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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记简介
这五卷书分别讲到以色列百姓的身分：

创世记
上帝应许的儿子、被拣选的后裔

出埃及记
蒙救的子民、立约的百
蒙救的子民、立约的百姓

利未记
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民数记
得胜的军队 事奉的团队
得胜的军队、事奉的团队

申命记
律法的传人、承业的后嗣

摩西五经的第四卷，是常被忽略的一卷。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民数记希伯来文，摩西五经五卷同样的惯例，
用这 卷最开头的两个字或者 个字作为代表
用这一卷最开头的两个字或者一个字作为代表，
民数记就是讲到在旷野
 希腊文 ─ 称作「数算」
 中文、英文、拉丁文 ─ 数算百姓的数目作为书名
 德文 ─ 马丁路德称作「摩西四书」
马 路德称作「摩
书」

民数记简介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准备进入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要分配地业给这十二个支派。

应许之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
 最西边 ─ 沿海平原
 中间 ─ 中央山脉，高度八百到
中央山脉 高度八百到一千公尺
千公尺
 再往东 ─ 约但河地堑，
海平面以下两百到四百公尺
 死海 ─ 海平面以下两百多公尺，
水深达三百多公尺，
水深达三百多公尺
世界最低的咸水湖，
水只进不出的

‧旷野举蛇 ‧数算百姓‧利未支派‧属灵事奉‧分别为圣
以色列百姓抱怨神，上帝就用火蛇刑罚他们；
百姓向上帝呼求，上帝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
摩
摩西把这个铜蛇挂在竿子上面，
铜
仰望铜蛇、相信上帝的，都得到了拯救。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 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约三14-15

摩西举铜蛇，成为以色列人得着拯救医治的依据，
也成为新约因信称义的依据。
也成为新约因信称义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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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被罪恶辖制的，将来的结局必定要死，
没有 个人能够靠自己得救；
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得救；
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预备了拯救的方法 ─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架上面、为众人舍身流血，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架上面
为众人舍身流血
我们只要抬头仰望，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
接受他作我们的救主 进到心中 就可以得着拯救
接受他作我们的救主、进到心中，就可以得着拯救。
每一个基督徒只要愿意打开心门，迎接耶稣进到我们心里，
「主耶稣啊！请你进到我的心里面来，
我愿意你作我 救 、作我
我愿意你作我的救主、作我人生的主宰。」
宰。」
这个人就可以得着拯救。
新约讲到 ─ 如果有人听见耶稣在心门外叩门，
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他就成为我们的救主。

王明道 ─《重生真义》
以色列百姓知道自己犯罪了、必定要死，
也知道上帝已经预备了救法
帝
─ 铜蛇，
，
只要凭着信心单单定睛仰望铜蛇，就必定得救。

‧旷野举蛇 ‧数算百姓 ‧利未支派‧属灵事奉‧分别为圣

核算十二个支派、跟核算利未支派是不一样的，
核算十二个支派是为了要去打仗、分配地业。
民数记第一章跟民数记二十六章，
两次数算百姓，前后相距有将近四十年，
两次数算百姓
前后相距有将近四十年
总数差不多 ─ 都是在六十万人，
各个支派有增有减。
各个支派有增有减
减少最多的就是西缅支派，
第 次五万多人 第二次减少到只有两万两千多人
第一次五万多人，第二次减少到只有两万两千多人，
跟民数记二十五章巴力毘珥事件有关系，
那一次被上帝刑罚遭瘟疫而死的有两万四千多人，
算
，
接下来就是第二十六章第二次数算百姓，
跟那个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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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算百姓的数目，跟前往应许之地行进的次序有关，
会幕在他们中间，十二个支派围绕在会幕的周围安营，
数算他们按照次序前进、安营，为了要预备打仗。
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
就是要去争战得胜、占领应许之地，
要把当地的迦南人都给除掉，
要把当地的迦南人都给除掉
那是一个很大的属灵争战。
打仗要有兵力，数算的目的
打仗要有兵力
数算的目的 ─
数算二十到六十岁之间的男丁，可以带着兵器出去打仗。
出十二51

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刚开始好像是乌合之众
刚开始好像是乌合之众，
但是经过训练，就真的成为得胜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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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算其他的支派，是为了要去打仗、分配地业；
数算利未人，是作为事奉的团队。
上帝明明告诉他们 ─利未人没有地业，
上帝分配给他们四十八座城
上帝分配给他们四十八座城，
他们在城里可以有房子，
城周围五百到 千公尺 可以牧放群羊
城周围五百到一千公尺，可以牧放群羊；
利未人唯一的产业就是事奉耶和华。
按照他们事奉的性质，有三个大家族 ─

革顺、哥辖、米拉利，
各有不同的工作性质、需要。
按工作需要分配给他们所使用的器具，
有的宗族有牛车、有的宗族没有牛车。

‧旷野举蛇 ‧数算百姓‧利未支派 ‧属灵事奉‧分别为圣

三12

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头生的。

‧旷野举蛇 ‧数算百姓‧利未支派 ‧属灵事奉‧分别为圣

利未人是代替以色列百姓的长子来事奉上帝的。
以色列百姓原本是每一家的长子
都被称作是祭司，来事奉上帝的；
因为他们软弱、退后、犯罪了，
上帝就另外选择利未人，
代替以色列百姓的长子来事奉神。
三11-13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
代替以色列人一切头生的；
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头生的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头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
一切头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
头
， 人
归我；
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

