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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记第一至十章

第一章

现在让我们翻到民数记。这卷书之所以叫「民数记」是因为在这卷书中以色列的人口一共

数点了两次。第一次是他们进入旷野中，开始飘流的初期；第二次是四十年后，他们要进

入应许之地前。因为以色列民进行了这两次人口普查，这卷书因而取名为「民数记」。我

们不会花费太多精力对各个支派的统计人数进行单独分析，但我们会做个有趣的比较，让

大家看到旷野的经历有多艰苦。四十年后出来的人数大不如四十年前加入的人数。在此期

间，总人口有下降的现象。

这就像我的小孙子过去曾经对我说：「爷爷，我想更长时间住在你家。我不想回家。我要

住在你这儿。」我回答说：「喔，威廉，爷爷也想要你留在这里久一点，最好搬进来一起

住。」他说：「爷爷，你真棒。我也想要这么做，我实在不想回家。」「你为什么不想回

家呢？」他说：「爷爷，我住在家里可辛苦啦！」跟爷爷给他的待遇相比，他觉得住在家

里太辛苦了。那些苦我都能想象到。住在旷野的艰苦跟他所谓的辛苦比起来，那才叫真正

艰难。以色列民在旷野倍受摧残。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比较，大家将会看到走出旷野中的

人，与那些四十年前走入旷野的人比起人数，实在少多了。

正如刚开始时我说的，这卷书的名字指的就是这两次人口普查。现在我们从第一节开始。

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民

数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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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中的会幕已于次年一月初一日建立了起来。所以，此时刚好是会幕设立一个月之后。

「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二十

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民数记 1：2－3）

这样，小孩与妇女都不在计数之内，只有大于二十岁的男子才计算。在各支派中都有一个

族长。第十七节：

于是摩西亚伦带着这些按名指定的人，当二月初一日招聚全会众。（民数记 1：17－18）

这些人的名字各个都代表着他们支派的人。注意到这里说：「按名指定的人」。实际上，

过去所有的名字都有其特别的意义。人的名字今天仍有其意义。在你发现你太太怀孕后，

就想为小孩取个名字。于是你就拿起字典或其他书籍来，开始查看名字，了解它们的意

义。

有些名字，虽然涵义很好，但却因某种原因从来没用作小孩的名字。比如「露西弗

（Lucifer）」这个名字，意思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实在很漂亮，但却不受欢迎。因为

有别的东西用了这个名字。

以上那些人，他们的名字也展现了他们一些情形，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人的名字。在第五

节，提到的第一个名字是以利蓿，意思是「我的神是盘石。」第六节，示路蔑意思是 「与

神相和。」第七节，拿顺意思是「预言者」。第八节，拿坦业意思是「神的恩赐」。第九

节，以利押意思是「我的神是天父。」第十节，伊莱沙玛意思是「我的神已垂听。」同样

在第十节，迦玛列的意思是「我的神是奖赏者。」第十一节，亚比但意思是「我的天父是

审判者。」第十二节，亚希以谢意思是「健康的兄弟」。第十三节，帕结意思是「属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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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第十四节，以利雅萨意思是「神添加的」。最后一个，亚希拉，不是个太好的名

字，意思是「他的兄弟是邪恶的。」他大概有个较年长，名声不好的哥哥，所以名字就叫

「他的兄弟是邪恶的。」

不管怎样，这十二个人都是各支派的族长或领导者，负责管理各支派。所以，这里列出了

各支派及他们的名字。你如果很感兴趣，可以再回头去看一看这些人所代表的各个支派，

他们都是各支派的首领。

现在，我们开始数点各个支派。

吕便子孙的后代…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四万六千五百名。（民

数记 1：21）

四十年之后，第二次数点时，吕便子孙只剩下四万三千七百三十人。这样，这个支派少了

将近三千人。

西缅子孙的后代…共有五万九千三百名。（民数记 1：22－23）

四十年后，西缅支派只有二万二千二百人。一半以上的人都消失了。迦得子孙有四万五千

六百五十名。四十年后只剩下四万零五百人，少了五千一百五十人。在第二十七节， 犹大

子孙有七万四千六百人。犹大支派在旷野漂流后增加到七万六千五百人。所以犹大支派是

少数几个人口增加的支派之一。

在第二十九节，以萨迦的子孙有五万四千四百名。在旷野飘荡之后，人数增加了近一万

名，达六万四千三百人。西布伦的子孙有五万七千四百名，后来增加到六万零五百人。

以法莲子孙的后代…共有四万零五百名。（民数记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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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莲支派后来减少到三万二千五百人，减少了八千人。玛拿西支派的子孙共有三万二千

