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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的反对–民数记 22-25 

顺服神的路并不能保证今后不会被反对，一切顺利。 事实上， 受到反对是难免

的， 我们遭到反对正是因为我们顺服神， 若知道这点， 就会坚持下去而不灰心。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顺服神，祂卻受到極大的反對, 希伯来书的作者用祂的例

子警告我们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希 12：3) 

在民数记里，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向迦南走。正如我们已见到的，摩西与百姓都不

完美，但是他们正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特别是摩西， 他遇到了来自以色列内部各

种的反对。十一章里，反对声来自“暴民”和多数的民众。十二章中， 来自摩西自

己的家庭成员。十三，十四章中， 来自十个没有信心的探子们的报告， 他们认为神

没有能力带领他们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当时他们预备要用石头打死摩西和亚伦。十

六，十七章里来自可拉为首的一些领袖们的叛乱。 

走在正路上遭到反对, 不只是来自内部， 也来自外部。二十至二十五章里记载了

两个来自外部的反对， 头一个失败了， 第二个却成功了。第一个是外邦先知巴兰被

摩押王巴勒雇去咒诅以色列民， 这是旧约中非常精彩和幽默的故事。第二个故事是

以色列男人们在肉体和灵性上被摩押女子引诱所受到的懲罰。 

I。巴勒企图咒诅以色列 - 民数记 22-24 

以色列在击败亚摩利人以后(民 21：21-32)， 他们也征服了一些属于摩押的土

地， 这让摩押王非常恐慌， 因为以色列民是无法抵挡的， 而且犹太人很快也要来

攻并消灭他们。 但他并不知道神禁止以色列人去攻打摩押(申命记 2：9)，所以当他

看到边界上那么多才从沙漠流荡聚集到此的以色列人，摩押王以为他和他的民很快就

要被消灭了。 

王的名字是巴勒， 他知道任何他的自卫力量都是没用的， 他北边的邻国西宏和

噩都已被击败。 这位恐慌的摩押王想到唯一能保护他王国的是需要借助超自然的力

量。 他立刻想到一位外帮神人(術士)巴兰， 他住在靠近幼发拉底河的一个名叫毗夺

(Pethor)的城里。毗夺被认为是亚述题名为 Pitru 的城， 约在 Carchemish 南方十二里

的叙利亚境内。 要去那里有相当的距离， 可见巴勒对神人的召唤是不顾一切了。  

A。 巴勒召唤巴兰 -民数记 22：1-20 

巴勒对外帮先知巴兰有很深的印象， 因他听说巴兰的咒诅非常有效。 因此巴

 勒差遣使者对巴兰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

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

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民 22：5-6) 巴勒的使者带着

厚金来， 因此巴兰财迷心窍的表现就贯穿在整段故事里。 

1。巴兰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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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兰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些人读过这段故事后， 认为巴兰还是挺好的，他

被雇去咒诅以色列人， 固然是因为巨额金钱的诱惑，他却仍坚定不移的持守职业

道德。首先他没有跟着使者去“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

去”(13 节)，其次当他答应去时， 却宣称“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

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18 节)，而且稍后，“我已经到你这里

来了， 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 神将什么话传给我， 我就说什么”(38 节)。 

在这些章节中，巴兰甚至用耶和华神的名字，似乎他敬畏这位神， 至少从表面上

看他知道要顺服。 

此外在稍后的故事里，巴兰还说出神奥妙晓谕， 这是有关以色列的未来，以

及将要来的弥赛亚， 主耶稣基督。对那些看好巴兰的人们真无法想象这位外帮先

知是个骗子， 还能为神所使用， 并且说出奥妙的启示。巴兰后来建议摩押王利

用摩押女子引诱犹太男子去腐败以色列民。 但他们却为他分辨说这不过只是一个

好人后来沦入严重的罪恶。若这个评价是对的，人可以假设这故事中的巴兰从开

始就服从神的话， 其他什么都没作。    

但大多数的人都不赞成这个看法， 根据圣经的记载，巴兰不被看好，反而是

被指责的。民数记 31：8-16里，巴兰死在对米甸的战争中，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他向摩押人建议了一个使以色列人转离主的计谋。 申命记 23：4-5说巴兰要咒诅

