一个“铜块”（王下

18:4）. 

D 应用 

1 耶稣如何使用这个故事（约 3;14-15） 

尼哥底母是一位犹太人的统治者，他代表了当时最虔诚的犹太人，他因敬仰耶

稣而来向耶稣请教，耶稣也因此教给他许多重要的道理。这些道理都总结在约翰福

音第三章中，教导的中心是耶稣必因人所犯的罪而被害致死，他用铜蛇来 做比

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

生”（约 3:14-15）许多不了解民数记经文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因为耶稣曾引用

它。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中耶稣在讲铜蛇后，又讲到了他的复活“除了从天降下仍旧

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约 3:13）后面跟着最为认知的经节是（约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些经节总结了有关耶稣的人格，做工，生命和拯救世人的使命，这些都是重点。 

2 救恩来自于神的恩典 

这里的重点是神赐恩典拯救那信祂的人，因信耶稣而得救似乎是不合情理，一

个很久以前死去的人怎能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令人反感，还有什么比一个赤

裸挂在十字架的尸体更令人恶心的呢？保罗看到了这些疑虑而教导说：“因为十字

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為愚拙”（林前 1:18）对于不肯得救的人来说十字架是

令人“讨厌”的（加 5:11）。事实上救世主的遇难彰显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林

前 1:24）这里把一般人所想的救恩与圣经所教的，做了很好的对比。Donald 

Barnhouse 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 

a人无法自己脱离罪恶 

当我们面对问题时，我们总认为自己会有办法解决，所以人们自然也会想到

制作药物去对抗毒蛇，但是没有一件人所行的方法可以拯救因毒蛇咬即将要死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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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honse 写到“人们是常常煎熬药汤，自制膏药和其他可想到的方法进行

治疗。”但是这些在圣经里都没有提到，人们只能停止自救而向神求教，神没

有告诉他们治疗的方法,表明人是无法自救脱罪的，人被罪恶的毒蛇所咬，他们

怎样才能治愈这伤呢？除了等死，别无他路。神为世人准备了救恩，但人却陷

于想要自救的狂热中去寻求罪的解脱，人们行各种宗教仪式，禁欲，拜灵，他

们又禁食又朝圣。这些人信仰异教, 不寻求能賜人永生的主耶稣。 

 

b救恩不取决于自我改造的程度 

那些被毒蛇咬的人不会因自我改善而受到醫治。他们认为来到一个糟糕的地

方，并且愚蠢的给被蛇咬他们的机会。他们可能会说“从现在起我们要 很小

心，一定不让蛇咬的事再发生。”说的是好，却不能被解救。因为蛇毒已在他

们的体内了，很快的就能让他们死亡。 

c 人的努力不能战胜自己的罪恶 

我們可以猜想以色列人试图共同努力战胜毒蛇。如果用现代的方式来做的

话，人们会紧急联合起来去消灭可怕的毒蛇，成立一個組織。員工都掛着名

牌，区域工作人员登记卡，组织机构领袖，定期聚会。还会有新闻发布会报告

行动的进展状况，把被杀死的蛇堆在一起，已经被毒蛇咬的受害者是会被淡

化。而组织成员的名单会增加到最大的程度。 

当然社会的共同努力是没有错，大部分的活动是基于基督教的原则，而且

 是由信徒以主的名義所发起的，但是罪恶还是不能通过社会活动来消除

的。只有靠着对神的信心才能得到主的救恩。 

d祷告不能带来救恩 

神并未要求被毒蛇咬的人向杆上的铜蛇祷告，祷告虽好，但是不會成就救贖

的工作. 這不是基督徒得到耶稣救恩的途径，信才是唯一的途径，救恩不能从

祷告得來，因神已道成肉身, 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只有相信和接受，才

能得到救贖. 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

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 10:9-

10） 

e蛇的遗骸也是无用的 

人们也不必去买铜蛇的遗骸或挂铜蛇之类的紀念品，事实上。我们可看见蛇

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迷信崇拜之物，希西家王顺服神将铜蛇遗物摧毁（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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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想靠拥有或崇拜铜蛇遗物来得到救恩,是基督教中最荒谬的想法。人所

得到的救恩是神的恩典, 唯有通过耶稣才能得著。(約翰福音 14:6) 

3 唯有信才能得救 

因信才能得救，这是神的应许“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民 21:8）.

