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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是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漂流史，經歷了舊的一代過去，看見神的公義 

與嚴厲。 新的一代興起，看見神的憐憫與恩慈。神也藉這經歷作為我們屬

靈歷程的鑑戒，當「生命河」已進入第二個十年，並且計劃二期工程時， 

如何勝過試探？ 將起初的信心，堅持到底？ 如何動員會眾一起進入神所 

命定與應許的GLOCAL(Global +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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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9-11 月主日學         

民數記課程表  

 日期 內容 經文 

1 9/10 簡介 
(一) 西乃曠野  

A. 數點軍隊 

1-2      章  

2 9/17 數點利未支派 
B. 營之內外 

3-6      章 

3 9/24       C. 會幕立、守逾越節 
      D. 預備起行 

7-10:10  章 
 

4 10/1 (二) 離西乃曠野至巴蘭曠野 
      A. 起行 
      B. 發怨言 
      C. 窺迦南地 

10:11-14 章 
 

5 10/8 (三) 曠野漂流 
      A. 再定條例 
      B. 可拉黨叛 

15-17    章 

6 10/15 (四) 尋的曠野至加低斯 
      C. 舊的一代過去 

18-20    章 

7 10/22 (五) 加低斯至摩押平原 
      A. 火蛇與銅蛇 
      B. 巴蘭事件 

21-24   章 

8 10/29       C. 新的一代興起       
         什亭事件，數點人數 

25-27    章   

9 11/5       D. 重申條例 
           獻祭與節期 

28-30    章 

10 11/12       E. 進迦南地的囑咐: 
爭戰與地業 

31-34   章 

11 11/19       F. 利未人的城邑與逃城 
         承繼產業的條例 
         結語  

35-36    章 

12 11/26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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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簡介 

民數記有兩方面的意思, 希伯來原文的意思是在曠野, 希臘文原意是數點之意, 

因此兩意合在一起是 ”在曠野數點人數”. 目的是要動員百姓, 預備爭戰, 進入 

應許之地迦南, 但以色列人不信, 因此在曠野漂流四十年, 經歷了舊的一代過去, 

看見神的公義與嚴厲, 新的一代興起, 看見神的憐憫與恩慈. 民數記可說是以色列 

人曠野飄流史, 神也藉這經歷作為我們屬靈歷程的鑑戒.  “要謹慎, 免得有人存著

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 我們若將起初的信心, 堅持到底, 就在基督裡有分了. 

 

民數記中的表記:  銅蛇舉起(民 21:8-9; 約 3:14-15) 

民數記中的基督:  祂是雲柱火柱 (民 9:15-20; 林前 10:1-2) 

                祂是出於雅各的星，興於以色列的杖(民 24:17) 

                祂是出水的磐石(民 20, 出 17:6, 林前 10:4) 

民數記中聖靈的工作: 民 11:16-17, 25-26, 29 

 

民數記中的劃分:  

1) 兩代事蹟： 民 2-14 章(舊的一代)，民 21-36 章(新的一代) 

2) 兩次數點： 民 1-4 章，26-27 章 

3) 兩個旅程： 民 10-14 章，21-27 章 

4) 兩種吩咐： 民 5-9 章，28-36 章 

 

         (一) 西乃曠野  (1-14 章) 

A)第一次數點人數 (動員百姓, 預備爭戰) 

 

1) 數點能出去打仗的男丁 

a) 按家室 宗族 人名的數目 

b) 20 歲以外的 

c) 利未支派不可數點 

        

2) 分配支派安營之所 

a) 各歸本纛 本族 

b) 對著會幕安營 

c) 利未營在諸營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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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B)  分別利未, 預備服事 

1) 祭司的職份 

亞倫的子孫 

為以色列人祝福 (6:22-27) 

  *奉耶和華的名祝福 

 

2) 數點利未男丁 

a) 神揀選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一切頭生的 (3:11-13; 44-51; 8:14-18) 

 

b) 數點利未人 

b-1  按宗族家室 

b-2  一個月以外的男子 

 

3) 利未支派的職責(30-50 歲) 