二百名，后来增加到了五万二千七百人。便雅悯支派，三万五千四百名，后来增至四万五

千六百人。第三十九节，但支派总共有六万二千七百人。后来增加到六万四千四百人。亚

设支派共有四万一千五百名，后来增加到五万三千四百人。

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名。（民数记 1：46）

这些被数点人都是大于二十岁，能够带着枪矛出去打仗的人。他们在旷野飘流了四十年

间，整个世代都消逝了。最后只有其中两个人进入了应许之地。这两个人就是 约书亚与迦

勒。我们在下一星期会讲到这两人，这两个是在窥探美地之后带回好消息的忠实仆人。

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惟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

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帐

幕的；他们要抬〔抬或作搬运〕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在帐幕的四围安

营。帐幕将往前行的时候，利未人要拆卸，将支搭的时候，利未人要竖起…。（民数记

1：47－51）

利未支派的人要负责管理帐幕的事宜，包括搬运，支搭帐幕，当然这都是藉由亚伦大祭司

以及其它祭司，他们在帐幕里所办理的事情。

第二章

下面，我们要进入第二章，来看神如何安排以色列民围绕会幕安营。在第二节，

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纛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民数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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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大群人在旷野中移动的情景实在很有趣。考虑到整个旷野飘流的时间，及参与的人

数，我不清楚在历史上是否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大规模迁徙。

要构想一幅以色列民扎营情形的图画，首先要知道整个营区的正中心即是会幕，是大家集

会的地点。在会幕的上方，白天有云彩停留，晚上有火柱停留。会幕设立在 以色列民正中

心非常重要，因为神希望祂是这个民族的中心，是百姓个人心灵的中心。以色列任何人早

晨醒来，走出营帐的门外，向营的中心望去，就会看到停留在会幕上方的云彩，就会想起

神就在他们中间。

神位居民族的中心位置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当一个民族以神为中心时，这个民族就注

定要兴盛。人民心中常常意识到神的存在，这个民族就有兴盛的潜力。一旦人民失去以神

为中心的观念，神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也不再是民族生活的中心，这个民族就会衰

退。说来真是悲剧，神只在从前是我们民族的中心。我们国家就是以神为根基建立的，国

家的缔造者们曾想让人民感知到神，并认识神，同时认识到国家的生活需要神。所以在钱

币上印有「我们信靠神」，今天几乎成了一个讽刺，因为如今我们信赖的是钱币，是金

钱，而不是神。

但是你看我们的宪法与权利法案，仔细听我们国歌中歌词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当初国家的

缔造者们已将神摆在美国整个国家各个相互联系的生命中。只要以神为中心，我们国家就

会强盛。

美国设立的第一家公立学校中，圣经就是教科书。他们用圣经教导小孩如何读书，他们用

圣经敎小孩 ABC。它就是第一本教科书，在很多学校里，它甚至是唯一的教科书。今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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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法庭判决说，如果圣经在公立学校中被用在文学课的教导之外，就是犯法的。任何宗

教信仰与信靠的表现都是犯法的。这是多可悲啊。当初我们的国家就是以神为中心建立起

来的，现在却离得太远了。难怪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走向衰退。而且，这与我们想把神推离

美国人生命的努力成正比。我们将神推离多大程度，国家就衰退多大程度。

以色列民将会幕设立在正中间，所有帐营都围绕着会幕搭建。这是他们民族的生存中心，

民族的生活中心。这实在是太美了。

在第二章，我们看到所有以色列支派都被安排在会幕四周。首先，从犹大，以萨迦，和西

布伦支派开始。这三个支派安营在会幕的东边，用的旗号是狮子，颜色是绿色。这三个支

派的军队总数是十八万六千四百名。他们是起营时走在最前头的队伍。

在会幕南边的支派是吕便，西缅和迦得支派。这三个支派的旗号是人的脸，颜色是红色。

他们军队的总人数是十五万一千四百五十名。

会幕西边的是以法莲，玛拿西，和便雅悯支派。他们的旗号是牛犊的头，颜色是金色。他

们的军队共有十万零八千一百名。

最后，在会幕的北边是但，亚设，和拿弗他利支派。他们的旗号是老鹰，用的是红，白二

色。他们军队的总人数是十五万七千六百名。

关于这些旗号，我们看到的首先是狮子，其次是人的脸，牛犊的头，最后是老鹰。这让我

们想到什么？当你读到以西结书与启示录中的基路伯时，就会发现这些脸其实都在基路伯

的头上。基路伯的四面脸实际上是以色列营的旗号。这样，你就有了天使安营在主的百姓

四围的概念。神在会幕的中间。这会幕就是遇见神的地方，由神的民围绕着。他们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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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想到基路伯——神的天使安营在义人的四围。所以，这些神的子民，甚至这些旗帜，

