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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希伯來文，摩西五經五卷同樣的慣例，

用這一卷最開頭的兩個字或者一個字作為代表，

民數記就是講到在曠野

希臘文 ─ 稱作「數算」

中文、英文、拉丁文 ─ 數算百姓的數目作為書名

德文 ─ 馬丁路德稱作「摩西四書」

摩西五經的第四卷，是常被忽略的一卷。

1455 年第一本用活字印刷的聖經 ─

古騰堡聖經民數記的卷首，

有用紙本、羊皮卷印刷的。

民數記簡介民數記簡介

這五卷書分別講到以色列百姓的身分：

創世記
上帝應許的兒子、被揀選的後裔

出埃及記
蒙救的子民、立約的百姓

利未記
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國民

民數記
得勝的軍隊、事奉的團隊

申命記
律法的傳人、承業的後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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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十二個支派準備進入上帝給他們的應許之地，

要分配地業給這十二個支派。

應許之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

最西邊 ─ 沿海平原

中間 ─ 中央山脈，高度八百到一千公尺

再往東 ─ 約但河地塹，

海平面以下兩百到四百公尺

死海 ─ 海平面以下兩百多公尺，

水深達三百多公尺，

世界最低的鹹水湖，

水只進不出的



‧曠野舉蛇‧數算百姓 ‧利未支派 ‧屬靈事奉 ‧分別為聖

約三14-15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

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摩西舉銅蛇，成為以色列人得著拯救醫治的依據，

也成為新約因信稱義的依據。

王明道 ─ 《重生真義》

以色列百姓知道自己犯罪了、必定要死，

也知道上帝已經預備了救法 ─ 銅蛇，

只要憑著信心單單定睛仰望銅蛇，就必定得救。

以色列百姓抱怨神，上帝就用火蛇刑罰他們；

百姓向上帝呼求，上帝吩咐摩西造一條銅蛇，

摩西把這個銅蛇掛在竿子上面，

仰望銅蛇、相信上帝的，都得到了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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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被罪惡轄制的，將來的結局必定要死，

沒有一個人能夠靠自己得救；

上帝已經藉著耶穌基督預備了拯救的方法 ─

耶穌基督被釘在十架上面、為眾人捨身流血，

我們只要抬頭仰望，相信耶穌基督的救恩，

接受祂作我們的救主、進到心中，就可以得著拯救。

每一個基督徒只要願意打開心門，迎接耶穌進到我們心裡，

「主耶穌啊！請你進到我的心裡面來，

我願意你作我的救主、作我人生的主宰。」

這個人就可以得著拯救。

新約講到 ─ 如果有人聽見耶穌在心門外叩門，

打開心門接受耶穌，祂就成為我們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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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被上帝刑罰遭瘟疫而死的有兩萬四千多人，

接下來就是第二十六章第二次數算百姓，

跟那個是有關係的。

核算十二個支派、跟核算利未支派是不一樣的，

核算十二個支派是為了要去打仗、分配地業。

民數記第一章跟民數記二十六章，

兩次數算百姓，前後相距有將近四十年，

總數差不多 ─ 都是在六十萬人，

各個支派有增有減。

減少最多的就是西緬支派，

第一次五萬多人，第二次減少到只有兩萬兩千多人，

跟 民數記二十五章巴力毘珥事件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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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算百姓的數目，跟前往應許之地行進的次序有關，

會幕在他們中間，十二個支派圍繞在會幕的周圍安營，

數算他們按照次序前進、安營，為了要預備打仗。

上帝帶領以色列百姓出來，

就是要去爭戰得勝、占領應許之地，

要把當地的迦南人都給除掉，

那是一個很大的屬靈爭戰。

打仗要有兵力，數算的目的 ─

數算二十到六十歲之間的男丁，可以帶著兵器出去打仗。

出十二51 耶和華將以色列人按著他們的軍隊，從埃及地領出來。

剛開始好像是烏合之眾，

但是經過訓練，就真的成為得勝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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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們事奉的性質，有三個大家族 ─

革順、哥轄、米拉利，

各有不同的工作性質、需要。

按工作需要分配給他們所使用的器具，

有的宗族有牛車、有的宗族沒有牛車。

數算其他的支派，是為了要去打仗、分配地業；

數算利未人，是作為事奉的團隊。

上帝明明告訴他們 ─利未人沒有地業，

上帝分配給他們四十八座城，

他們在城裡可以有房子，

城周圍五百到一千公尺，可以牧放群羊；

利未人唯一的產業就是事奉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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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3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我從以色列人中揀選了利未人，

代替以色列人一切頭生的；

利未人要歸我。因為凡頭生的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擊殺一切頭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

