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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仁方執事



大綱

ò 1~10章------預備進入應許之地 

ò 11~24章-----曠野之旅 

ò 25~36章-----再次預備得應許之地 



大綱

ò  11~24章-----曠野之旅 

ò  11~12章百姓發怨言 

ò  13~21章曠野漂流 

ò   22~24章巴蘭的故事 



巴蘭的故事---巴勒

ò  背景：擊敗亞摩利人的王西宏，亞摩利人曾經打敗摩押人．以色列人
向亞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撥的兒子巴勒都看見了。摩押人因以色
列民甚多，就大大懼怕，心內憂急．（政治聯合摩押＋米甸，再找神
明支持）

ò  他差遣使者往大河邊的毘奪去，到比珥的兒子巴蘭本鄉那裡，召巴蘭
來，因為知道巴蘭為誰祝福，誰就得福；咒詛誰，誰就受咒詛。」 

ò  巴蘭詢問耶和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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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ò  巴勒給許多錢，巴蘭又詢問耶和華可不可以去，可見他心動了。

ò  20　神又臨到巴蘭那裡，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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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ò  22　神因他去就發了怒；耶和華的使者站在路上敵擋他。他騎著驢，
有兩個僕人跟隨他





巴蘭的故事---驢

ò  22:23驢看見耶和華的使者站在路上，手裡有拔出來的刀. 

ò  28耶和華叫驢開口，對巴蘭說：「我向你行了甚麼，你竟打我
這三次呢？」29巴蘭對驢說：「因為你戲弄我，我恨不能手中
有刀，把你殺了。」30驢對巴蘭說：「我不是你從小時直到今
日所騎的驢嗎？我素常向你這樣行過嗎？」巴蘭說：「沒有。」

ò  31當時，耶和華使巴蘭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見耶和華的使者站
在路上，手裡有拔出來的刀，巴蘭便低頭俯伏在地。

ò  34巴蘭對耶和華的使者說：「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
阻擋我；你若不喜歡我去，我就轉回。」

ò  35耶和華的使者對巴蘭說：「你同這些人去吧！你只要說我對
你說的話。」於是巴蘭同著巴勒的使臣去了。



巴蘭的故事---以色列

ò  整個祝福的主題： 

ò  23:8　神沒有咒詛的，我焉能咒詛？耶和華沒有怒罵的，我焉
能怒罵？

ò  以色列的過去： 

ò  22神領他們出埃及；他們似乎有野牛之力。

ò  23斷沒有法術可以害雅各，也沒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現在必
有人論及雅各，就是論及以色列說：神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 

ò  以色列的現在： 

ò  5雅各啊，你的帳棚何等華美！以色列啊，你的帳幕何其華麗！

ò  9他蹲如公獅，臥如母獅，誰敢惹他？凡給你祝福的，願他蒙
福；凡咒詛你的，願他受咒詛。



巴蘭的故事---以色列

ò  以色列的將來：（雅各之星） 

ò  15他就題起詩歌說：比珥的兒子巴蘭說：眼目閉住（或譯：
睜開）的人說，

ò  16得聽　神的言語，明白至高者的意旨，看見全能者的異象，
眼目睜開而仆倒的人說：

ò  17我看他卻不在現時；我望他卻不在近日。有星（君王）要
出於雅各，有杖（君王）要興於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
毀壞擾亂之子。

ò  18他必得以東為基業，又得仇敵之地西珥為產業；以色列必
行事勇敢。

ò  19有一位出於雅各的，必掌大權；他要除滅城中的餘民。



巴蘭的故事

ò  最後結局 

ò  31:16這些婦女因巴蘭的計
謀，叫以色列人在毘珥的事
上得罪耶和華，以致耶和華
的會眾遭遇瘟疫。 

ò  書13:22那時以色列人在所
殺的人中，也用刀殺了比珥
的兒子術士巴蘭。



再次預備得應許之地

ò  25~36章-----再次預備得應許之地 

ò  巴力事件與米甸人  25:1~18 

ò  第二次數點人口26:1~65 

ò  繼承 27:1~23 

ò  會眾敬拜之例28:1~29:40 

ò  女人許願30:1~16 

ò  開始征戰31:1~33:56 

ò  過約旦河前的囑咐34:1~36:13

  



巴力事件與米甸人
ò  事件： 

ò  25:1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 

ò  2因為這女子叫百姓來，一同給她們的神獻祭，百姓就吃她們的祭物，
跪拜她們的神。 

ò  刑罰： 

ò  4耶和華吩咐摩西說：「將百姓中所有的族長在我面前對著日頭懸掛，
使我向以色列人所發的怒氣可以消了。」

ò  6.摩西和以色列全會眾正在會幕門前哭泣的時候，誰知，有以色列
中的一個人，當他們眼前，帶著一個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裡去。 

ò  8.跟隨那以色列人進亭子裡去，便將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
這樣，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

ò  9.那時遭瘟疫死的，有二萬四千人。



巴力事件與米甸人

ò  事件背後的原因： 

ò  14那與米甸女人一同被殺的以色列人，名叫心利，是撒
路的兒子，是西緬一個宗族的首領。

ò  15那被殺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蘇珥的女兒；這
蘇珥是米甸一個宗族的首領。 

ò  16~17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要擾害米甸人，擊殺他們； 

ò  18因為他們用詭計擾害你們，在毘珥的事上和他們的姊
妹、米甸首領的女兒哥斯比的事上，用這詭計誘惑了你
們；這哥斯比，當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毘珥的事被殺了。」 

