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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簡介 

  目的：由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四十年的歷史，記取他
們失敗的教訓，並明暸神的保守與帶領。

  背景：本書所涵蓋的時間大約39-40年，由1445 B.C. 
以色列人由西乃山啟程到1405 B.C. 。

  他們抵達約旦河東岸的摩押平原，面對耶利哥城安營，
預備進入神所應許的迦南地。

  本來由埃及至迦南地僅需十一天，但以色列人因信心
軟弱，屢次埋怨，以致在曠野漂流了四十年。

  本書原名希伯來文意「在曠野」，希臘文譯本因其中
有兩次數點男丁，故名「民數記」(Numbers)。



民數記 簡易分段 

I.  舊的一代準備進入應許之地 
(1:1-10:10) 

II.  舊的一代的失敗與漂流 (10:11-25:18) 
III.  新的一代的預備 (26:1-36:13) 

-  兩個世代

-  兩次數點

-  兩個旅程

-  兩種訓令



重要日期

日期 事件 經文

出埃及第二年正月初
一日 

立起會幕  出40:2、17 

出埃及第二年二月初
一日 

數點百姓  民1:1-2 

出埃及第二年二月廿
日 

起行  民10:11-12 

出埃及第二年三月  到加低斯巴尼亞  民10:11-12，申
1:2 

出埃及第四十年五月
一日 

亞倫死  民22:28 

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
月一日 

摩押平原  申1:3 



I. 舊的一代的準備 (1:1-10:10) 
  以色列民的組織 (1:1-4:49) 

1)  第一次計算人數: 二十歲以上男丁 603,550人。 
2)  利未人的組織與職守 (3:1-4:49) –  

       一個月以上的利未男子 – 22,000人
      利未人25歲開始上工，學習五年，30-50歲正式任

職(4:47-48；8:23-26)，共有8,580人。
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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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以色列人中頭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二百七十三個，必
當將他們贖出來。



I. 舊的一代的準備 (1:1-10:10)
 分別為聖 (5:1-10:10) 

1) 營的潔淨之法 (5:1-31) 
2) 拿細耳人之例 (6:1-27): 遠離清酒與濃酒、不可用刀
剃頭、不可挨近死屍。

民 6:23-26 你們要這樣為以色列人祝福，說：『願耶和華
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
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祭司的祝福

3) 會幕敬拜之禮 (7:1-9:14)－ 各族的族長獻禮；守逾
越節 – 獻十二隻公牛, 六輛牛車

4) 神的引導(起行) (9:15-10:10) 
a. 雲柱、火柱的引導。
b. 製銀號以招聚群眾。





  由
西
乃
山
至
加
低
斯



II. 舊的一代的失敗與漂流 (10:11-25:18) 

  往加低斯路上的失敗 (10:11-12:16) 
1)  離開西乃山 (10:11-36) : 二月二十日
2)  在他備拉發怨言 (11:1-15) – 耶和華的火燒在他們中間
11:4 他們中間的閒雜人大起貪慾的心；以色列人又哭號說：「誰給我們

肉喫呢？

11:14-15 管理這百姓的責任太重了，我獨自擔當不起。 你這樣待我，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時將我殺了，不叫我見自己的苦情。」 

3)  選長老輔助摩西 (11:16-30): 70位長老。
4)  基博羅哈他瓦之災 (11:31-35) -民食鵪鶉而遭災
5)  米利暗和亞倫的嫉妒 (12:1-16):米利暗長大痲瘋 
12:7-8 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 我要與他面對

面說話，乃是明說，不用謎語，並且他必見我的形像。你們毀謗我
的僕人摩西，為何不懼怕呢？」 



II. 舊的一代的失敗與漂流 (10:11-25:18) 

  在加低斯的失敗 (13:1-14:45) 
1)  遣十二個探子窺探應許之地 (13:1-13) 

13:30 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說：「我們立刻上
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

2)  以色列民違逆神 (14:1-10): 14:6-9 
3)  摩西為民求赦 (14:11-19) 
4)  神的審判 (14:20-38):  二十歲以上發怨言的，
不得進入應許之地，在曠野飄流四十年 
(14:20-25；29-30) – 十次埋怨, 一年頂一日

5)  何珥瑪的失敗 (14:39-45): 敗於亞瑪力人與迦
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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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舊的一代的失敗與漂流 (10:11-25:18) 

  在曠野的失敗 (15:1-19:22) 
1) 重諭獻祭之例 (15:1-41) –  

       重新教導以色列人為罪和過犯獻祭條例, 警告那些擅敢行事
和褻瀆耶和華的。守安息日

2) 可拉的叛逆 (16:1-40) - 
可拉是哥轄的孫子，與250位首領挑戰摩西的權威，地裂開
被吞滅。

有火從耶和華那裏出來、燒滅了那獻香的二百五十個人。 

3) 民怨摩西亞倫遭瘟疫 (16:41-50) 