以色列人， 但神不允许他作。 新约中更强调“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

的”(彼得后书 4：15)。“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 (犹大书 11节) 和“这巴兰

曾教导巴勒将伴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 行奸淫的

事”(启示录 2：14)。 知道新约对巴兰的评价，再回来看民数记里的巴兰时，对

他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首先他被介绍为异教徒， 就没有犹太人会看好他。 再者

巴兰是一个拿工价的神人， 他的工作是为了钱来给人咒诅或祝福。 事实上，从

他一再重复提及金钱，看来是他建议国王增加他的收费策略。(巴勒就是将他满屋

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民 22：18)。 他声称

神若没有将什么放在他口中，他就无法宣告什么，也是在自夸他的神谕是真正神

的启示。  

比前面记载更能帮助我们了解巴兰的就是能说话的驴， 它揭露巴兰真正的本

性并揭发他所称的启示是假的。 他宣称是个“先见者”， 却“看”不见手中拿

着刀的天使在阻挡他。 这个本来不会说话的驴， 在巴兰无法对它控制的情况下

说出了实情。 这个故事被犹太人用来对抗异教徒的攻击。 这个外邦先知的所有

虚伪令人讥笑， 他比他的牲口驴子还要笨。 

一位十九世纪的布道家 Joseph Butler, 他的见解非常正确， 他写道“如今在我

们面前有个在世上非常令人吃惊的对象： 一个很邪恶的人， 在他对神和宗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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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深的认识的情况下，仍坚持停留在邪恶中，甚至在他面前有个活生生死亡景象

的时候, 他仍然宁愿喜爱不义的工价，。(取自“论巴兰品格”“Upon The Character 

of Balaam” The Works Of The Right Reverend Father In God, Joseph Butler, vol. 2, P.80) 

2. 巴兰和他的驴 - 民数记 22：21-41  

巴兰像他的驴， 对犹太人的读者是很明显的。 首先，正如巴兰驱策他的前

走， 直到神的天使把他挡住。同样，巴勒也强迫巴兰咒诅以色列，但神每次都不

准他。第二，神开了驴的口向巴兰说话，神也开了巴兰的口说真正神祝福以色列

的话。 驴开口说话并不能使他成为一个真先知，那巴兰也不是。 这种相似的比

較只能显明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 事物做他的发言人。 第三，驴子左右为难

的状况正真实地反映了巴兰的景况。 驴子面对天使拔出的剑和巴兰的棒， 同样

巴兰也困于神坚定的决定和巴勒的驱策中。 

这是圣经中最引人发笑的故事， 但其信息却不是好笑的， 执意抵挡全能神的

旨意是件非常严重的事。  

巴兰向驴子发怒的话语里启示了两个重点：“因你戏弄我，如果我手中有刀我

 现在就杀了你”(29节) ，驴不是傻子，巴兰才是。至于这把刀，它不是指

向牲 口， 而是指向这外帮先知。 当神开了巴兰的眼看见天使， 天使宣称”你

为何 三次打你的驴呢？ 我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

三次从我面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它存活。”(32-33节) 

关于这驴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神迹。 彼得后书 2：16指出， 这个故

事 的重点不是神迹， 而是巴兰的羞辱， 他是个先知却看不见神的使者，反而

驴先看见。巴兰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 只能说至高者让他说的话。 

B。 七个巴兰的神谕 - 民以数记 23-24 

下两章中包含了神籍巴兰所发的七个宣告， 全是由神引导或在神的灵启示下说出

的， 这些神谕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单元，并被细心的组成，它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循序

渐进的启示出来。 开头是重复对族长们的应许，强调神拣选以色列成为一个分别为圣

的民族， 并且肯定他与他们之间的约是永不改变的。 在结束时这个令人惊讶的高

潮， 神启示将来基督耶稣要以伟大犹太君王和弥赛亚的头衔降临。 

这严肃的启示是要人们与不安和迷信的行为相对抗。 巴勒急于要见北边的巴兰， 

并责骂他延迟的到来：“我不是急急的打发人到你那里去召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

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容吗？”(民 22：37) 两人预备七个坛，献七只公牛，七只

公羊在坛上， 想说服神喜悦巴勒的请求。 用献祭来接近神是正确的， 但他所献的祭

与民数记前几章(7-8，15， 28-29)中神所命令的献祭方式与心态是完全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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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章非常清楚的显示神是不可以被左右的， 不要想利用他来达成个人的欲望，