ò  31:16這些婦女因巴蘭的計謀，叫以色列人在毘珥的事上
得罪耶和華，以致耶和華的會眾遭遇瘟疫。



第二次數點

24	 5便	 西緬	 迦1	 6大	 +9迦	 西0-	
7一3	 46500	 59300	 45650	 74600	 54400	 57400	
7二3	 43730	 22200	 40500	 76500	 64300	 60500	
差距	 -2770	 -37100	 -5150	 +1900	 +9900	 +3100	
	
7派	 瑪6西	 以9蓮	 1雅5	 0	 -設 64他2	

第+8	 32200	 40500	 35400	 62700	 41500	 53400	
第二8	 52700	 32500	 45600	 64400	 53400	 45400	
3距	 +20500	  8000	 +10200	 +1700	 +11900	  8000	

	

ò  2「你們要將以色列全會眾，按他們的宗族，凡以色列中從二十歲以外、
能出去打仗的，計算總數。」 

ò  總數  601730  比上次603550少1820



分地繼承

ò  26:52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ò  53「你要按著人名的數目將地分給這些人為業。

ò  54人多的，你要把產業多分給他們；人少的，你要把產
業少分給他們；要照被數的人數，把產業分給各人。

ò  55雖是這樣，還要拈鬮分地。他們要按著祖宗各支派的
名字承受為業。

ò  62利未人中，凡一個月以外、被數的男丁，共有二萬三
千。



女生繼承

ò  1屬約瑟的兒子瑪拿西的各族，有瑪拿西的玄孫，瑪吉的曾孫，基列的孫子，希弗

的兒子西羅非哈的女兒，名叫瑪拉、挪阿、曷拉、密迦、得撒。她們前來， 

ò  3「我們的父親死在曠野。他不與可拉同黨聚集攻擊耶和華，是在自己罪中死的；

他也沒有兒子。

ò  4為甚麼因我們的父親沒有兒子就把他的名從他族中除掉呢？求你們在我們父親的

弟兄中分給我們產業。」 

ò  6耶和華曉諭摩西說：7「西羅非哈的女兒說得有理。你定要在她們父親的弟兄中，

把地分給她們為業；要將她們父親的產業歸給她們。8你也要曉諭以色列人說： 

ò  『人若死了沒有兒子，就要把他的產業歸給他的女兒。9他若沒有女兒，就要把他

的產業給他的弟兄。10他若沒有弟兄，就要把他的產業給他父親的弟兄。11他父親

若沒有弟兄，就要把他的產業給他族中最近的親屬，他便要得為業。』 

ò  這要作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華吩咐摩西的。」



約書亞繼承領導

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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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ò  19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面前，囑咐他，

ò  20又將你的尊榮給他幾分，使以色列全會眾都聽從他。

ò  21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亞撒面前；以利亞撒要憑烏陵的判
斷，在耶和華面前為他求問。他和以色列全會眾都要遵
以利亞撒的命出入。」



會眾敬拜之例及女人許願

ò 要進應許之地，把先前第一次屬點做的事，
再做一次．  

ò 女子許願，出嫁前由父親，出嫁後由丈夫
不反對才算數 30:3-8 

ò 沒有丈夫的寡婦或被休的女人，許願就要
自己遵守 30:9  

ò 已婚婦女許願，丈夫如果不反對就是成立
 30:10-16  



開始征戰

ò  殺戮米甸人 

ò  1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ò  2「你要在米甸人身上報以色列人的仇，後來要歸到你
列祖（原文是本民）那裡。」

ò  3摩西吩咐百姓說：「要從你們中間叫人帶兵器出去攻
擊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為耶和華報仇。

ò  4從以色列眾支派中，每支派要打發一千人去打仗。」

ò  上帝交代摩西的最後一件事（讓他處事公正）

了



要地

ò  流便與迦得支派去見摩西，希望定居約旦河東  32:1-5  

ò  摩西責備迦得與流便支派不願意進迦南地將惹上帝發怒
讓以色列人滅亡。 32:6-15 

ò          迦得與流便支派兩支派表達仍願意一起進攻迦南地，只
是希望家屬與未來的產業位於約旦河東 32:16-19

ò  摩西警告迦得與流便支派要遵守諾言，兩支派也承諾要
遵命過河去打仗，但他們要定居約旦河東 32:20-32 

ò  摩西賜給兩個半支派，以及瑪拿西自行擴張取得的土地 
32:33-42  

  







過約旦河前的囑咐

ò 利未人的城邑  及逃城的數量  
ò 6你們給利未人的城邑，其中當有六座逃

城，使誤殺人的可以逃到那裡。此外還要
給他們四十二座城。

ò 7你們要給利未人的城，共有四十八座，
連城帶郊野都要給他們。

ò 8以色列人所得的地業從中要把些城邑給
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給，人少的就少給；
各支派要按所承受為業之地把城邑給利未
人。」

  



女性繼承人

ò  女性繼承人的婚姻規定  36:1-13  ◎ 27:1-11 中允許沒有
男性繼承人時，由女性繼承父親的產業。 

ò  6論到西羅非哈的眾女兒，耶和華這樣吩咐說：她們可以
隨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

ò  7這樣，以色列人的產業就不從這支派歸到那支派，因為
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產業。

ò  8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產業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人的妻，
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產業。

ò  9這樣，他們的產業就不從這支派歸到那支派因為以色列
支派的人要各守各支派



總結

ò  神同在----雲柱火柱引導，安營會幕在中心 

ò  神聖潔---會幕（聖地） 

ò  人軟弱神恩惠----以色列百姓的犯罪，不信，退縮，神
依然施恩應許不變． 

ò  應許之地----迦南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