上世纪最伟大的传道人司布真写到“信, 是以眼去看，以手去握，以嘴去吃耶稣的

餵養。" 

传统的神学家在关于信仰的讨论中将其分为了 3个方面 

a  满足 

大部分神学家认为圣经中真正的信仰必具备 3个条件“知识，信心和信任

（司布真）”,“覺醒，认同和献身（D.M.Lloyd-Jones）”，或其它各种类似的

看法，几乎所有的这些看法都以“满足”为首。有信心而不满足便不是真有信

心。 

在所有关于信仰的作者中，Calvin是最有见解的一位。他认为中世纪教会

在于信仰的教導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必须被纠正. 在宗教改革之前的很多年中，

教会一直在错误地引导信徒们，因而造成大部分人误解了救恩的真正意义，對

救恩错误的教導, 使"信徒" 對教会的教导要绝对信服。信徒不需要认识神，只

要无条件的相信教会及教会的教導就足夠了，即使教友不了解真正的圣经道理

是什么，也没有关系，他们只要相信並信靠教会就可以了。 

Calvin 解释说：“信的对象是救主，并且是建立在認識救主的基礎上,不是

盲目崇拜。”他又说，“我们不能因为接受教会所说的一切为真理或信托教会

来解经，来得到救恩。”我们之间所以信任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我们仁慈的天

父，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林后 5:18-19）神将耶稣赐给我们为义，

为圣。。。乃至永生。我认为只有通过这些对神的了解，而不是仅仅感情的投

入，我们才得进入神的天国。 

b  心的认同 

满足在信仰中虽然重要，但我们也必须知道，如果一个人的心灵未被触

动，没有一个人内心會对神认同，信心还会失去，Calvin 是这样解释的，

“唯有因為認同, 使神的话从脑進入了內心.须用全心来接受。若神的话仅仅

从脑中掠过，就不是以信心來接受. 當神的话深深扎根在心，才能维持并能抵

抗一切世俗的诱惑。(It now remains to pour into the heart itself what the mind has 

absorbed. For the Word of God is not received by faith if it flits about in the top of 

our brain, but when it takes root in the depth of the heart that it may be an 

invincible defense to withstand and drive off all the stratagems of temptation)”换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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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一位无宗教信仰的大学教授可以很好的理解圣经的理论，而一个真正的

基督徒却要超越此点，去确信他是真理。 

c  信任 

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确信和接受耶稣和他的复活，门徒雅各曾强调此

点，他将因得到救恩而對真神的信任与因邪灵而知道神做了比较。邪灵知道耶

稣和他所做的工作，甚至信到害怕战惊的地步，但是他们就是不信耶稣，不肯

接受他作为救主，（雅 2:19）而在多馬身上，你可以看到她对救恩的信心，当

耶稣复活后的第一天在上屋向他显现时，他就扑倒在救主的脚前，呼叫“我的

主，我的神”（约 20:28）这些经节是约翰福音的高潮。 

III  摩押地之旅（民 21:10-20） 

民数记 21章后面的部分记述了以色列人又恢复了他们的向應許之地邁進的旅程，

以色列人的各个支派从以东绕道后，行到了亚嫩河。此河向西流入死海中部，将摩押

和亚摩利分开，后又行至比珥的井（沒提到哪一口井），然后来到摩押山谷“又到那

下望旷野的比斯迦的山顶”（民 21:20） 

在这一段叙述中引用了两段古老的诗节。第一节（也可能是第二节）引自经卷

“聖战”（14）。第一段诗歌（民 21:14-15）列出了一系列重要地点的名字，其中

有些已经失传，它是以色列人征战的记录。另一段（民 21:17-18）则是一段与挖井

和庆祝挖井成功的民歌。这些诗歌突显在章节中似乎很奇怪，后面还有第三段诗歌

（民 21：27-30）。他们在经文中的出现标志着从 20章那令人痛苦的经历到 21章给

人以希望的胜利的转折点，正如本章开始所提到的一样。此时以色列人正走向約書亞

記中提到的胜利。他们开始唱诗歌啦庆贺。 

IV 征服西宏王的胜利，（民 21:21-31） 

第一个胜利就是征服亚摩利人和他们的国王西宏。虽然亚摩利人不像以东人与犹

太人有血缘关系，但以色列人还是像对待以东人那样对待亚摩利人，并提出过路的请

求。不同的是，当以色列人被拒绝后，他们以战争来对付亚摩利人，打败了他们并杀

了西宏王。又占领了他们的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希實本城,亚摩利西宏王的首府，此城曾经属于摩押，后被亚摩利人

夺走，这里就引出了 22章的故事，摩押王巴勒为反对以色列人而贿赂先知巴兰，去

咒诅前来的以色列人，巴勒推理，亚摩利人曾击败摩押人，而以色列人又征服了亚摩

利人，很明显以色列人定能战胜摩押人，因此他只能试用灵命法术（超自然）而不是

战争来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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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战胜亚摩利人的胜利又产生另一首诗歌，是本章中的第 3首诗歌，诗歌

开始的方式（所以那些做诗歌的说）表明以色列人征服希實本城以前被預言到的，所

以當以色列人征服了希實本城以後, 就可以用這詩來讚美。 

V 取胜与噩  (民 21;32-35) 

這段經文記載以色列人進迦南以前征服的最后一块土地就是噩的领土直到加利利

海以东.征服此国后以色列人就占有了南至摩押北至黑门山的整个 Transjordan领

土。本章最后一句说：就得了他的地（即噩的地），意义深远。因为以色列人就此得

到了整个应得的迦南地，此时的以色列人仍然是有罪的人，他们还是不顺服神，反叛

神和神所拣选的领导人，尽管如此，此时此刻对他们仍是个决定性的变化，此时的以

色列人正往胜利进军。正如后来诗篇中所写，他们大声呼喊“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

不惧怕”（诗 118:6）. 

