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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蘭的故事巴蘭的故事

這段故事非常吸引人，也引發很多人心中一個疑問 ─

巴蘭是真先知？

他講的話都是祝福以色列百姓，

看起來上帝應該是使用他來傳講信息

還是假先知呢？

他的作為又讓人覺得有些不大對勁，

新約聖經對於巴蘭批評非常激烈，

說巴蘭是為利奔跑的先知

巴蘭故事的歷史背景，

是以色列民出埃及前往應許之地，

整個故事的最後一站。

巴蘭的故事巴蘭的故事

以色列人出埃及
巴蘭的故事

─ 準備進入應許之地

出1:9 以色列民比我們還多，
又比我們強盛。

民22:3 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
就大大懼怕，心內憂急

民22:5 摩押王巴勒說：
「有一宗民遮滿地面…」

出10:4-5 蝗蟲進入你的境內，
遮滿地面，

甚至看不見地。

埃及人因為以色列人眾多，
感到愁煩

摩押王巴勒為以色列百姓，
感到非常愁煩

法老就剛硬他的心，
動詞 Kbd

巴勒要讓巴蘭得到尊榮，
也是用 Kbd 動詞

巴蘭的故事巴蘭的故事

以色列民走完了曠野的路程，

準備進入迦南地之前攻擊的準備

巴蘭事件

1. 巴蘭跟他的驢的故事

行動的部分，

預示後面要發生的事情

2. 巴蘭跟摩押王巴勒的故事

對話的部分

3. 巴蘭跟以色列

詩歌的部分，共有四首詩歌，

是整個故事的精華

上帝再一次吩咐摩西數點百姓，準備去打仗



‧巴蘭跟驢‧巴蘭跟摩押王巴勒 ‧巴蘭跟以色列

創世記第三章

蛇開口跟夏娃說話

撒但利用蛇破壞了上帝的計畫

民數記二十二章 ─ 巴蘭的故事

巴蘭的驢開口向巴蘭說話

上帝使驢開口說話，破壞了巴蘭的計畫

摩押王巴勒聽見以色列人眾多、要經過他的地，

感到非常的驚慌，就派人去找巴蘭 ─

廿二6 你為誰祝福，誰就得福；

你咒詛誰，誰就受咒詛。

巴蘭竟然答應了摩押王巴勒的請求，

不過兩個中間，認知上有一些落差。

‧巴蘭跟驢‧巴蘭跟摩押王巴勒 ‧巴蘭跟以色列

摩押王巴勒派人來見巴蘭…，當天晚上神就對巴蘭講話，

巴蘭講：

「摩押王巴勒派了使臣來，要我去咒詛以色列百姓。」

上帝跟巴蘭講：

「你不可以咒詛以色列百姓，他們是蒙福的。」

巴蘭就告訴使臣：耶和華禁止我跟你們去見摩押王巴勒

使臣加上自己的解釋：巴蘭不肯來

摩押王也加上自己的解釋：

巴蘭是嫌我派去的人身分地位不夠高、禮物不夠分量，

他就加派更尊貴的大臣、贈更多的禮物給巴蘭。

巴蘭這一次得到耶和華的准許，他就去了，

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備上驢、帶著僕人，去見摩押王巴勒摩押王巴勒。。

‧巴蘭跟驢‧巴蘭跟摩押王巴勒 ‧巴蘭跟以色列

巴蘭出發以後，在路上卻遇見了天使拿刀要殺他，

巴蘭看不見、他的驢反而看見了！

巴蘭在古代近東號稱是最偉大的先知，

對這特異的事情，完全沒有警覺、瞭解

驢看見天使要殺巴蘭，就三次閃躲，

免得這個天使就來殺巴蘭

巴蘭騎在驢背上，反而想，這個驢怎麼搞的，

用腳踢、用杖打，最後驢倒在地上。

驢就開口說：我從小就被你騎的，我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嗎？