哥轄    在會幕搬運至聖之物 

革順    抬帳幕的幔子 和會幕並蓋與門簾 

米拉利  抬會幕的板閂 柱子等 

 

   C)  營內外分別為聖 

1) 長大痲瘋 患漏症的 不潔淨的出到營外 

*⋯⋯⋯⋯..這營是我所住的(5:3) 

2) 虧負人的賠償與歸給祭司的 

3) 疑妻行淫試驗之法 

4) 拿細耳人之例(歸耶和華為聖) 

a) 是許願的 

b) 可有期限的(離俗與還俗) 

c) 清酒濃酒都不可喝 

d) 不可剃頭 

e) 不可挨近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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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C. 會幕立、守逾越節/ D. 預備起行                          

 

C. 會幕立、守逾越節 

1. 會幕立 

a.  膏抹帳幕使他成聖 

b.  族長獻禮 

c.  神從施恩座上二 基 路 伯中與摩西說話 

d.  燃燈之例  *向前發光 8:2-3 

e.  潔淨利未人 

 

    2. 守逾越節 

a. 守節之例 

a-1 按出埃及時守逾越節之例 

a-2 不潔之人與遠方之人的條例 

 

＊逾越節(除酵節)之條例  (利 23:4-14, 出 12:1-28, 43-50, 13:1-16，

23:14-17；34:18-19, 民 9:1-14）  

正月十四日黃昏：正月是亞筆月又是尼散月(斯 3:7) 

正月十日要開始預備，按著父家取羊羔，一家一隻要無殘疾的 

在正月十四日的黃昏把羔羊宰了，將血塗在門楣和門框上 

羊羔要用火烤,與無酵餅,苦菜同喫 

羊羔的骨頭一根不可折斷 

＊逾越節的羔羊: 預表耶穌基督(林前 5:7) 

 

3. 雲彩遮蓋帳幕 

 a. 雲彩日間遮蓋，晚上如火照明 

 b. 雲彩停留就安營，雲彩收上去就起行 

 c. 遵耶和華所吩咐的    

     

 D. 預備起行 

製銀號吹號 

1. 招聚會眾 

2. 吹出大聲起行 

3. 與敵人爭戰 

4. 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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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二)離西乃曠野至巴蘭曠野(10:11-14:45) 

 

A. 離開西乃起行 

1. 按站按著軍隊 

2. 約櫃往前行 (10:33-36) 

 

B. 發怨言 

1. 以色列人發怨言: 出惡語，哭號沒肉吃，各在各家的帳棚門口， 

                      ＊為何領我們出埃及？  

2. 摩西發怨言:  

a. 為何苦待僕人？  

b. 為何不在神眼前蒙恩？ 

c. 管理這百姓的責任太重了？ 獨自承擔不起! 

d. 求死 

3. 神的回應： 

1) 簡立七十長老同擔管理百姓的重責 

       將摩西身上的靈分賜給他們，就受感説話 

＊伊利達、米達受感說豫言 

2) 神的刑罰    

b. 百姓食鵪鶉遭重災 

4. 米利暗與亞倫毀謗摩西 

神親自為摩西說話: 摩西為人謙和, 勝過世上眾人 

                  摩西是神的僕人, 在全家盡忠 

                  摩西是神面對面說話的 

 

C. 窺探迦南地 

2. 遣十二探子 

3. 百姓發怨言背叛耶和華 

4. 摩西的代求 

5. 神的刑罰:  

a. 二十歲以外發怨言的將死在曠野 

b. 一年頂一日,要擔當罪孽四十年 

c. 報惡信遭瘟疫而死 

6. 何珥瑪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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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三) 曠野漂流 

        

A. 再定條例 

a) 獻祭 

b) 守安息日 

c) 於衣邊作繸子 

 

B. 可拉黨叛逆(向摩西亞倫攻擊) 

a) 神向百姓驗證亞倫祭司的職份是神的揀選 

 

1) 各拿自己的香爐  

2) 地開口將可拉黨吞下去 

3) 耶和華的火燒滅香驢爐的火 

4) 瘟疫臨到 

5) 摩西亞倫的代求: 16:46-48 

6) 發芽的杖 

 

b) 重申祭司與利未人之職  

c) 紅母牛 

 