VI 应用 

本章重点是来自于铜蛇的故事，神的恩典和救恩以及信心的必要性，下面是三个

重点 

A 罪的本性 

罪恶如同被毒蛇咬，致命的毒素进入体内后，这不同于外表受的小伤，外表的伤很

容易就能被人的方法治愈，要是毒害进入体内，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人必因罪而灭

亡，并陷入无止境的痛苦中，真正有效的治愈方法就是必须是从神而来的，

必须解决罪的根本問題。 

B 十字架上的耶稣所带来的救恩。 

人不可能自救，只有神才能救我们，神用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来拯救我们，耶稣这

样表达自己：“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

的赎价。”（太 20:28）“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 12;32）

耶稣被举起是整个圣经的焦点和世界历史的中心，我们必須永远传讲耶稣，你對人传

讲耶稣了吗？你有没有在你的朋友和邻舍中彰显耶稣的榮耀，帶領他们归向耶稣呢？ 

C 信心的必要 

最后的重点最简单，那就是信心的必要，信是由 3个方面组成：满足，认同和个

人的信心，这也正如以色列人看到铜蛇即被治愈一样简单。 

这也是前面所提到的司布真得救的方式，当他还是一个男孩的时候，有一次去参加

卫理公会教堂的崇拜，当时一位非牧师的外来传道人在讲道，此人没有多少文化，讲

的也不多，但他紧紧围绕着经文，“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神！ ”（赛 45:22）。司布真记得，那人甚至发音都不准确，但是他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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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重点，“我亲爱的朋友，这段经文很简单，它就是说“看”看不须费很大的力，

它无需手足之劳，你仅仅是看。 

此时，他注意到坐在讲台下边的司布真眼睛盯住他说；“年轻人，你看上去很痛

苦，你若不照我这经文去做，你会一直痛苦下去的，会痛苦一生，痛苦致死，年轻

人。请看耶稣基督，看！看！看！你不必做别的，只要仰望耶稣基督，按着他的去生

活，司布真照此去做并完全被改变了。 

你有没有仰望耶稣, 使那好像被毒蛇咬的罪恶能得到拯救？如果还没有，为什么不

去做呢？从来没有人仰望他，相信他而被拒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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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第八課, 第二十二~二十五; 討論日期 9/11/16 & 9/18/16 

0: 分享你從課堂上與講義中所領受的. 

 

 

读民数记 22章 

1 根據第一节到第六节中，巴勒如何表示他对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安营的反应？ 

 

 

 

2 a巴勒如何解决他所面对的问题？ 

 

 

  b请给巴勒建议，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他所认为的威胁？ 

 

 

  c现在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威胁？ 

 

 

3 参阅民数记 22:8，申命记 23:3-6，约书亚记 13:22及师士记 11:23-25 

你认为巴蘭相信神吗？ 

 

 

 

 

4 从巴蘭与他的驴的故事里，你学到什么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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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民数记 23, 24 章 

5 a巴勒带巴蘭到不同地方的目的是什么？参阅民数记 23:13 & 23:27 

 

 

 

  b 你是否有像巴勒一樣的態度向兩個以上的人请教，如此寻求建议的动机是什么？请举

例。 

 

 

6 根据民数记 24:1，请描述巴蘭的个性 

 

 

 

7 a在民数记 24:20-24节记载到哪些人被以色列人消滅？ 

 

 

  b预言以色列人的敌人会被消滅对巴勒有什么作用？对巴蘭有什么作 

用？对以色列人有什么作用？ 

 

 

 

读民数记 25章 

8 根据民数记 31:16及启示录 2:14，当巴蘭没有得到巴勒所答应给他的金子，反而被羞辱

时，他的反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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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民数记 25:1-3记载以色列人的男子做了什么选择？ 

 

 

 

  b当我们选择犯罪，我们也同时做了什么选择？ 

 

 

10 说明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审判官，在那地点，在那时候当众把背叛的首领杀死是一个智

慧的举动。 

 

 

11 为什么神允许非尼哈作出如此残忍的行为？ 

 

 

12 举出荣耀神却不使用暴力的方法？ 

 

 

 

13根据民数记 31:8, 彼得后书 2:15-16，巴蘭的结局如何？他给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再读民数记 25章 

14 a根据民数记 25章来描述神的圣洁 

 

 

   b你想如何过一個圣洁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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