他永远是崇高的君王。 

 

1。 第一个神谕 - 民数记 23：1-12 

第一个神谕的主题是神对以色列的祝福是独特的， 是不可撤回的， 这将犹太

人和其他国家分开来。神谕的开头， 巴兰回顾他来此的经过， 并且声明他不能

咒诅神不咒诅的， 也不怒骂神不怒骂的。 相反的从以色列民人数众多上已证明

神已祝福了他们， 这当然令巴勒很烦恼， 现在巴兰自己又向众多的神子民认

同。 “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10 节) 巴兰指出创世记 13-16中神允许亚伯拉

罕说他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巴兰无意识的宣告说“我愿如义人之死而死， 

我愿如义人之终而终”(10 节) 这应验了神在创世记 12：3 的应许“为你祝福的我必

祝福， 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这神谕结束时，巴勒又惊又怕，就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我领你来咒

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11 节)  

2. 第二个神谕 - 民数记 23：13-26 

巴勒王当然不会轻易的放弃， 所以巴勒又尝试另一个策略。 他领巴兰上了比

斯迦山顶， 在那里只能看到一部分以色列人， 这是为要减少以色列人多势重不

可抵挡的印象。 接着又重复献祭典礼， 他们建了七座坛， 献上十四个祭物， 

除了尚未付给巴兰的费用外， 咒诅以色列的行动更加昂贵了。 

虽然如此，神要启示的并没有改变， 他仍要祝福以色列人。因神是祝福的源

头， 他不会改变“神非人，他不会说谎；也非人子，必不后悔”。(19节)巴勒叫

巴兰咒诅这民，但神却祝福他们，先知岂能改变他的信息。(20节) 

这次的神谕有两方面超越前一个神谕， 

第一，他不但祝福他们， 而且还要住在他们当中(21 节)。  

第二，过去的祝福将延伸到未来， 这应许是没有任何东西，军队，巫术，先

知能抵挡的。 第一神谕的重点在于我们现今所说的拣选论，第二神谕的重点在于

他永不改变，我们相信神开始的工作，他不会不完成。 

更使读者发笑的是，摩押王越来越惊慌了，以色列已两次被祝福。 现在巴兰

 最好什么都不说， 巴勒喊着对巴兰说“你完全不咒诅他们也完全不要祝福

他们 啊！” 但现在已经太晚了，巴兰必须把神给他的话说出来，而且巴勒必须

要 听着。 

3。第三个神谕 - 民数记 23：27-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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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巴勒照着巴兰的命令筑了七座坛并献祭， 但当巴兰看见这个计划已

经完全没有希望，就将自己交给真神耶和华。 在此情况下，不像前两次的发言， 

是“神的灵临到他身上”， 这个神谕完全是神启示的。 无需惊讶的是，这个神

谕和下个神谕是论及未来的事，而不仅是神祝福的叙述。转而言之，它们是真正

预言性的。第三个神谕是预言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君王的兴起，及犹太人

要征服他们的敌人。 

最特别的预言是在第七节说“他们的王必超过亚甲”，亚甲是扫罗王时代亚玛

力人的统治者，他被扫罗击败。(撒母耳上 15：7-9) 这个胜战发生在距这民数记

里所记载的事件有数百年。 这使很多学者们曾寻找是否有较早的史实来记载这个

事件，虽然有一位较早的亚玛力王，如巴兰神谕里所指的，但扫罗从是以色列的

第一位王，预言特别说犹太的“王”必超过亚甲。 如此看来这真是个较遥远的预

言，这也吻合了巴兰的第四个神谕，是一样特殊而且更遥远的预言。  

再一次，巴勒更生气了，甚至发狂的拍着手愤怒的对巴兰说”现在立刻离开回

家去“是你的神不让你得到我的赏赐”(11 节)。 换句话说，我连一个舍勒也不给

你，巴兰接受这一切并答应立刻离去，但在他离去以前，他要说出神要他来摩押

所要说的所有预言。 

4。 第四个神谕 - 民数记 24：15-19 

第四个神谕在强调一个事实，这预言是为着一个遥远的日子，“我看他却不在

现时，我望他却不在今日“(17 节)。 因它明确指着击败摩押和以东诸国，一些解

经家将它限于大卫王时代以色列的胜利战迹。 这些预言所用的语言不仅是拥载一

个君王，它也是指弥赛亚的预言，这比大卫王还要伟大，他将统治他的王位直到

永远：“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17 节)“有一位出于雅各的，

必掌大权。”(19 节) 

