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數記》綜覽】──在曠野飄流
【宗旨】本課幫助我們熟悉並掌握《民數記》的內容──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了近四十年所發生的大事，
以及兩代的歷史。這是因以色列人的不信和悖逆，神嚴厲地審判了那不順從的老一代。但神也是滿有憐憫
和恩慈的，祂的旨意並不改變，祂繼續帶領新生一代進迦南，為要成就祂的應許。本書的主要事實：(1)
組織軍隊和全民，預備啟程；(2)與神同行，前進；(3)旅程中斷，在曠野飄流；(4)重新旅程，進迦南；
以及主要人物：摩西、亞倫、米利暗、約書亞、迦勒、可拉和巴蘭。
（一）本書幫助我們認識以色列人在曠野的經歷有它的必要性和重要的屬靈的意義。今天在基督徒成長的
過程裡，我們又是如何書寫我們的「天路歷程」呢？
（二）本書幫助我們認識以色列人四十餘年在曠野漂流的歷史，是作為基督徒行走天路的的鑑戒(林前十 1
～14)。我們如何才能不重蹈他們的覆轍呢？
（三）本書幫助我們認識神慈愛和信實的眷顧，凡以色列人所需，祂全豐全足的供應；認識以色列人的敗
壞和失敗，而祂審判他們乃是管教和裝備他們，使他們得以進入應許之地。我們在行走靈程中，是
否循序漸進的認識神？並且認識自己？
【背景】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第三個月(出十九 1)到達西乃山，百姓在那裡居留至次年二月二十日(民十
11)，編組成軍，拔營出發。只因屢發怨言，並且不願進入迦南，神就厭煩他們，並罰他們繞著迦底斯巴
尼亞在曠野飄流一世代的光陰，最後抵達摩押平原，在約但河的另一面，就是迦南地的耶利哥城。
本書按希伯來文原文，Be～Midbae，意為「在曠野， 取自一章一節。這實是一個相當合適的名稱，因為
全書的內容正是論到以色列民在曠野飄流近四十年的慘痛經歷，也說明了本書與《利未記》之關係。本書
英文為 Numbers，由拉丁文 Numeri 即英文「數點」、「數目」、「 計算」 等字的字根。中文乃根據希
臘文七十士譯本之名「數算」取名為「民數記」，因為書中二次記載數點以色列人的事(一及二十六章)。
本書有超過 80 次宣稱「耶和華對摩西說」。摩西身為見證人乃為最有資格的作者。有些人以本書對摩西
有第三者的稱呼(例:八 2，十四 36，十五 1，22)，就指出作者另有其人。其實這種以第三者自稱的寫法
常為古代作者所採用，在摩西其他著作亦有出現(例:出二十四 1；利六 1；申五 1)。當然本書有少許內容
也許是後加或補上的(十二 3)，但並不影響本書乃摩西所寫的事實。本書寫作地點在西乃曠野和摩押平
原。本書約寫在主前 1490～1451 B.C.年，內容所包括的時間共三十八年又十個月，由出埃及第二年二月
至四十年十月，即民一 1 至申一 3。
【本書的重要性】
（一） 本書描述神怎樣把以色列人組織起來，使他們踏上曠野的旅程；並且在他們屢次發怨言，背叛並且
得罪祂之後，管教他們；最後把他們領到應許之地。今天神藉許多的人、事、物教導我們、教育我
們、使我們成熟，好使我們能長大並且進入在基督裡的豐富。所以，對照我們自己在靈程進步的經
歷，這卷書是與我們非常貼切的。因此，任何人若想明白如何正確地跟隨神腳步的引導，去奔跑天
路旅程，直到達到神救贖他的目標，就必須讀本書。
（二）本書藉著神親自帥領祂的百姓進入迦南地的旅程，使我們對神有一個更深入地認識:
(1) 祂是一位行動的神。以色列人所有的行動都是照著神的命令。神對跟隨祂行動的人要求，在
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是不改變的。
(2) 祂是一位與人同在和同行的神。藉著會幕和約櫃或是火柱、雲柱，祂引領，施恩保護，並且
看顧、供給祂的百姓，使他們戰勝敵人，直到他們達到應許之地。
(3) 祂是一位滿有恩慈、憐憫的神。祂多次忍耐百姓的怨言，也多次赦免他們的罪。
(4) 祂是一位嚴厲、管教的神。神是聖潔的，是輕慢不得的，人不可不信、悖逆、頂撞他。我們
看見神審判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倒斃曠野，包括摩西也不能進迦南。
(5) 祂是守約的神，他的話語和應許永不落空。祂向列祖所應許的必定成就，祂最终帶領以色列
人入迦南就是明证。