II. 舊的一代的失敗與漂流 (10:11-25:18)

  在曠野的失敗 (15:1-19:22) 
4) 祭司的職份 (17:1-18:32) - 亞倫的杖發芽, 開花, 結果

17:10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把亞倫的杖還放在法櫃前，給這些背
叛之子留作記號。這樣，你就使他們向我發的怨言止息，免得他
們死亡。」

18:20 耶和華對亞倫說、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內不可有產業、
在他們中間也不可有分。我就是你的分是你的產業。

18:21 凡以色列中出產的十分之一，我已賜給利未的子孫為業；因
他們所辦的是會幕的事，所以賜給他們為酬他們的勞。 

5)紅母牛的潔淨 (19章) -沒有殘疾、未曾負軛、純紅的母牛  
19:9 必有一個潔淨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營外潔淨的地方，為
以色列會眾調作除污穢的水。這本是除罪的。 



II. 舊的一代的失敗與漂流 (10:11-25:18) 

  往摩押路上(20:1-25:18) 
- 米利暗卒 (20:1) 
- 摩西與亞倫的失敗 (20:2-13): 在米利巴擊打磐石出
水，以致不能進入應許之地
20:12-13 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因為你們不信我，不在
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所以你們必不得領這會眾進我
所賜給他們的地去。」 這水名叫米利巴水（米利巴就是
爭鬧的意思），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華爭鬧，耶和華就
在他們面前顯為聖。

- 以東人不允以色列人路過 (20:14-21) 
- 亞倫卒 (20:22-29): 將聖衣傳給其子以利亞撒。
- 戰勝迦南人亞拉得王  (21:1-3) – 何珥瑪 



II. 舊的一代的失敗與漂流 (10:11-25:18) 

  往摩押路上(20:1-25:18) 
- 火蛇與銅蛇 (21:4-9): 參 約3:14-15 
百姓因這路難行埋怨神和摩西, 神使火蛇咬死眾多以色列人
因摩西的禱告, 神吩付摩西製造銅蛇掛在杆子上, 凡仰望銅蛇就
被救活 

- 戰勝亞摩利人的王西宏 、巴珊王噩 (21:21-35) 
- 巴蘭事件 (21:1-24:25)： 摩押王巴勒與米甸長老召
巴蘭咒詛以色列。 

- 什亭的失敗 (25:1-18): 拜巴力，與外邦女子行淫。
非尼哈得神的祝福 25:12-13。(利未之約)





  二度被巴勒重金
所召

  三次被神的使者
阻擋

  四次傳諭
  獻美人計



巴蘭的教訓

 彼後二:15 – 巴蘭的道路  
    為了金錢出賣神所給的恩賜

 猶大 11 – 巴蘭的謬誤   
    以為表面裝作敬畏神的道就可以改變神的旨意

 啟二:14 – 巴蘭的教訓 
    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們吃祭偶
像之物、行姦淫的事 



III. 新的一代的預備 (26:1-36:13) 
  重整以色列民 (26:1-27:23) 

1)  第二次數點人數 (26:1-51): 601,730人
26:64-65 但被數的人中，沒有一個是摩西和祭司亞倫從前在西乃
的曠野所數的以色列人，因為耶和華論到他們說：「他們必
要死在曠野。」所以，除了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兒子約
書亞以外，連一個人也沒有存留。

2)  分地 (26:52-27:11) 
3)  立約書亞為新領袖 (27:12-23) 
27:18 耶和華對摩西說：「嫩的兒子約書亞是心中有聖靈的；你
將他領來，按手在他頭上，

  獻祭與許願之例 (28:1-30:16) 
1)  獻祭之例 (28:1-29:40) – 每日, 安息日,每月, 節日獻祭
條例

2)  許願之例 (30:1-16) 



III. 新的一代的預備 (26:1-36:13) 
  征服與分地 (31:1-36:13) 

1)  殺米甸人 (31:1-54): 因巴蘭事件所犯的罪，巴蘭也被
殺。

2)  分約旦河東之地 (32:1-42): 流便、迦得、瑪拿西半支
派得地業。

3)  出埃及行程總記 (33:1-49) 
4)  分約旦河西之地 (33:50-34:29): 九個半支派得地業，
神的警告33:51-56。

5)  給利未人的城、立逃城 (35:1-34) 
利未人得48座城，有6個是逃城。河東、河西各立三座逃
城。

6)  繼承產業的特例 (36:1-13) 



民數記結語

 以色列人在曠野的失敗，使得舊的一代不能進
入應許之地。 

 民數記高舉了耶和華的恩典，並信守祂所立的
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