    C) 尋的曠野至加低斯 

  (舊一代過去) 

       1) 米利暗死於加低斯 

       2) 摩西犯罪用杖擊打磐石, 不得入應許之地 

       3)亞倫死於何珥山 

 

    III. 加低斯至摩押平原 

      A) 

1) 在何珥瑪勝了迦南人 

2) 繞以東地 

3) 火蛇與銅蛇 

4) 比珥井—井啊湧上水來(21:17) 

5) 擊敗亞摩利王與巴  王 

6) 巴勒召巴蘭先知咒詛以色列 

咒詛轉祝福: :23:20-21, 24:1-2 

巴蘭其人: (民 31:16 彼後 2:15; 猶 11; 啟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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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新一代興起 

1) 第二次數點百姓 (預備進入迦南地) 

2) 揀選約書亞為模西的接棒人 

a) 心中有聖靈的 

b) 按手在他頭上 

c) 將尊榮給他幾分 

 

 

3) 再重申條例 

a) 獻祭(每日與節期) 

b) 許願 

 

4) 與米甸人爭戰 

 

5) 兩半支派求約旦河東之地 

 

6) 進迦南地的囑咐: 33:50-56 

a) 趕出所有那地的居民 

b) 毀滅一切的偶像與邱壇 

c) 分地為業 

 

7) 定迦南地的地界並分地為業 

 

8) 利未人的城邑與逃城 

 

9) 承繼產業的女子之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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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四) 尋的曠野至加低斯 

                  C. 舊的一代過去( 民 19 章) 

 

       1.  米利暗死於加低斯 

       2.  米利巴的爭鬧 

           a. 百姓發怨 

           b. 摩西亞倫俯伏在地 

           c. 神要摩西拿杖吩咐磐石出水 

           d. 摩西用杖擊打磐石(不信、未尊神為聖) 

           e. 不得入應許之地 

       3.  亞倫死於何珥山 

         a. 米利巴違背神的命令 

           b.  以利亞撒承接大祭司 

                  

                (五)   加低斯至摩押平原 

                  A. 火蛇與銅蛇 

 

1. 以東人不准以色人過境 

2. 在何珥瑪勝了迦南人 

3. 繞以東地 

4. 火蛇與銅蛇 

a. 百姓怨渡讟神和摩西(因路難行,心中煩燥) 

b. 火蛇進入咬死百姓 

c. 望銅蛇得活 (約 3:14-15 

5. 比珥井—井啊湧上水來(21:17) 

   a. 召聚百姓 

   b. 回到從前神吩咐之處，過去所挖掘的井 

   c. 對井唱歌 

7) 擊敗亞摩利王與巴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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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五)加低斯至摩押平原 

                        B. 巴蘭事件(22-25 章) 

 

一. 擊敗亞摩利王與巴珊王(21: 21-35) 

1. 亞摩利王西宏不容以色列人過境，發民爭戰 

2. 以色列人勝得了亞嫩河至亞博河之地 

3. 以色列人勝了巴刪王得了以得來 

 

二. 摩押王巴勒召巴蘭先知咒詛以色列 

1. 因聽見以色列人所行的(22:1-6) 

2. 召巴蘭先知咒詛以色列人(22:7-40) 

a. 摩押和米甸的長老拿卦金找巴蘭 

b. 神攔阻巴蘭前往  

b-1 「神對巴蘭說：你不可同他們去，也不可咒詛那民，因為那

民是蒙福的。」 (22: 12) 

b-2  「這些人若來召你，你就起來同他們去，你只要遵行我對你

所說的話。」 

b-3 「神因他去就發了怒；耶和華的使者站在路上敵擋他。」 

     “耶和華叫驢開口” 

 

3. 咒詛轉祝福(23: 20-21，24:1-2 

巴蘭的四首詩歌 

a. 第一首 23: 7-12   

b. 第二首 23:18-26 

c. 第三首 24:1-9 

d. 第四首 24: 12-25 

 

4. 巴蘭其人:  

申 23:3-6  

民 31:16 

彼後 2:15  

猶 11   

啟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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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講         (五)加低斯至摩押平原 