因此，本書在認識神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如何讀《民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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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把本書先由頭至尾讀一遍至兩遍，明瞭全書所記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的重要事實，並深入默想其
中所啟示的屬靈意義。
（二）詳細查考《民數記》中主要人物的生平，包括摩西、亞倫、米利暗、約書亞、迦勒、可拉、巴蘭。
明白神對付他們不順服的方式和結果。
（三）讀本書時，最好參覽聖經後面的地圖，尋出書中所記以色列人所經過的行地點道路，則對於他們在
曠野漂流的歷程有一详盡了解。
（四）同時，為了加深對本書內容有總體的瞭解，學習熟練地掌握下列五個問題及其答案。
(1) 《民數記》的是怎樣分段的？而本書的中心思想是什麼？主要事實和人物是什麼？
(2) 神為何要二次數點以色列人？其中所啟示的有何重要的屬靈意義？
(3) 以色列人在曠野飄流時期發生過什麼重大的事件？他們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4) 為何只有約書亞和迦勒二人進入迦南，其餘出埃及的男丁，都倒斃曠野，而未能入迦南？
(5) 巴蘭是誰？怎樣從巴蘭的詩歌中解釋神祝福以色列人的原因？
【本書鑰節】
【民一 1～3】「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華在西乃的曠野、會幕中曉諭摩西說：
『你要按以色列全會眾的家室、宗族、人名的數目計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從二十歲以外，能出去
打仗的，你和亞倫要照他們的軍隊數點。』」這是《民數記》第一次核點人數，所點的第一代就是從埃及
出來的，因著不信幾乎盡数倒斃在曠野，惟約書亞和迦勒進入了迦南。
【民二十六 2】「你們要將以色列全會眾，按他們的宗族，凡以色列中從二十歲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計算
總數。」《民數記》第二次核點人數是在曠野長大的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最終進住迦南，分地為業。
【本書鑰字】
「能出去打仗的」(民一 3)──本書記載二次數點以色列人的事，以便策劃行軍、紮營、工作分配各方面
的編排。其中最首要的就是统計「能出去打仗的」，並一再指出這件事(20,22,24 等節)。《民數記》因
此得名。以色列人凡是 20 歲以上的男丁都有參加軍隊的義務，畏縮不前視為大罪(十四章；申 20 章)。以
色列人被組成一有規律的軍隊，井然有序地行動，是一幅清晰的圖畫。從屬靈意義的觀點看，就是神要數
點我們這些蒙救贖的人，並我們預備成為可以打仗的軍隊(弗六 10～17)。說明今天我們在教會裡的事
奉，也該清楚各人的恩賜、職分，隨著聖靈的配搭，一致行動，免生混亂；同時，今天的事奉也有與魔鬼
爭戰的一面。
本書其他重要的字，包括：曠野(一 1)，服事(三 7)，打仗──爭戰(十 9) 和飄流(十四 33)。
【本書簡介】本書主要為記述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四十餘年的歷史。神藉曠野的旅程，管教和裝備以色列
民，使他們得以進入應許之地。他們在旅途中，一方面經歷神信實的供應和帶領，以及神公義的審判和懲
罰，另一方面繼續獲得多方面的啟示，使他們曉得分地的條例及在應許地生活的法則。第一代失敗的經歷
確為每一個基督徒的警告和鑑戒。
【本書大綱】本書共計三十六章，若按以色列人迂迴曲折的旅程，可分為下列四段：
（一）在西乃山(一至十章，約 20 天)──組織軍隊和全民，預備啟程；
（二）從西乃山到加低斯(十一至十四章，約數月)──與神同行，前進；
（三）繞著加低斯飄流(十五至十九章，約三十八年)── 旅程中斷，在曠野飄流；
（四）從加低斯至摩押(二十至三十六章，約十個月)──重新開始旅程，準備進迦南。
【本書特點】
（一）本書的信息與前面三卷是相連的，神呼召，並裝備那些他所創造而蒙救贖的人來事奉。在神面前的