你現在為什麼打我呢？

巴蘭說…
這個時候耶和華的使者才向巴蘭顯現 ─

原來耶和華使者站在前面，要殺巴蘭。

‧巴蘭跟驢‧巴蘭跟摩押王巴勒 ‧巴蘭跟以色列

好像摩西當初聽耶和華的吩咐，

回到以色列人當中，要帶領他們出埃及，

耶和華在半路要殺摩西；

巴蘭也是一樣？其實背後 ─ 巴蘭動機不對！

巴蘭眼睛看到的，就是摩押王巴勒要給他的金錢，

耶和華怎麼講、他不顧，明明第一次已經清楚講到 ─

「你不可以去咒詛以色列百姓，因為他們是蒙福的。」

但是巴蘭還屢次三番再去問上帝…
耶和華就用使者向他顯現、來殺他。

最後還是允許巴蘭去了，

─ 不可以講任何咒詛以色列百姓的話；

後來上帝把巴蘭要咒詛以色列百姓的話，轉成了祝福的話。



‧巴蘭跟驢‧巴蘭跟摩押王巴勒‧巴蘭跟以色列

提供線索 ─ 巴蘭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先知。

巴勒害怕以色列百姓，就派遣大臣帶著卦金去找巴蘭

巴蘭起先婉拒使者，口口聲聲講 ─

「耶和華怎樣說，我萬不敢講的話超越過耶和華」

聖經在記載的時候有一些微妙的地方，是我們要注意的 ─

摩押長老來見巴蘭，兩個寫到「神的名字」是不一樣的，

巴蘭自己號稱他是耶和華的先知，

耶和華會曉諭給他、會把信息傳給他；

其實巴蘭跟神的關係只不過是一般性的。

廿二8 巴蘭說：「我必照耶和華所曉諭我的回報你們。」

廿二9 神臨到巴蘭那裡…

‧巴蘭跟驢‧巴蘭跟摩押王巴勒‧巴蘭跟以色列

創世記第一章、第二章，用到神的不同的名字，

第一章用到的是 Elohim
就是神、或者翻譯成上帝，

是神跟普世、萬有之間的一般性關係

第二章 ─耶和華神造人

耶和華是上帝特別啟示給摩西的名字、

特別啟示給以色列人使用的名字，

是上帝跟以色列人中間一個特殊的關係

巴蘭給人印象 ─ 他跟耶和華之間有特殊的關係，

其實聖經記載，巴蘭跟耶和華

只不過是一般性的關係

他只是把祂當作是一般性的神來看祂而已

‧巴蘭跟驢‧巴蘭跟摩押王巴勒‧巴蘭跟以色列

二十三、二十四章 ─ 築壇獻祭的事情，

跟以色列人的習慣是不同的。

廿三1 巴蘭對巴勒說：

「你在這裡給我築七座壇，

為我預備七隻公牛，七隻公羊。」

以色列只有一座壇，

所敬拜的是獨一的真神

七座壇，是按照當時的習俗，

敬拜的是多神，

用多個壇，每一個壇拜一個神

廿三14 於是領巴蘭到了瑣腓田，上了毘斯迦山頂，

築了七座壇；每座壇上獻一隻公牛，一隻公羊。

‧巴蘭跟驢‧巴蘭跟摩押王巴勒‧巴蘭跟以色列

二十四章 ─ 巴蘭不照耶和華的吩咐來行，

他用自己行法術的方式；

結果每一次當巴蘭要講的時候，

耶和華都把他咒詛的話轉成了祝福的話。

第三次結束以後，摩押王巴勒就責備巴蘭…
結果巴蘭講出第四首詩歌，

那個是摩押王巴勒所沒有要求的。

整個故事常常用「三」

巴蘭三次祝福的詩歌，然後加一次

巴蘭的驢子三次閃躲耶和華的使者

巴蘭三次打牠，耶和華的使者再來責備巴蘭

用「三」作為文章的結構。



‧巴蘭跟驢 ‧巴蘭跟摩押王巴勒‧巴蘭跟以色列

第一首詩歌 ─ 講到以色列民、整個的主題，

廿三8 神沒有咒詛的，我焉能咒詛？耶和華沒有怒罵的，我焉能怒罵？

第二首詩歌 ─ 以色列人的過去

上帝曾經把以色列人從埃及帶出來，賜給他們極大的恩典。