                        C. 新的一代興起(25-27 章) 

 

    C. 新的一代興起 

     一. 什亭事件 

           1. 以色列人與摩押女子行淫亂 

           2. 以色列人與巴力毘耳連合 

           3. 神的發怒使瘟疫臨到以色列人 

           4. 非尼哈以耶和華的忌邪為心         

 

        二. 數點人數  

1. 第二次數點百姓 (預備進入迦南地) 

2. 除了迦勒與約書亞外，舊的一代都死在曠野 

3. 西羅非哈之女求產業  

4. 揀選約書亞為摩西的接棒人 

a. 心中有聖靈的 

b. 按手在他頭上 

c. 在祭司與會眾之前 

d. 將尊榮給他幾分 

 

第九講            D. 重申條例(28-30 章) 

 

D. 再重申條例 

c) 獻祭(每日與節期) 

安息日 

月朔 

逾越節(正月十四日) 

七七節(安息日的次日算起滿了七個安息日) 

吹角日(七月初一日) 

贖罪日(七月初十日) 

住棚節(七月十五日)  

 

d) 許願 

*約束自己，不可食言，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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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講         (五)加低斯至摩押平原 

                      E. 爭戰與地業(31-34 章) 

 

一. 與米甸人爭戰 

1. 報仇 (31:2, 15-16))  

a. 為以色列人   

b. 為耶和華  

2. 策略 

a. 各支派出兵 1000 人 

b. 祭司非尼哈 

c. 殺盡殺絕 

d. 分獲擄物    

 

二. 兩半支派求約旦河東之地 

1. 流便,迦得,瑪拿西半個支派 

2. 看環境- 雅謝與基列地可牧放牲畜 

           不要過約但河 

3. 條件: 所有帶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華面前過約但河，等他趕出他的仇敵，

再回這地(民 32:20-23) 

 

三. 記述出埃及地的路程(33:1-49) 

 

四. 進迦南地的囑咐(33: 50-56) 

d) 趕出所有那地的居民 

e) 毀滅一切的偶像與邱壇 

 

五. 定迦南地的地界並分地為業 

東: 你們要從哈薩以難劃到示番為東界。這界要從示番下到亞延東邊的利比

拉，又要達到基尼烈湖的東邊。這界要下到約但河，通到鹽海為止 

西: 西邊要以大海為界；這就是你們的西界 

南: 南角要從尋的曠野，貼著以東的邊界；南界要從鹽海東頭起，繞到亞克

拉濱坡的南邊，接連到尋，直通到加低斯巴尼亞的南邊，又通到哈薩亞

達，接連到押們，從押們轉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為止。 

北: 北界要從大海起，畫到何珥山，從何珥山劃到哈馬口，通到西達達， 

又通到西斐崙，直到哈薩以難。這要作你們的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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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講       (五)加低斯至摩押平原 

 F. 利未人的城邑與逃城 

                   承繼產業的條例(35-36 章) 

            

六. 揀選分地之人 

1. 祭司以利亞撒 

2. 新一代的領袖: 約書亞 

3. 各支派都有一首領 

 

七. 利未人的城邑與逃城 

1. 42 座城  －各支派要將所得之地分一些地業給利未人居住 

      2.  6 座逃城－為誤殺之人所預備，3 座約但河東，3 座迦南地  

                故殺必被治死, 即便到逃城也不可贖罪 

 

八. 承繼產業的女子之條例 

得了產業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人的妻子，各自承受祖宗的產業。 

 

       總結: 林前 10: 1-13, 來 3: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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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作業 

1. 請將十二支派及利未支派的分配在圖上標明 

  

 

 

2. 請將各支派能打仗的人數列出? 

3. 神為何要數點百姓? 數點時各歸本營、本纛對你有何啟發? 

 

第二講作業 

1. 請分享神為何要揀選利未人? 有何特別的意思嗎? 

2. 如何在服事中能分別為聖? 有範圍嗎? 如何持守服事的動力? 

3. 何為拿細耳人? 對現代的我們適用嗎? 

 

第三講作業 

1. 為何會幕立起時就來獻禮？請分享你對建堂籌款認獻(5/19)的心得? 