事奉必須有規律、有秩序，本書所記以色列人的布營和行軍、會幕裡的事奉、生活起居，都必須按
著一定的條例而行，不能有一點混亂。
（二）本書啟示神是一位與人同在的神，藉著會幕和約櫃或是火柱、雲柱，神親自帥領祂的百姓，為要達
到祂救贖的目標。但神是聖潔的，是輕慢不得的，人不可隨意觀看約櫃，不可不信、悖逆、頂撞
他；摩西也因此被罰不能進迦南。不過神不單是嚴厲的，也滿有恩慈、憐憫， 祂定下各種獻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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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的條例，叫人可以親近祂，與祂同行，並且施恩保護，看顧供應，因祂是守約的神，他的話語
和應許永不落空。祂是可靠的，永不改變的，祂向列祖所應許的必定成就──帶領以色列人入迦
南。
（三）本書的目的是記載神帶領祂的子民向著應許之地進發。這地是神起誓賜給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因
不信而不肯進入，是極大的罪。再者，神將各樣聖潔條例告訴他們，是叫他們不要玷污這地，凡一
切不屬神的迦南人及其偶像與邪污之事，都要消滅。在神眷顧下，迦南地是流奶與蜜之地。
（四）本書強調以色列人該為神的見證人。神要模造他們成為一群生活聖潔，彰顯神榮美，流露他品德的
人，吸引萬民歸順他。他們被稱為耶和華的軍隊，可以靠神的大能戰勝一切敵人，在迦南地上建立
神的國。可惜民數記給我們看見以色列人忘恩，把人最大的罪──不信背逆，完全表露出來，雖不
斷蒙帶領和供應，卻一直發怨言，以致在曠野卅八年的日子(十五章至二十章所記)，幾乎一片空
白，其間漫無目的繞行，人口變動極大。舊一代男丁相繼死亡，作為神懲罰的警告，代之而起的新
生一代，才能進入迦南安息之地。哥林多前書十 1～14 簡述他們這段期間的經歷，不是基督徒應走
之路和榜樣，卻是我們的鑑戒。希伯來書三 7～四 11 也一語道破他們失敗的原因──不信，進而
勸勉新約蒙了救贖的聖徒要防備不信，竭力進入主耶穌所帶領我們進入的屬天心靈的安息。我們今
天乃天路客，是有目標和使命的，在奔跑這旅程中，必須深知耶穌是我們行走的唯一引導和力量，
我們應憑信心而不是眼見來跟隨他。
（五）本書從十一章起，就是以色列人因失敗而在曠野飄流四十年的悲慘史。本書給我們看見以色列人忘
恩，把人最大的罪～不信背逆，完全表露出來，雖不斷蒙帶領和供應，卻一直發怨言。他們一再的
得罪神、背叛神，前後計有八次之多：(1)在他備拉發怨言(民十一 1～3)；(2)因食物而發怨言(民
十一 4～35)； (3)譭謗神所設立的領袖(民十二，讀帖前五 12～13，彼後二 10，猶 8～9)～從米利
暗的事上接受教訓；(4)不信神給他們迦南地的應許；(民十三 1～十四 38)；(5)不信神向他們的公
義判決。(民十四 39～45) (6)不服神所安排的權柄和職分(十六～十七)──從可拉、大坍、亞比
蘭等的事接受教訓；(7)因口渴而發怨言(二十 2～13)；(8)因路程難行及糧食不足再發怨言(民二
一 4～9)。哥林多前書十 1～14 簡述他們這段期間的經歷，不是基督徒應走之路和榜樣，卻是我們
的鑑戒。
（六）以色列人從迦底斯巴尼亞開始漂流了三十八年之久(十五章至二十章所記)，直到他們再回到迦底斯
巴尼亞。他們在曠野卅八年的日子，在神面前沒有歷史之可言，幾乎等於空白，其間漫無目的繞
行，人口變動極大。以色列人來說，這些漂流的日子都是失去的日子。所以願主憐憫我們。忠心與
神一同行動，免得我們在神面前的日子都不算數。
（七）本書最重要的事實，乃是它包括了兩代的事蹟：第一代就是從埃及出來的，因著不信而倒斃曠野；
第二代就是在曠野長大的，新的一代，至終進住迦南。一至十四章是關於舊的一代，其中包括的重
要史實有：第一次數點人數，或人口登記；向迦南邁進，或向前推進；然後就是加低斯巴尼亞事
件。；二十一至三十六章是關於新的一代，其中包括的重要史實有：新的加低斯巴尼亞危機；新的
推進——自加低斯巴尼亞到摩押平原：新的數點人數，或人口登記；十五至二十章是一個過渡時
期，上一代過去了，新的一代慢慢長大起來。舊一代男丁相繼死亡，作為神懲罰的警告，代之而起
的新生一代，才能進入迦南安息之地。