 5。 最后的神谕- 民数记 24：20-25 

最后的三个神谕比较短，也比较难解释，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关于以色列击败敌

人的事，这对正处于生死关头的以色列人是个可喜的鼓励。  

第一个预言是说以色列人要打败亚玛力人， 

第二个预言是说以色列人要打败基尼人。 

最后一个是真正使人困惑的神谕，它指出从基提(Kittim)来的船勾引亚述

(Assyria)和希伯(Mesopotamia)，最后他自己也被滅亡。 基提是塞浦路斯的一个

城，通常是指塞浦路斯，但也可能指地中海西岸的任何一个国家。 死海古卷的团

体(Qumran Community)用它来指罗马，也可能指亚力山大大帝入侵， 或是罗马入

侵亚洲。有些学者指從海入侵的人或是更早时非利士的入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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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摩押引诱以色列人 - 民数记 25 

这一章是有关以色列人所面临反对的第二个来源，来自摩押人的。 他们的妇女，

可能是巴兰的女祭司们，引诱众多的犹太男人。 

这个故事并不只是征服迦南前的一个插曲，虽然以色列人向神发怨言是常见的，

而这个事件是头一次记载了以色列民被引诱去拜别的神， 巴力。 以色列男人被摩押

女子引诱， 心利和哥斯比(14-15节)是个特殊的例子, 一个戏剧化的肉体放荡和灵

魂败坏。 这个故事也预言这个国家因拜巴力而导致被亚述和巴比伦攻打的报应(各发

生于 721 B.C. 和 586 B.C.年间)。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是谁的安排，但在民数记 31：8，16 告诉我们这段用肉体来败

坏以色列人灵性的教唆者是巴兰， 因此在其他圣经资料中对巴兰的评论非常尖刻。

(民 31：16 和启 2：14) 虽然巴兰无法违背至高神的旨意去咒诅以色列，但他却建议

巴勒引诱以色列民离开他们的神，去拜巴力，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使神收回祂的祝

福。 

这个故事里的英雄是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也是以色列第一个大祭司亚伦的孙

子。 这个故事被十分小心的说出来，因为圣经里对性方面的叙述都是如此，这段经

文使人特别感到不舒服也很惊人。我们知道拜巴力的是崇拜生殖的教派，所以在崇拜

过程中有廟妓参与。 也许摩押甲女祭司引诱以色列男子参与她们的宗教仪式，其中

一对男女进入以色列营中就在“摩西和全会众面前”发生性关系，在这之前，这些男

女们的事都发生在以色列营外巴力庙前。 但如今，叛党已进入犹太人的营区，而且

这是特别不道德的行为，这事发生在会幕的进口处，将神的殿变成了妓院。 所有会

众都被吓的哑口无言瘫痪了，但非尼哈拿了一枝枪，跟着这对男女到他们犯罪的地

方，将他们刺透，从男人的背直到女人的腹中，从这形容暗示他们正在性交。 因为

这个勇敢的事件，由神来的审判瘟疫就停止了。 这次瘟疫丧失了二万四千人的生

命。 

非尼哈被神赞许！ 经文如此说“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的约，

因为神有忌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13 节)。赎罪这字是强有力的，通常是指在

赎罪日的那天，大祭司用牲畜的血为百姓献祭。 以牲畜的死来代替犯罪的人，在这

个事件里死的是那对犯罪的男女。 

对非尼哈事件的解释， 帮助我们了解为罪所必须付上的代价，这是一个犹太神学

上的重要關鍵点。 

III。 应用 

由于巴兰故事记载得非常生动，因此也给我们许多实际应用的细节。 其中以驴最

具特色，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有价值的应用，值得我们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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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神至高无上的权威 

