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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經結論

對主前 1400 年在曠野漂流的
以色列人的意義

民數記十九章歷史背景

寫作的地點很可能是在摩押平原，

摩西帶領了以色列民出埃及，

經過曠野、

來到約旦河東的摩押平原
摩
押
平

摩西自己即將要離世，

在離世之前，將神的啟示、

平
原

以色列人在曠野

所受的試煉一一寫下，所受的試煉 寫下

要成為後世的律例和鑑戒

民數記的寫作體裁非常多元化 ─
交織著律法、宗教禮儀、歷史記錄、

非常多的詩歌、預言。

文意脈絡 ─ 民數記內容的發展，
有些部分是按著時間的次序有些部分是按著時間的次序…

 一至十四章以色列人舊的世代，十 章以色列人舊的世代
在曠野當中不斷的犯罪、怨言，

以至不能進入迦南地不 南

 十五至廿章 在曠野漂流 38 年半，
從舊的世代渡過到新世代的過渡時期從舊的世代渡過到新世代的過渡時期，

舊的世代逐漸的過去、凋零

撞因為不信、惡言、頂撞神，

以至不能進迦南地

 廿一至卅六章 進入新的世代

經文中，有歷史的紀錄、律法的啟示。



當上帝宣判他們不能進迦南、要在曠野漂流之後，

我們很驚訝的發現我們很驚訝的發現 ─
十五章一開始，上帝給了一段關於

進迦南之後 要如何獻祭的律法啟示進迦南之後，要如何獻祭的律法啟示…

民十五1-2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民十五1 2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曉諭以色列 說
你們到了我所賜給你們居住的地 (要如何獻祭)…」

舊的世代必須在曠野凋零舊的世代必須在曠野凋零，

卻確保新的世代一定要進迦南，

竟然是在律法的啟示中曉諭的！竟然是在律法的啟示中曉諭的！

對當代的以色列百姓而言，對當代的以色列百姓而言

為他們規劃了未來的生活美景 ─
當下在曠野漂流，可是不是永遠在曠野漂流當下在曠野漂流 可是不是永遠在曠野漂流

進迦南之後，有相當多的律例關於這方面的指示

十五至二十章 是歷史的紀錄、律法，交織而成的…

十五32-36有人違反了安息日的刑罰

十五37-41 摩西指示為了不要在生活中
歷史

律法

忽略了神的話語，

教導在衣服邊上做繸子，常常想起神的律例

十六、十七可拉、大坍和亞比蘭的叛變

透過亞倫的杖發芽開花，

歷史

指示上帝就是揀選亞倫做為祭司

十八祭司、利未人的職責律法

32b 你們不可褻瀆以色列人的聖物，免得死亡。

十九除罪水的條例

二十米利暗跟亞倫的死

在充滿死亡、死的咒詛、人性悖逆的歷史紀錄裡，

歷史

在充滿死亡、死的咒詛、人性悖逆的歷史紀錄裡，

插進 十九章除罪水的條例…

民十九 要以色列人怎麼樣來預備除罪水…
律法解釋 歷史性意義1. 律法解釋 ─ 歷史性意義

以色列的男丁，出埃及的時候

數點出來有六十多萬人 ─ 603,550 的男丁，

這麼多上一代的男丁，

要在卅八年半、在曠野完全被消滅…
603,550 / 38.5 年 / 365 天 = 42.9 追思禮拜

曠野漂流的時期，天天要處理非常多的死屍！

民五2；六11當人接觸死屍的時候，民五2；六11當人接觸死屍的時候，

就沾染了不潔、需要獻贖罪祭

不然不潔的人需要居住在營外不然不潔的人需要居住在營外

我們也體會 ─ 接觸死屍而沾染了不潔，

不純粹是禮儀因素，其實有衛生因素，不純粹是禮儀因素，其實有衛生因素，

對歷史中、曠野飄流的以色列人，歷史意義非凡！

這段除罪水的條例，只有在這個經文出現…

民十九1-12 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隻沒有殘疾、

未曾負軛、純紅的母牛牽到你這裡來，

交給祭司以利亞撒；他必牽到營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

祭司 利亞撒要用指頭蘸這牛的血 向會幕前面彈 次祭司以利亞撒要用指頭蘸這牛的血，向會幕前面彈七次。

人要在他眼前把這母牛焚燒；牛的皮、肉、血、糞都要焚燒。

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紅色線都丟在燒牛的火中。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紅色線都丟在燒牛的火中。

