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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的旅程抱怨的旅程

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有將近一年的時間，

到出埃及以後第二年二月二十號，就初次往前行，

按照民數記第二章的組織：

猶大、以薩迦、西布倫支派

革順、米拉利家族，搬運會幕

流便、西緬、迦得支派

哥轄家族，搬運會幕裡器具

以法蓮、瑪拿西、便雅閔支派

但、拿弗他利、亞設支派

銀號發出不同的號音，

各支派就按照號音

起行往前走。

什麼時候起行呢？

─ 聽號音，

抱怨的旅程抱怨的旅程

前行引導包含 ─

雲柱火柱、銀號、摩西的內兄何巴、

耶和華的約櫃作為引導。

十35-36 約櫃往前行的時候，摩西就說：

「耶和華啊，求你興起！」

約櫃停住的時候，他就說：

「耶和華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萬人中！」

他們請求上帝的同在，才是最大的保證，

看到這裡，我們心裡充滿了喜樂。

民數記十一章開始 ─

充滿抱怨的旅程。

抱怨的旅程抱怨的旅程

十一章一到三節 ─ 他備拉事件，抱怨的序幕

十一章 ─ 基博羅哈他瓦 有兩次的抱怨

摩西抱怨神，沒有足夠的幫手一起來治理百姓。

上帝就說：

「你在以色列當中揀選七十個長老，

把降在你身上耶和華的靈分賜給他們…」

耶和華的靈就降在以色列營中間，

這些長老得到神的靈降在他們身上，

就說起預言，

得著神的靈充滿、能力，

跟摩西一起分擔治理百姓的責任。



抱怨的旅程抱怨的旅程

上帝就興起風把鵪鶉吹來，

讓以色列百姓有肉可以吃；

這些人嘴巴裡還在吃鵪鶉肉的時候，

神的怒氣就向他們發作！

十一章 ─ 基博羅哈他瓦有兩次的抱怨

以色列百姓中間有閒雜人等，

抱怨說一路上缺少肉吃，

懷念在埃及有各種好的東西，

現在在曠野每天都是吃嗎哪，

今天、明天、後天、

下禮拜、下個月、明年…

抱怨的旅程抱怨的旅程

耶和華的靈降在長老的身上，

他們就得著能力可以來治理百姓

耶和華的風興起來，把鵪鶉吹來

Ruach

Ruach 在聖經裡可以有三種不同的翻譯 ─靈、風、氣。

這裡用到中間的兩個，

風刮在營的外面、不潔淨跟死亡的地方

以色列百姓肉是吃到了，

靈裡卻受到了很大的虧損。

民數記十二章到十七章 ─

不斷的有以色列中各種的抱怨出來，

人數越來越多、層次越來越高…

‧米利暗與亞倫毀謗摩西‧不服權柄、毀謗神僕 ‧特別揀選 ─ 迦勒

哈三7 我見古珊的帳棚遭難，米甸的幔子戰兢。

表面的理由 ─ 摩西娶古實的女子為妻，古實人是外邦人。

古實人是誰？

是不是米甸祭司葉忒羅的女兒西坡拉死了以後，

摩西另娶的妻子呢？有可能。

古珊跟米甸是平行的字眼，古珊就是米甸；

古珊也就是古實的女子。

米利暗抱怨、攻擊的對象，

就是指摩西娶西坡拉為妻，

這個事情已經四十年了，

現在米利暗把它提出來，只是表面的理由，

真正的原因 ─ 就是嫉妒！

‧米利暗與亞倫毀謗摩西‧不服權柄、毀謗神僕 ‧特別揀選 ─ 迦勒

十二2 「難道耶和華單與摩西說話，不也與我們說話嗎？」

應該是後來有文士在抄寫聖經的時候，

加上的一個眉批，然後被留在聖經裡。

摩西面對這樣的事情 ─ 哥哥、姐姐毀謗他，

一句話都不反駁。

米利暗跟亞倫還可以振振有詞，

「我是你的姐姐、我是你的哥哥，

是我把你給救出來，是上帝指派作出口的」；

但是他們沒有尊重上帝揀選摩西作他們的領袖，

他們裡面就有嫉妒、嫉妒就產生了毀謗。