神至高无上的王权，可能是在圣经中最重要的教义，它显露在巴兰和巴勒企图利用

祂来达到他们的欲望的事上。 当学的教训是“神是不会被利用的”，神永远做祂所

决定要做的，所发生的事也只是祂已决定的。 你相信吗？ 还是你有一个像巴兰和巴

勒所想象的那个能被你左右的神呢？ 若我们的神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就当尊崇祂，顺

从祂。 

B。 神必成就祂所立的约 

巴勒要神离开或咒诅以色列，但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使祂不背弃祂所立的约。 这并

不是说祂忽视罪，就如在比珥(Peor)的审判上所作的。 这也就是说，即便当我们没有

持守我们應當追求的或是顺服祂时，祂仍然是信实的。 我們难道不高兴神如此的屬性

嗎？ 若不是如此，我们早在多年前就已丧失了，我们怎能不喜欢神信实的属性呢？ 

腓立比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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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喜爱金钱的罪 

这故事里虽未特别强调这点，但从巴兰一再提到赏金上(他虽未收到)，可以看出他

做事的原动力是因为贪财的缘故。 新约里说巴兰是一个“那贪爱不义工价的”(彼得

后书 2：15)，以及“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犹大 11节)。 这都是用这个故事来提醒

我们， 不能侍奉两个主“神和金钱”(太 6：24)以及“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 6：

10)。 我们若有更多的钱，会使我们有更大的危险去依靠钱而不是依靠神。  

你是否因要拥有更多的金钱而阻挡你去做神要你去做的事呢？这是否是你应当悔改

的呢？ 

D。 神出人意料的选择 

神能选择那最不可能的人成为祂的发言人，圣经的教师们有时以巴兰的驴子证实神

能用最不看好的人来宣讲祂的话。 因此，不必惊讶神使用驴来说话，稀奇的是祂用巴

兰，这外邦的神人。 若神用了巴兰，祂当然也会用你, 若你是耶稣基督的信徒，

你愿意被他使用吗？ 如果愿意，现在就是时候赶快去告诉别人关于耶稣

的福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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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第九課, 第二十六~三十六; 討論日期 9/18/16 & 9/25/16 

0: 分享你從課堂上與講義中所領受的. 

 

 

读民数记 26;1-27:11 

1 a从第一天在西奈山清点人数到现在有多久了？ 

 

  b这一次与第一次的人数有什么差别？ 

 

  c有哪些人的名字出现在两次的清点名册上？ 

 

  d有多少人死在旷野上？ 

 

  e为什么他们在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就死了？ 

 

2 举出至少两点第二次清点人数的原因？ 

 

 

3 根据民数记 27:1-11，说明女子继承遗产的权利的原则 

 

 

读民数记 27;12-23  

4 虽然摩西因为在旷野所犯的罪不能进迦南地，但 神以哪两种方式来向摩西显现他的恩

典？ 

 

5 a当摩西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他最关心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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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如果你知道自己只有一星期的生命，什么是你愿意迫切祷告的？ 

 

 

6 虽然约书亚的表现，证实他是个好领袖，但是什么是他无法与摩西一样享受的特权？ 

 

 

读民数记 28.29.30  

7 a解释神在此时再次说明献祭礼仪细节的重要性？ 

 

  b从 28,29 章中，描述神对祂的子民的要求？ 

 

  c 如果你是基督徒，這段經文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神又是如何对你

说话呢？ 

8 根据民数记 30章，神对我们这世代有什么要求？ 

 

 

 

读民数记 31章 

9 请回答一下有关以色列人想向米甸报仇的举动，以圣经章节为依据 

 a 是否可以避免？ 

 

 

 b 这是不是米甸人应得的惩罚？ 

 

 

 c 以你的看法，说明为什么慈爱的 神会指示摩西去打这神圣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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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民数记 32-36 

10 a在 32 章中，以流便及迦得不願进入应许之地的意愿来描述他们的个性？ 

 

 

   b摩西是否喜悦他们的要求？ 

 

 

   c这件事摩西如何解决？ 

 

 

11 在 33章，重复记载以色列人流浪旷野的路程，为什么这些记录很重要？ 

 

 

12 在你的家庭生活中，你的事奉中及你的工作上，有哪些重要的事，值得你记录下来去

帮助自己及别人？ 

 

 

13 当以色列人进入新的领域? 以后，为什么须要设逃城？ 

 

 

 

14 说明我们需要民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