祭司必不潔淨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後可以進營。

燒牛的人必不潔淨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

必有一個潔淨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營外潔淨的地方，

為以色列會眾調做除污穢的水。這本是除罪的。

收起母牛灰的 潔淨到晚上 要洗衣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潔淨到晚上，要洗衣服。

這要給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作為永遠的定例。

摸了人死屍的，就必七天不潔淨。摸了人死屍的，就必七天不潔淨。

那人到第三天要用這除污穢的水潔淨自己，第七天就潔淨了。



這個條例非常細心的，上帝指示以色列人 ─
怎樣預備除污穢的水 專門為了潔淨摸了死屍的人怎樣預備除污穢的水，專門為了潔淨摸了死屍的人

一般接觸死屍成為不潔的潔淨方式，是要獻贖罪祭

這段經文有特別的歷史的背景 ─
每一天要進行四十幾個追思禮拜，

家族當中要接觸死屍的人可能非常多，

如果每一個人都要獻贖罪祭…
對以色列人也是極大的一種經濟損失。

除罪水的條例，是特別時期的臨時條款，除罪水的條例，是特別時期的臨時條款，

有學者認為是一個即溶、快速的贖罪祭，

一種簡易的贖罪祭 instant sinoffering。種簡易的贖罪祭 instant sinoffering
在歷史性的意義中 ─

不論是以色列人、寄居的外人，不論是以色列人、寄居的外人，

都適合用這個條例。

除罪水的調製，特別是純紅的母牛、無殘疾、未曾負軛，

利未記許多的獻祭條例 大部分的祭牲利未記許多的獻祭條例，大部分的祭牲

都用公的，只有少部分用母的…
上帝為以色列人所設計的，

是多麼細膩、而有智慧的獻祭制度！

一個以畜牧為本的民族，是以母牛、母羊為居多 ─
富有生產力、可以繁衍下一代

公牛、公羊是比較少的 ─ 做為種牛、種羊之用…

當還原看這些贖罪祭、禮儀律法，當還原看這些贖罪祭、禮儀律法，

在歷史時期實質操作的時刻，

才真是體會上帝對以色列人的眷顧 ─才真是體會上帝對以色列人的眷顧

在曠野四十年當中，每一天要接觸這麼多死屍，

可以用這麼簡易的方式，可以用這麼簡易的方式，

解決因沾染死屍而帶來不潔的問題。

2. 律法解釋 ─ 啟示性意義
頒佈律法的上帝 啟示出祂是 位什麼樣的神頒佈律法的上帝，啟示出祂是一位什麼樣的神

就算上一代的以色列人悖逆，上帝棄絕、不許他們進迦南，

可是上帝仍然與他們同在 聖潔的上帝可是上帝仍然與他們同在 ─  聖潔的上帝

仍然住在會幕，仍然要以色列人保守潔淨

仍然 恩慈 守約的 帝仍然是恩慈、守約的上帝，

給因死屍沾染不潔的下一代，仍然有一個潔淨之路

3. 律法解釋 ─ 救恩性、預表意義，新約使徒們寫作、

經過聖靈的靈感與默示，看見舊約經文預表耶穌基督…
來九13-14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灰，

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

祂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
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嗎？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嗎？

律法當中的預表性意義 ─ 是由新約所引用的。

預表 ─ 釋經學採用比較嚴謹的定義，

新約經文直接論述 引用舊約 指向耶穌基督耶穌基督新約經文直接論述，引用舊約、指向耶穌基督耶穌基督。。

在新、舊約經文之間，好像有一條一條運河，

讓我們看見神的話如何從應許到應驗，

而新舊約的啟示已經完成、封卷，不再有新的預表

我們根據歸納推衍所發展出來的，

是個人的讀經心得、亮光，而不歸為預表，

不然會造成非常多的靈意解經

也許某些人物、事件、制度、事物，有一些也許某些人物、事件、制度、事物，有 些

歷史性的類同，很類似、若有所指…
譬如：約瑟曾被下在監裡、後來高升，譬如：約瑟曾被下在監裡 後來高升，

好像耶穌基督也曾被釘十字架、

下在陰間，然後復活升天，下在陰間，然後復活升天，

是歷史性類同 ─ 新約從來沒有直接引述過。



解經的結論 ─ 對他們的，主前 1400 年
曠野漂流 即將進入應許之地 對以色列人的意義曠野漂流、即將進入應許之地，對以色列人的意義…
這經文是具有教導性的 ─

讓他們明白什麼是潔淨 什麼是不潔淨讓他們明白什麼是潔淨、什麼是不潔淨

每次處理死屍，意味人會死在罪惡過犯當中，當中，

每回用除罪水 潔淨因沾染死屍而不潔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每回用除罪水，潔淨因沾染死屍而不潔人的生命人的生命，，

† 上帝總是給我們有新的盼望

帝 有益處† 上帝的律法是對我們有益處的

我們更能夠體會、了解，在耶穌基督裡所完成的救贖，我們更能夠體會 了解 在耶穌基督裡所完成的救贖

對我們今天每一個屬主的兒女 ─
在耶穌的寶血、救恩的亮光中，全然聖潔的活的的像祂像祂在耶穌的寶血 救恩的亮光中 全然聖潔的活的的像祂像祂

律法給罪人有出路，給每一個不潔淨的人 ─
認識罪的嚴重性、嚴肅性認識罪的嚴重性 嚴肅性

真實尋得在耶穌基督裡救恩的出路

慈悲的天父，我們感謝你， 禱告禱告慈悲的天父，我們感謝你，

在舊約律法的經文當中，似乎是艱澀的條款，

主啊，但是感謝你

禱告禱告
主啊，但是感謝你 ─
你的聖靈親自啟示出這些律法，

讓我們看見犯罪悖逆 活在不潔的人讓我們看見犯罪悖逆、活在不潔的人，

生命卻仍然有出路、有盼望。

求主引導求主引導，

雖然今天不再用這些獻祭才能親近你，

卻讓我們更發的珍惜耶穌基督的寶血卻讓我們更發的珍惜耶穌基督的寶血 ─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贖，

如何引導罪 返 的懷抱如何引導罪人返回天父的懷抱！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垂聽我們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