十二3 (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



‧米利暗與亞倫毀謗摩西‧不服權柄、毀謗神僕 ‧特別揀選 ─ 迦勒

耶和華就對摩西、亞倫、米利暗講 ─

以色列別的先知，上帝藉異象、異夢，向他們給信息，

摩西被稱是耶和華的朋友、是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的，

耶和華直接把信息傳給他，是所有其他人沒有的特權。

上帝刑罰米利暗長了大痲瘋，

十二11-12 亞倫就對摩西說：「我主啊，

求你不要因我們愚昧犯罪，便將這罪加在我們身上。身上。

求你不要使她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爛的死胎。」

亞倫是被揀選作大祭司的，這時他知道自己有罪，自己有罪，

禱告沒有功效，要摩西出面來禱告才行。

摩西就為米利暗禱告代求，耶和華也垂聽就醫治了米利暗，

米利暗被隔離在營外，

以色列百姓因為這樣的緣故，行程就受到了耽誤。

‧米利暗與亞倫毀謗摩西‧不服權柄、毀謗神僕 ‧特別揀選 ─ 迦勒

廿1 米利暗死在那裡，就葬在那裡。

米利暗曾經有恩於摩西

人生最巔峰的時候 ─ 出埃及記十五章，

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過了大海，

摩西做詩歌帶領以色列百姓來頌讚神

米利暗帶領婦女擊鼓跳舞來讚美神

再看到米利暗的時候 ─

她心裡對於她的弟弟、神所揀選的領袖，

就有了嫉妒；

她的毀謗，讓她自己受到虧損、

也讓以色列人受到虧損

再一次看到米利暗的記載 ─

‧米利暗與亞倫毀謗摩西‧不服權柄、毀謗神僕 ‧特別揀選 ─ 迦勒

亞倫呢？亞倫也跟著一起起鬨、毀謗摩西。

亞倫看起來不是一個個性堅毅的人，

容易受別人的影響，

金牛犢事件，受眾百姓的影響

毀謗摩西的事情上，受到米利暗的影響，

所以上帝沒有直接刑罰亞倫，

只有直接刑罰米利暗

但是亞倫後來很快就發現 ─

他受到了很大的虧損、

自己也變成別人攻擊的對象！

摩西的親姐姐、親哥哥，應該是摩西最親近的同工，

竟然毀謗摩西，在百姓中立下一個非常壞的榜樣。

‧米利暗與亞倫毀謗摩西‧不服權柄、毀謗神僕‧特別揀選 ─ 迦勒

民數記十三章、十四章 ─ 摩西差遣十二個探子去窺探迦南地，

有十個人報的是凶信，被稱作不信上帝的人

只有迦勒、約書亞堅心信靠神

大坍、亞比蘭、可拉黨，毀謗摩西、亞倫…
可拉黨是利未人，被揀選來事奉神。

摩西對這些人義正嚴詞 ─

「你們可以在會幕裡事奉神還以為不滿足，

還一定要像亞倫帶著香爐來到上帝面前燒香？

那是僭越大祭司的職分！」

但這些人不服…
摩西就向上帝求，

上帝就答應他 ─讓地裂開，

把他們給吞滅在地裡面。



‧米利暗與亞倫毀謗摩西‧不服權柄、毀謗神僕‧特別揀選 ─ 迦勒

民數記十六章 ─ 可拉黨這些人香爐獻在上帝面前，

沒有果效、他們自己被吞滅。

當耶和華的刑罰臨到以色列百姓的時候，

摩西吩咐亞倫 ─ 趕快帶著你的香爐、盛上香，

來到以色列百姓當中，為他們來代禱…

十六48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間，瘟疫就止住了。

禱告哪些人有功效、哪些人沒有功效？

有人以為自己的禱告有用，

但是因為動機不純、內心不正，

他的禱告不被上帝所悅納

上帝揀選亞倫，

他有親近神的特權、能夠不至於死亡

‧米利暗與亞倫毀謗摩西‧不服權柄、毀謗神僕‧特別揀選 ─ 迦勒

民數記十七章 ─ 上帝自己建議，

以色列每一個支派各派一個族長，