（八）本書敘述巴蘭是一個典型活生生的矛盾人物，他是真先知，因他認識真神，跟神有交往，從而接受
正確的啟示，可傳出正確的信息。但他也是一個假先知，甚至是術士(書十三 22)，為利出賣自己
的恩賜，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巴蘭的路，彼後二 15)，他又不認識神，以為可改變神，以為神定
會藉他咒詛以色列人(巴蘭的錯謬，猶 11)，並且教導巴勒以罪行敗壞神的子民(巴蘭的教訓，啟二
14)，這些實是鑑戒。希奇的是，神竟藉著這樣一個心懷二意的人，發出內容淵博，文字華美及真
實準確的預言。他這樣作，一面可說是羞辱巴蘭，好讓本意要咒詛以色列人的卻成了祝福的出口，
另一面也看見神的旨意不能抗拒，他的主權與智慧也是不能測度的，他定意祝福他所揀選和救贖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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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書包含豐富的預表，而書中預表基督，至為明顯。
(1) 以色列人的陣營，預表基督工作的四方面：王、 僕、 人、 神。眾支派分四部分對著中央的
會幕安營：東邊以猶大為首領；旗幟為「獅子」；西邊以以法蓮為首領；旗幟為「牛」；南邊
以流便為主，旗幟是「 人」；北邊以但為首， 旗幟為「鷹」，正與四福音的特點相同。
(2) 摩西，拿細耳，約書亞，磐石，發芽的杖，純紅母牛，銅蛇，逃城等都是基督的預表。
【默想】
※ 「我們若把《民數記》的歷史事作與今天的基督徒生活作個對照，便能看出此書對基督徒的生命有獨
特的貢獻。希伯來書作者用了兩章的篇幅（來三～四），闡述這極有意義的應用。」──詹遜
※ 「神不能失敗，正如《出埃及記》見仇敵不能使神失敗，《民數記》則見選民不信不服，也不能使神
失敗，我們人只能耽誤、遲延神的時日，但神終必得勝。」──史考基
※ 「在我們得救之後，你會發現神激勵我們向前。祂不願意我們在任何地方停留不動，否則我們就會留
在曠野裡。祂要我們一站又一站的往前，直到最後我們認識了自己，認識了祂，並且我們開始長大而
進入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裡。」──江守道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何等的感謝讚美祢，賜給我們《民數記》！通過這本書，激勵我們來與祢同
行，在祢的計畫中持續地往前。回首過去，我們是何等的不忠心，何等的不信，何等的傾向於犯罪，傾向
於悖逆；祢却是那样的信實，仍眷顧和帶領我們走好人生的每一步。主啊！在世界中，我們如同行在野
地，常遇見危險、挫折、損失、艱難。我們懇求祢，幫助我們全心信靠袮，一步一步紧紧跟隨袮，直到我
們面見袮的榮形。奉袮可愛的的名。阿們！
【詩歌】【主耶穌，當我們想到你】 ((《聖徒詩歌》180 首)
一 主耶穌，當我們想到你的一切恩愛，我們的靈盼望最好當面見你丰采。
二 雖然我們行在野地，寂寞、乾渴、駭驚，左右荊棘，前後蒺藜，四圍仇敵陷阱。
三 我們卻從深處著想，知道你愛價值； 我們因此心裏明亮，讚美你恩不置。
四 你是我們生命、力量，盾牌、磐石、詩歌， 無論怎樣把你思想，總叫我們快樂。
五 可愛的主，保守我們緊緊跟隨你行，直到我們進入天門，面見你的榮形。
視聽──主耶穌，當我們想到你～churchinmarlbor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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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所以，神教導摩西和以色列人怎樣過正直的
生活（1:1～12:15）。
2. 巴蘭曠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住了足足一
年以後，拔營起行，向應許之地進發。他們來到
巴蘭曠野，每支派各選一個領袖，一同去窺探那
地。過了四十天，這十二個探子回來報告，除約
書亞和迦勒二人外，探子們都不敢進入那地。因
為他們缺乏信心，以色列人就在曠野漂流了四十
年（12:16～19:22）。
3. 加低斯──以色列人將結束多年飄流的生涯，
