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數記概論1
林仁方執事



大綱

ò 1~10章------預備進入應許之地（西奈） 

ò 11~24章-----曠野之旅（西奈，加底斯，摩
押） 

ò 25~26章-----再次預備得應許之地（摩押） 

ò 民數記（類似現在的教會時代） 

ò 建立屬神的群體（類似建立教會） 

ò 成功失敗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大綱

ò  1~10章------預備進入應許之地 

ò  1章 人口統計 

ò  2章 安營與行營 

ò  3~4章  會幕服事的組織與利未人統計 

ò  5~10:10 潔淨與律例 

ò  10:11~10:36啟行 



時間流





人口統計
ò  1:1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華在西奈的曠野、會幕中

曉諭摩西說：2「你要按以色列全會眾的家室、宗族、人名的數目計算所有的
男丁。 

ò  出13:17法老容百姓去的時候，非利士地的道路雖近，　神卻不領他們從那裡
走；因為　神說：「恐怕百姓遇見打仗後悔，就回埃及去. 

��	 流便	 95	 迦得	 猶大	 以薩迦	 9布倫	
��	 以利6	 4路7	 拿順	 拿坦業	 以利押	 以利03	
��	 46500	 59300	 45650	 74600	 54400	 57400	
	

��	 以47	 52西	 便雅0	 但	 亞設	 2弗他利	
��	 迦5列	 亞3但	 亞希以謝	 帕6	 以利雅薩	 亞希1	
��	 40500	 32200	 35300	 62700	 41500	 53400	
	ò  被數點的，共有六十萬零三千五百五十人。（百姓 200萬）

。」



安營



會幕服事的組織

ò  3:1耶和華在西奈山曉諭摩西的日子，亞倫和摩西的後
代如下： 2亞倫的兒子，長子名叫拿答，還有亞比戶、
以利亞撒、以他瑪。3這是亞倫兒子的名字，都是受膏
的祭司，是摩西叫他們承接聖職供祭司職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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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幕服事的組織

ò  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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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利未人優秀，代替各家來服事神，原本頭生在埃及應
該是要死的） 

ò  13因為凡頭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擊殺一切頭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
一切頭生的，連人帶牲畜都分別為聖歸我；他們定要屬我。我是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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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人統計

ò  3:39 說利未人總數是22000，但是革順族 7500人，哥轄
族 8600人，米拉利族 6200人，7500+8600+6200=22300。
數字不 一致。這應該是哥轄族的數目是8300人，因抄寫
錯誤之故變 成8600人導致（因為希伯來文的6 shesh 與
3 shalsh非常接 近）。七十士譯本也作8300人 。 

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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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ò  47你要按人丁，照聖所的平，每人取贖銀五舍客勒（一
舍客勒是二十季拉） 

ò  「五舍客勒」：大約是半年的工資。這個價格應該是當
時購買 一個奴隸的價格。約56.67公克。 



安營



潔淨與律例

ò  全營潔淨 

ò  禮儀的不潔 

ò  5:2「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長大痲瘋的，患漏症的，並因
死屍不潔淨的，都出營外去。

ò  5:3無論男女都要使他們出到營外，免得污穢他們的營；這營
是我所住的。」  

ò  侵犯別人的權益如同干犯神 

ò  5:6「你曉諭以色列人說：無論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
以致干犯耶和華，那人就有了罪。

ò  5:7他要承認所犯的罪，將所虧負人的，如數賠還，另外加上
五分之一，也歸與所虧負的人。 

ò  「不忠」的罪行：即使是懷疑也要立即處理．



潔淨與律例

ò  拿細耳人的條例（不論男女）

ò  不可以吃喝「葡萄製的飲料與食物」與「酒」。（簡樸）

ò  不可用剃頭刀剃頭，要由髮綹長長了。（順服）

ò  在他離俗歸耶和華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屍。（聖潔） 

ò  6:9「若在他旁邊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離俗的頭，他
要在第七日，得潔淨的時候，剃頭。

ò  10第八日，他要把兩隻斑鳩或兩隻雛鴿帶到會幕門口，交給
祭司。

ò  11祭司要獻一隻作贖罪祭，一隻作燔祭，為他贖那因死屍而
有的罪，並要當日使他的頭成為聖潔。

ò  12使他重新離俗歸耶和華的日子，又要帶一隻一歲的公羊羔
來作贖愆祭；以前的日子無效，因為他的離俗被玷污

了。



拿細耳人

ò  是服事上帝，除了祭司利未人外的另外一個方式． 

ò  今天的基督徒 

ò  神有揀選一些人特別做一些事，如牧師傳道，宣教士． 

ò  我們每一個人，只要個人甘心樂意過簡樸，順服，聖潔
的生活，就可以榮耀神，也是一種服事上帝的方式．



祭司為以色列人祝福

ò  6:23「你告訴亞倫和他兒子說：你們要這樣為以色列人祝福，
說： 

ò  24『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ò  25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ò  26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ò  在這祝福文中，神的名字出現了三次，每次均帶有兩個動詞，         