一切頭生的，連人帶牲畜都分別為聖歸我；

他們定要屬我。我是耶和華。」

利未人是代替以色列百姓的長子來事奉上帝的。

以色列百姓原本是每一家的長子

都被稱作是祭司，來事奉上帝的；

因為他們軟弱、退後、犯罪了，

上帝就另外選擇利未人，

代替以色列百姓的長子來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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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 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頭生的。

出埃及記二十四章 ─ 西奈山立約的禮儀，

摩西吩咐以色列中的少年人築壇、獻祭。

那時候還沒有正式的祭司，就派少年人，

很可能就是各家庭的長子，

代表各家的祭司來事奉神。

後來經過西奈山金牛犢事件，上帝就

分別亞倫家成為大祭司

分別利未人來代替每一家的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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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 ─ 耶穌基督再一次成就救恩，

再次讓所有的人都成為君尊的祭司、

屬神的子民，一起來事奉上帝

宗教改革馬丁路德 ─全民皆祭司
今天每一個人都是來事奉上帝的

以色列人中間有祭司、利未人來事奉神，

原本不是神最起初的心意 ─ 因為人軟弱退後的緣故。

上帝的心意是要全民皆祭司，

利未記 ─ 以色列人的身分，

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子民，才是神真正的心意心意

民數記 ─ 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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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第四章 ─ 利未人搬運聖殿裡的器皿。

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跟神立約、建造會幕，

會幕稱作移動的聖所，

在前往應許之地的路上，不斷被搬遷，

祭司把聖殿裡的器皿用布把包裹起來，免得人來冒犯。

利未人的哥轄族是用肩膀來扛抬會幕的器具，

包括約櫃、陳設餅桌、金燈台、金香壇...

‧曠野舉蛇 ‧數算百姓‧利未支派‧屬靈事奉 ‧分別為聖

會幕本身就是一個大的帳棚，是很重的。

罩棚分成有四層 ─

最外面是海狗皮

然後是染紅的公羊皮

再有山羊毛

最裡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繡的幔子，

幔子上還有基路伯

革順族─ 搬運會幕的帳棚、幔子…

米拉利族─ 搬運院子的板、栓…

都是很重的東西，就有牛車

分派給革順族跟米拉利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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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今天基督徒 ─

每一個人都有上帝賜給他屬靈的事奉，

上帝把事奉所需要屬靈的恩賜，

按祂的心意賞給人。

我們就跟別人一起有一些的配搭；

今天在教會裡 ─

按各人的恩賜彼此來服事、彼此得到造就。

屬靈的恩賜每一個人不同，跟我們的事奉有關係，

不需要去羨慕別人…
每一個人都有上帝給的屬靈恩賜

沒有一個人有所有的屬靈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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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教會，

凡是能夠造就眾人、越多服事眾人的，

這些恩賜就是越大、

是我們更加應當來追求。

任何恩賜，

都是聖靈隨己意分給各人的，沒有大小之別。

保羅講到，應該特別追求哪一些呢？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 造就眾人、造就教會的恩賜。

有一些恩賜造就自己，

在敬拜、個人靈修中，說方言的恩賜

講出上帝的心意、傳講信息，

為別人代禱，這是造就眾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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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去身體的不潔淨
身體的不潔淨會影響衛生，

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 ─

所住的地方任何排泄物，

都要放到營的外面

營外要修築廁所

2. 以色列人不可以彼此虧負
如果有債務應該要償還

其他虧欠，應當馬上好好對付

好讓社會能夠一片和諧、長進。

民數記第五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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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認為這樣對婦女不公平，那男的呢？

聖經對男、對女都有同樣的原則，

婦女在婚姻要受到試驗，

男性同樣要受到試驗、受到上帝的審判

沒有提到丈夫婚姻上不貞潔，可能 ─

耶和華是丈夫、以色列是祂的妻子，

神沒有虧負以色列百姓

3. 除去婚姻中間的不貞潔
妻子被懷疑不貞潔，先生就把她帶到祭司那邊去，

祭司吩咐這個婦女獻疑恨的素祭，

蓬頭散髮站在上帝面前審判、吃詛咒的苦水的苦水，，

吃了而還能夠懷孕，證明她的清白

吃了身體受了虧損，證明她不貞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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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外表的禮儀跟裡面的屬靈實際，

能夠兩相配合。

反過來，

禮儀具有實際屬靈的含意，

有實質的靈性精神在裡面 ─

一個人真正信耶穌了，應該要受洗，

讓受洗的禮儀成為信仰的見證。

我們不能說，

單單有禮儀，必定就產生它的功效 ─

一個人即使受洗了，可是沒有信耶穌，

洗禮對他來講還是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