‧旷野举蛇 ‧数算百姓‧利未支派 ‧属灵事奉‧分别为圣

以色列人中间有祭司、利未人来事奉神，
原本不是神最起初的心意 ─ 因为人软弱退后的缘故。
上帝的心意是要全民皆祭司，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

─ 西奈山立约的礼仪，
奈山立约的礼

摩西吩咐以色列中的少年人筑坛、献祭。
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祭司，就派少年人，
很可能就是各家庭的长子，
很可能就是各家庭的长子
代表各家的祭司来事奉神。
后来经过西奈山金牛犊事件 上帝就
后来经过西奈山金牛犊事件，上帝就
 分别亚伦家成为大祭司
 分别利未人来代替每一家的长子
分别利未人来代替每 家的长子

 利未记 ─ 以色列人的身分，
以色列人的身分
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才是神真正的心意
心意
 民数记 ─ 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
 新约 ─ 耶稣基督再一次成就救恩，
耶稣基督再 次成就救恩
再次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君尊的祭司、
属神的子民 一起来事奉上帝
属神的子民，一起来事奉上帝
 宗教改革马丁路德 ─ 全民皆祭司
 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来事奉上帝的
今 每
都是来事奉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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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记第四章

─ 利未人搬运圣殿里的器皿。

在
会 ，
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跟神立约、建造会幕，
会幕称作移动的圣所，
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 不断被搬迁
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不断被搬迁，
祭司把圣殿里的器皿用布把包裹起来，免得人来冒犯。
利未人的哥辖族是用肩膀来扛抬会幕的器具，
包括约柜、陈设饼桌、金灯台、金香坛...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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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幕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帐棚，是很重的。
罩棚分成有四层 ─
 最外面是海狗皮
 然后是染红的公羊皮
 再有山羊毛
 最里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幔子，
幔子上还有基路伯

革顺族 ─ 搬运会幕的帐棚、幔子…
米拉利族 ─ 搬运院子的板、栓…
搬运院子的板 栓
都是很重的东西，就有牛车
分派给革顺族跟米拉利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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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今天基督徒 ─
每 个人都有上帝赐给他属灵的事奉，
每一个人都有上帝赐给他属灵的事奉，
上帝把事奉所需要属灵的恩赐，
按他的心意赏给人。
属灵的恩赐每一个人不同，跟我们的事奉有关系，
不需要去羡慕别人…
 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的属灵恩赐
 没有一个人有所有的属灵恩赐
我们就跟别人一起有一些的配搭；
；
今天在教会里 ─
按各人的恩赐彼此来服事 彼此得到造就
按各人的恩赐彼此来服事、彼此得到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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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恩赐，
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各人的，没有大小之别。
保罗讲到，应该特别追求哪一些呢？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 造就众人、造就教会的恩赐。
 有一些恩赐造就自己，
在敬拜 个人灵修中 说方言的恩赐
在敬拜、个人灵修中，说方言的恩赐
 讲出上帝的心意、传讲信息，
为别人代祷，这是
祷
是造就众人的
今天在教会，
凡是能够造就众人、越多服事众人的，
这些恩赐就是越大、
是我们更加应当来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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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记第五章 ─

1. 除去身体的不洁净
身体的不洁净会影响卫生，
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 ─
 所住的地方任何排泄物，
都要放到营的外面
 营外要修筑厕所
2. 以色列人不可以彼此亏负
 如果有债务应该要偿还
 其他亏欠，应当马上好好对付
好让社会能够一片和谐
好让社会能够
片和谐、长进。
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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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说，
单单有礼仪 必定就产生它的功效 ─
单单有礼仪，必定就产生它的功效
一个人即使受洗了，可是没有信耶稣，
洗礼对他来讲还是空的；
反过来，
礼仪具有实际属灵的含意，
有实质的灵性精神在里面 ─
一个人真正信耶稣了，应该要受洗，
让受洗的礼仪成为信仰的见证。
受
成为 仰
。
让外表的礼仪跟里面的属灵实际，
能够两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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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去婚姻中间的不贞洁
妻子被怀疑不贞洁，先生就把她带到祭司那边去，
祭司吩咐这个妇女献疑恨的素祭，
蓬头散发站在上帝面前审判、吃诅咒的
的苦水
苦水，
，
 吃了而还能够怀孕，证明她的清白
 吃了身体受了亏损，证明她不贞洁
有些人认为这样对妇女不公平，那男的呢？
 圣经对男、对女都有同样的原则，
妇女在婚姻要受到试验，
男性同样要受到试验、受到上帝的审判
 没有提到丈夫婚姻上不贞洁，可能 ─
耶和华是丈夫 以色列是他的妻子
耶和华是丈夫、以色列是他的妻子，
神没有亏负以色列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