2. 燃燈時為何要向前發光? 對你有何提醒? 

3. .銀號的作用為何? 我們當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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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作業 

1. 請找出以色列人在曠野十次試探主的事由 

次數 經       文 地         點 事    由 結    果 

1 出 15:22-26   
 

 

2 出 16:1-36   
 

 

3 出 17:1-7   
 

 

4 出 32   
 

 

5 民 11:1-3   
 

 

6 民 11:4-34   
 

 

7 民 13:30-33, 
   14:1-9 

   

8 民 16-17   
 

 

9 民 20:2-13   
 

 

10 民 21:5-9   
 

 

2. 請由七十長老，米利暗、亞倫與摩西的同工，來分享我與領袖同工所應有的裝備

與心態？ 

 

 

第五講作業 

1. 可拉黨為何叛逆？對我有何提醒？ 

2. 由摩西身上有那些領袖的特質是可以學習的?  

3. 以色列人獻祭中的至好與十分之一的出產歸利未人，與現今在教會中的奉獻有何

異同? 奉獻對你來說是困難的事嗎? 

 

第六講作業 

1. 請在地圖上標出以色列人的曠野之路.(由民數記 1-21 章) 

(此題不用交作業,但在你的地圖上標明為參考) 

2. 請分述米利暗、亞倫、摩西不得入迦南應許之地的原因? 

3. 你有乾渴的經驗嗎? 井啊!湧上水來如何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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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作業 

1. 請簡述巴蘭其人, 神為何要使用他? 

2. 請由巴蘭的事件分享咒詛轉為祝福的關健? 

3. 請分享巴蘭所題四首詩歌的重點? 

 

第八、九 講作業 

 我們當如何行也能保守自己在平安的約中？ 1.
 請比較一下，神對新的一代有那些囑咐? 

 請就服事與家庭的方面，來分享新舊一代的交替有何教導與學習？ 

 

第十講作業 

 神為何要以色列人報仇? 為何要滅盡米甸人? 

 約但河東之地歸屬那些支派? 其因為何? 

 在此課”遵行神的話語”我有那些學習?  

 

11-19-2006           民數記總覆習              

1. 民數記的意思是: ______________  

2. 民數記中數點百姓共有幾次？_________ 

3. 數點時能出去打仗的是以 a. 18 歲 b. 20 歲 以外的。 

4. 利未人的服事是以 a. 18 歲 b. 20 歲 c. 30 歲 d. 50 歲為始的。 

5. 以色的軍隊在安營時要對著_________， 

東： 猶大，_______，_______；西： ______，瑪拿西，________ 

南： _______，_______，迦得；北：但，亞設，__________。 

6. 那一個支派是代替以色列人頭生的：________  

7. 請寫下大祭司亞倫為以色列人祝福的經文出處:___________ 

8. 以色列人在曠野住營或起行的記號為何:_________________ 

9. 窺探迦南地是由 a. 南至北 b.東至西 

10. 十二探子中有信心的兩位是: ________，__________ 

11. 以色列在迦南地界的劃分: 東________，西________，南_________北_________ 

12. 約但河東的支派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半個支派 

13. 連連看： 

   可拉黨           不義的先知          

非尼哈           聚首領叛變 

巴蘭             忌邪之心 

米利暗           誨謗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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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連連看： 

西乃曠野         摩西觀看應許之地 

巴蘭曠野         窺探迦南地的起點 

加低斯           耶和華在會幕中的曉諭 

何珥瑪           亞倫歸入列祖之地   

米利巴           被殺敗退之地 

何珥山           擊磐出水之地 

摩押平原         井啊！湧上水來 

比珥             百姓與摩押女子行淫 

什亭             摩押的邊界 

亞巴琳山         在曠野住營最久之地 

亞嫩河           與耶利哥相對            

 

15. 民數記中有關基督的表記與預表?並請列出經文出處？ 

16. 請寫下民數記中六次記載百姓試探神的事件與經文出處？    

 事件 經文出處 

1   

2   

3   

4   

5   

6   

17. 利未人與拿細耳人的服事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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