把他們的杖拿到約櫃前面，由耶和華自己來作證明；

第二天，

十二根杖沒有發生事情

只有一根，就是亞倫代表利未支派，

那個杖竟然長了葉子、開了花、結了果，

證明上帝的揀選 ─ 就是揀選亞倫家來事奉神

這事情結果，以色列人再也不抱怨這方面的事，

就承認 ─ 亞倫果然是耶和華所揀選來作祭司事奉神的。

亞倫發過芽的杖，預表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的生命，

死裡復活，證明祂真是神所揀選神的兒子

用復活得勝的生命，可以來事奉真神

‧米利暗與亞倫毀謗摩西 ‧不服權柄、毀謗神僕‧特別揀選 ─ 迦勒

民數記十三、十四章 ─ 約書亞跟迦勒。

先講迦勒，

他有偉大的信心─ 獨排眾議的信心，

他透過一切來看神、也透過神來看一切

人生在關鍵時刻，特別顯示出來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摩西揀選迦勒、約書亞、另外十個探子，

他們都是各族的族長、都是一時之選，

可是窺探迦南地回來，卻帶出兩種完全不同的報告。

那十個探子報告說：

那邊的人身材高大、城牆高得頂天，

我們看他們是巨人、他們看我們像蚱蜢，

我們怎麼能夠打過他們呢？

‧米利暗與亞倫毀謗摩西 ‧不服權柄、毀謗神僕‧特別揀選 ─ 迦勒

他有偉大的信心
迦勒跟約書亞就跟百姓講 ─

不要怕他們，耶和華與我們同在，

雖然我們把自己跟他們比較，我們比不過他們…
把他們跟耶和華來比較，他們哪裡能夠勝過耶和華呢？

耶和華率領我們去爭戰得勝，我們靠著主就必定得著。

兩種不同的報導、建議、判斷，

帶來兩種不同的結局，

迦勒堅心倚靠耶和華，

他就能夠爭戰、能夠得勝；

信心的根基，是因為他相信耶和華，

在於上帝親自的應許 ─ 就是神的保證。



‧米利暗與亞倫毀謗摩西 ‧不服權柄、毀謗神僕‧特別揀選 ─ 迦勒

腳踏實地的行動、不浪費光陰、充分預備自己，

時間到的時候，真正就能夠看見事情的成就。

書十四10-11 看哪，現今我八十五歲了，我還是強壯，

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入，

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

他有偉大的行動─ 支取應許的禱告、腳踏實地的預備。

迦勒接下來四十年，跟其他人一樣不能夠進到應許之地，

但仍然堅定自己，沒有扭曲、沒有抱怨，

堅心倚靠神的應許，終必要成功。

四十年後，他們終於進入應許之地！

迦勒來到約書亞面前說 ─ 把耶和華當日

所應許賞賜給我的山地，就是希伯崙，現在請你給我。

‧米利暗與亞倫毀謗摩西 ‧不服權柄、毀謗神僕‧特別揀選 ─ 迦勒

十四90 摩西起誓說：「你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

十四80 我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

十四14 希伯崙作了迦勒的產業，

因為他專心跟從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民數記抱怨的旅程裡，有許多人不信靠神；

但仍然有迦勒跟約書亞，堅心信靠神，

有偉大的信心、有偉大的行動，

也得著上帝給他們偉大的賞賜。

迦勒迦勒的的信心跟行動，帶給他耶和華的賞賜，

地上的賞賜 ─ 在以色列各支派，

唯一真正得著上帝給他的應許之地 ─ 希伯崙

天上的賞賜 ─ 得著上帝永遠的稱讚跟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