二十三到二十四章 ─ 四首詩歌，或說三加一首，

前面三首是應摩押王巴勒的要求講的，

但是耶和華把他的咒詛變成了祝福的話

加上第四首，是巴蘭主動講的

廿三22-23 神領他們出埃及；他們似乎有野牛之力。

斷沒有法術可以害雅各，也沒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

現在必有人論及雅各，就是論及以色列說：

神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

‧巴蘭跟驢 ‧巴蘭跟摩押王巴勒‧巴蘭跟以色列

第二首詩歌 ─ 以色列人的過去

故意把這兩段經文連起來，

摩西五經的詩歌，

彼此之間一個主題的關聯 ─

要把有關於彌賽亞的預言帶出來。

二十四節引用創世記四十九章 ─ 雅各祝福猶大，

創四九90 猶大是個小獅子，臥如公獅，蹲如母獅。

民廿三24 這民起來，彷彿母獅，挺身，好像公獅，

未曾喫野食，未曾喝被傷者之血，決不躺臥。

‧巴蘭跟驢 ‧巴蘭跟摩押王巴勒‧巴蘭跟以色列

第三首詩歌 ─ 以色列人的現在

廿四5 雅各啊，你的帳棚何等華美！

以色列啊，你的帳幕何其華麗！

他在高的地方看到以色列人帳棚安營，

非常的整齊、華美，湧出這樣頌讚的詩歌出來。

廿四6-7 如接連的山谷，如河旁的園子，

如耶和華所栽的沉香樹，如水邊的香柏木。

水要從他的桶裡流出；種子要撒在多水之處。

伊甸園的祝福，重新恢復到以色列百姓的當中。

廿四9 他蹲如公獅，臥如母獅，誰敢惹他？

摩押王巴勒氣得七竅生煙，把巴蘭趕回去了。

‧巴蘭跟驢 ‧巴蘭跟摩押王巴勒‧巴蘭跟以色列

第四首詩歌 ─ 主動提的，

將來彌賽亞的預言、以色列人的將來；

他看到一個人，是誰？他沒有講！

廿四17 我看他卻不在現時；我望他卻不在近日。

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興於以色列，

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毀壞擾亂之子。

稱作雅各之星的預言，

將來，遙遠的將來，

要從雅各中間產生

要打破周圍的這些國家

要成為一個得勝的君王



‧巴蘭跟驢 ‧巴蘭跟摩押王巴勒‧巴蘭跟以色列

巴蘭的詩歌講到，以色列民的過去、現在、將來，

一個預言 ─ 雅各之星。

古代的近東一直有這樣的流傳 ─

將來在以色列中間、猶大裏面，

要有一個君王產生，被稱作是雅各之星

他要帶來得勝、要勝過周圍這些國家

要帶給以色列民、世界萬國，得著祝福

雅各之星的預言

在耶穌基督身上得著了應驗；

從那個時候以後，到耶穌基督，

前後經過將近一千四百年。

巴蘭的故事巴蘭的故事

萊比錫，天使要殺巴蘭
林布蘭

古斯塔夫托雷

巴蘭的故事巴蘭的故事

約十三22 以色列人也用刀殺了比珥的兒子術士巴蘭。

巴蘭最後的結局是如何呢？

民數記二十五章 ─巴力毘珥事件，

摩押的女子引誘以色列百姓犯罪，

就是巴蘭獻的計策，他明的不能咒詛以色列百姓，

暗的出一些計謀來害以色列人犯罪 ─

不但跟摩押人行淫、而且去拜摩押人所拜的神，

難怪耶和華降瘟疫刑罰以色列百姓。

新約對巴蘭的總評 ─

為利奔跑的先知，出賣他的職分

害以色列人犯罪

自己也死在爭戰的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