再次注目於應許之地。他們在曠野時大部分時間
住在加低斯，這是曠野中的綠洲。米利暗死在這
裡，摩西亦在這裡發怒擊打磐石，因而不能進入
應許之地（20 章）。
4. 亞拉得──亞拉得王聽聞以色列人來到，就攻
擊他們，卻大敗。於是摩西領百姓向南，再向
東，繞死海而行（21:1～3）。
5. 以東──以色列人想通過以東，但以東王不准
他們過境（20:14～22），他們只好繞道，甚是沮
喪。百姓於是埋怨，神便差遣火蛇去咬他們，惟
有仰望掛在杆上的銅蛇，百姓才得醫治（21:4～
9）。
6. 亞捫──亞摩利王西宏也拒絕讓以色列人過
境，並攻擊他們。以色列人打敗他的軍隊並奪了
他的土地，直到亞捫（21:21～32）。
7. 巴珊──摩西曾派探子去巴珊。巴珊王噩攻擊
以色列人，也被打敗（21:33～35）。
8. 摩押平原──以色列人在約旦河東、耶利哥對
面的摩押平原安營。他們快將進入應許之地
（22:1）。
9. 摩押──摩押王巴勒懼怕以色列人，叫一個著
名的術士巴蘭到以色列人安營的山上咒詛他們，
但是耶和華卻使巴蘭祝福以色列人（22:2～
24:25）。
10. 基列──呂便和迦得兩個支派決定在約旦河
東肥沃的基列定居，因為這地宜於牧放羊群。不
過他們先要答應協助其他支派攻佔約旦河西的土
地（32 章）。

民數記中的主要地方
1. 西奈山──民數記開首，摩西在西奈曠野的西
奈山統計以色列人能出戰的男丁。百姓準備攻佔
應許之地，也為將要面對的屬靈爭戰作準備。應
許之地滿佈邪惡的人，他們企圖引誘以色列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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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營地
人口統計的目的，是要為各支派編列安營的陣形及行軍的次序；本書記載各支派的首領及數目，但次序是
按扎營的方位～～東面以猶大支派為首(3～9)，南面以流便支派為首(10～16)，西面以以法蓮支派為首
(18～24)，北面以但支派為首(25～31)。起營行軍也是按以上次序。無論是安營或行軍，會幕及祭司利未
人皆在十二支派的中間(17)。至於每面三個支派的准确位置，本章未有清楚說明，但從上下文看來，最自
然的次序是順時鐘方向(１>２>３>４)，如下圖所示：

以色列人從埃及的蘭塞起程到達摩押平原，沿途紮過營的四十個地方，如下：
第一程（5～10）～～ 1 蘭塞；2 疏割；3 以倘；4 比哈希錄；5 瑪拉；6 以琳；7 紅海邊；
第二程（11～17）～～8 汛曠野；8 脫加；10 亞錄；11 利非訂；12 西乃曠野；13 基博羅哈他瓦；14 哈
洗錄；
第三程（18～24）～～15 利提瑪；16 臨門帕烈；17 立拿；18 勒撒；19 基希拉他；20 沙斐山；21 哈拉
大；
第四程（25～31）～～22 瑪吉希錄；23 他哈；24 他拉；25 密加；26 哈摩拿；27 摩西錄；28 比尼亞
干；
第五程（32～41）～～29 曷哈及甲；30 約巴他；31 阿博拿；32 以旬迦別；33 加低斯；34 何珥山；35
撒摩拿；
第六程（42～49）～～36 普嫩；37 阿伯；38 以耶亞巴琳；39 底本迦得；40 亞門低比拉太音；41 亞巴
琳山；42 摩押平原。
若留意各站的數目及發生的事，可發現一些編排上的特徵。
1. 在第四、五、六程的第六站，是亞倫和摩西死的地方：亞倫死在何珥山（20:22 下），葬在摩西錄
（即摩西拉，申 10:6），摩西死在亞巴琳山（申 32:49～50）。
2. 神供水的地方瑪拉（出 15:25）和加低斯 （20:1， 11），分別是第一和第五程的第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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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在第一站領以色列民出埃及來，在第七站過紅海，在第十二站（西乃山）頒發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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