都有其属灵的意义。

第三章

在第三章，神要摩西把利未家族分成三大分支：革顺家族，哥辖家族，和米拉利家族。这

样，利未人就被分成了三大主要家族。第十节说：

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治死。（民数记 3：

10）

第十二节，

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头生的；利未人要归我。（民数记 3：

12）

神在击杀了埃及所有的头生子之后，说：「所有头生的都是我的，他们属于我。」在这

里，神拣选了利未支派，不再是长子。也就是说，不再由每个家族献出他们的头生子来当

祭司。现在，神拣选了一个支派，利未支派，来服事祂。正如我刚刚说的，他们要被分成

了三个基本宗族。

第十五节，

「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室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民数记 3：

15）

其它支派都是数点二十岁以上的男子，与此不同，神要他们数点利未支派中所有一个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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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男子。在第十八，十九，和第二十节列出了革顺，哥辖，和米拉利的儿子的名字，以

及这些家室宗族首领的名字。

在革顺的宗族里一共有七千五百名男子。他们要安营在会幕的西边。首先，革顺的子孙在

以色列民要起营时，他们要负责帐幕与罩棚，罩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会幕院子的帷子与

门帘，以及所有周围部分的东西及绳子。他们要负责搬运会幕的这些部份。

下一个是哥辖宗族。今天所谓的哥辖家族，追朔他们的祖先至少可以到这个哥辖宗族。犹

太教师拉比就是从这个哥辖宗族而来。属哥辖宗族的男子有八千六百人。他们在会幕的南

边安营，要看守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以及圣所内所用的器皿，帘子并所有使用之

物。

属米拉利的…（民数记 3：33）

第三十三节

共有六千二百名。他们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米拉利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闩，柱

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橛子，和绳子。

在帐幕前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民数记 3：34－38）

这里我们对以色列民所安的营有更进一步的理解。紧挨着会幕的西边安营的是利未支派中

的革顺宗族。紧挨着会幕的南边安营的是哥辖宗族，北边则是米拉利宗族。而在会幕东

边，紧邻着会幕出入口安营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所以，如果你搭上直升机，

从上往下看以色列的帐幕，能看到这些帐幕的景象是这个样子——会幕在营帐的中心，利

未支派紧靠着会幕四围安营，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则在外围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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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数的，按着家室，从一个月以外的男

子，共有二万二千名。（民数记 3：39）

这里，因为主说：头生的都是我的。之后他们数点了所有的利未男子，总共有二万二千名

利未男子。神想确定祂得到了公平交易。

祂说：

「凡头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民数记 3：40)

他们数点了所有以色列的头生子，一共有二万二千二百七十三名。神说：「我少得了。」

因为利未男子数算起来只有二万二千人。这样，神少得了二百七十三名。因此祂说 ：「你

们必须要花钱赎回那二百七十三名。你们必须按人丁数，每人以五舍客勒的银子赎回，并

且把钱交给亚伦，因为欠缺了这么多。假如神拣选所有的头生子，应该要有二万二千二百

七十三名。因为利未男子只有二万二千名，所以少了二百七十三名。要以每人五舍客勒银

子来赎回去。这样，以色列人将赎银交给亚伦，将那二百七十三人从主那儿赎回。

第四章

在第四章中，我们看到哥辖子孙的职责包括搬运圣物等等。当然他们也数算一个月以上哥

辖宗族的男子。但很明显，这些小孩子不能搬运这些沉重的木板等圣物。年纪较大一的人

来负责就没什么问题。所以他们选择三十岁以上的男子开始在会幕服事，到了五十岁他们

就可以退休。任职的年龄在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

「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

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又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子上，将盘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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羹，奠酒的爵，和杯摆在上头。桌子上也必有常设的饼。在其上又要蒙朱红色的毯子，再