ò              第一組：賜福給，臉光照，向你仰臉。  

ò              第二組：保護你，賜恩給你，賜你平安。 





獻壇禮

ò  7:1摩西立完了帳幕，就把帳幕用膏抹了，使它成聖，又把其中的器具
和壇，並壇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聖。

ò  7:11耶和華對摩西說：「眾首領為行奉獻壇的禮，要每天一個首領來
獻供物。」 

ò  12頭一日獻供物的是猶大支派的亞米拿達的兒子拿順。

ò  13他的供物是：一個銀盤子，重一百三十舍客勒，一個銀碗，重七十
舍客勒，都是按聖所的平，也都盛滿了調油的細麵作素祭；

ò  14一個金盂，重十舍客勒，盛滿了香；

ò  15一隻公牛犢，一隻公綿羊，一隻一歲的公羊羔作燔祭；

ò  16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

ò  17兩隻公牛，五隻公綿羊，五隻公山羊，五隻一歲的公羊羔作平安祭。
這是亞米拿達兒子拿順的供物。



利未⼈的奉獻禮    
ò  8:1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ò  8:2「你告訴亞倫說：點燈的時候，七盞燈都要向燈臺前面發
光。（每天做） 

ò  5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ò  6「你從以色列人中選出利未人來，潔淨他們。

ò  7潔淨他們當這樣行：用除罪水彈在他們身上，又叫他們用
剃頭刀刮全身，洗衣服，潔淨自己。

ò  8然後叫他們取一隻公牛犢，並同獻的素祭，就是調油的細
麵；你要另取一隻公牛犢作贖罪祭。

」



利未⼈的奉獻禮

ò  8:14「這樣，你從以色列人中將利未人分別出來，利未人便要歸我。

ò  15此後利未人要進去辦會幕的事，你要潔淨他們，將他們當作搖
祭奉上；

ò  16因為他們是從以色列人中全然給我的，我揀選他們歸我，是代
替以色列人中一切頭生的。

ò  17以色列人中一切頭生的，連人帶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
擊殺一切頭生的那天，將他們分別為聖歸我。 

ò  24「利未人是這樣：從二十五歲 (4:23 說是「三十歲」，可能利未
人正式任職前有五年的學徒訓練)以外，他們要前來任職，辦會幕
的事

ò  25到了五十歲要停工退任，不再辦事，





為人設立

ò  9:1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後，第二年正月，耶和華在西奈的曠野吩咐摩西說
（神重視）

ò  9:5他們就在西奈的曠野，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守逾越節。凡耶和華所吩咐
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樣行了。

ò  6有幾個人因死屍而不潔淨，不能在那日守逾越節。當日他們到摩西、亞倫面前，

ò  7說：「我們雖因死屍而不潔淨，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獻
耶和華的供物呢？」(人重視）

ò  8摩西對他們說：「你們暫且等候，我可以去聽耶和華指著你們是怎樣吩咐的。」

ò  9耶和華對摩西說：10「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你們和你們後代中，若有人因死屍
而不潔淨，或在遠方行路，還要向耶和華守逾越節。 

ò  11他們要在二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守逾越節。要用無酵餅與苦菜，和逾越節
的羊羔同吃。 

ò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



吹號行營

ò  10:2「你要用銀子做兩枝號，都要錘出來的，用以招聚會眾，並叫
眾營起行。

ò  3吹這號的時候，全會眾要到你那裡，聚集在會幕門口。（不用吹
大聲）

ò  4若單吹一枝，眾首領，就是以色列軍中的統領，要聚集到你那裡。

ò  5吹出大聲的時候，東邊安的營都要起行。

ò  6二次吹出大聲的時候，南邊安的營都要起行。他們將起行，必吹
出大聲。



1~10章時間順序

ò  民：第七章，出埃及第二年的一月一日摩西立會幕，首領開始獻供物，行

獻禮，為壇獻禮（出 40:17-18），第八章，利未人獻禮 

ò  第九章第二節，正月十四日，守逾越節． 

ò  第一章第一節，出埃及第二年2月初一數點百姓． 

ò  第十章第十一節，二月二十日，雲彩向上提，會幕拆除拔營前往應許之地，

這是以色列人初次出發． 

ò  10:12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離開西奈的曠野，雲彩停住在巴蘭的曠野。

ò  13這是他們照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註何巴同往） 

ò  35約櫃往前行的時候，摩西就說：「耶和華啊，求你興起！願你的仇敵四

散！願恨你的人從你面前逃跑！」

ò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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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

ò  民十三:1~十四：39 

ò  探子們的回報是事實嗎？ 

ò  會眾為何會相信探子所說的,對神的應許放一邊? 

ò  板新植堂五個探子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