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民数记 4：5－8）

在陈设饼的桌上要覆盖一层蓝色的毯子，一层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小盘子以及常

设的饼仍要留在上头。他们要用金色的横木贯穿在上。哥辖子孙进入会幕之后，他们将看

不到约柜，也看不到常设的饼和灯台。万一见着这些东西，他们就会死去。 亚伦和他的儿

子们要将这些东西覆盖起来，包裹好，做好准备，让这些东西能够被搬运。之后，由那些

哥辖子孙进来搬运。他们抓起杆子将他们抬起。尽管约柜被各种皮毯包着，他们也不能碰

到约柜，又不能注视约柜。

「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剪子，蜡花盘，并一切盛油的器皿，全都

遮盖。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抬架上。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

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抬架上。又要把圣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狗皮

蒙上，放在抬架上。要收去坛上的灰，把紫色毯子铺在坛上；…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

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哥辖子孙所当抬的。」（民数记 4：9－

13；15）

当他们早上起床后，如果云彩升起开始移动，亚伦的儿子就必须要冲进去，将遮幔拆开，

然后把这些幔子盖在约柜上头。然后在上面盖上篮色的毯子，然后是海狗皮。在他们把会

幕所有的器具都包裹好，用金色的横木穿好后，哥辖子孙才能进来，抓起杆子搬运这些圣

物。这就是会幕搬移时，哥辖子孙的职责。

以下以第十六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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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香料，并当献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

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

将哥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派他们各

人所当办的，所当抬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

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民数记 4：16－20）

利未人不能进去观看圣所，由以利亚撒要带领他们进入，吩咐说：你抬这个，你搬那个。

由他指挥他们抬约柜两边的横木，免得这些抬的人死去。

历史上有个有趣的事例，就是非利士人夺走约柜后，不管他们将约柜带到哪里，那里就会

出问题。凡约柜所到之处，都会爆发脓疮等一些可怕的疾病。所以当他们将约柜带往另一

个城邑时，就会有人出来到城门口说：你们不能把约柜放在这里。你们是想要害我们吗？

所以他们最后决定要把约柜送还给以色列民。不过，他们考虑得还蛮仔细。他们想：这一

切或许只是巧合。所以他们决定这样做：把约柜放在拖车上，让牛拖着走，看牛把这约柜

拖往哪里去。如果牛车只在附近徘徊，我们就晓得这些事都是巧合。但是如果牛车直接往

以色列方向去，我们就知道，是约柜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们占有了这个属灵圣物，却不

知道如何处理它。

这样，他们将约柜放在拖车上，让牛拖着它走。结果牛拖着约柜边走边叫，笔直往 以色列

营去了。你知道，牠们一路都在哞哞地，将约柜拖回了以色列。当然，以色列人看到约柜

都非常的高兴，大卫也极其欢喜。他们就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仪式，一面庆祝，一面将约柜

迎回以色列，但这其间牛车出现了一个大颠簸，约柜差点倾覆下来，有一个人伸出手去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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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柜，结果他一碰到约柜就被神击杀了。

这件事使大卫心里很不安。哇，所有的欢欣与快乐都一瞬间阴沉了下来。大卫说：「把那

东西交给别人。」之后就回家了。他说：「我不想与那约柜发生任何关系。」他对神打断

了那欢乐的仪式很生气。但是神对大卫说：「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做正确事情。但你却在用

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大卫正是用错误的方法在做这件对的事情。他们应该要抬着约

柜，而不是放在牛车上拖着走。所以，过了一阵子之后，大卫带了祭司，他们在神面前献

祭，他们装上了横木，并且以正确的方式来搬运约柜，于是约柜就在大卫做王的时候被搬

运到耶路撒冷的会幕中。

因此，神说：「嘿，不要让这些人注视约柜，也不要让这些人碰它，免得他们死」是认真

的。这是对哥辖子孙的一种保护。他们负责搬运这些圣物时，亚伦的儿子必须先正确地处

理好。对这些搬运敬拜神用的圣洁器皿的人而言，这样才能够保护他们的生命。

在第二十四节开始提及革顺的子孙：

「革顺人各族所办的事，所抬的物乃是这样：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的盖与

其上的海狗皮，和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帷子和门帘（院子是围帐幕和坛的），绳子，并所

用的器具，不论是作甚么用的，他们都要经理。革顺的子孙在一切抬物办事之上都要凭亚

伦和他儿子的吩咐；他们所当抬的，要派他们看守。这是革顺子孙的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

事；他们所看守的，必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民数记 4：24－28）

所有有关的幔子，包括会幕顶上的四层幔子，盖会幕的门帘及环绕在会幕四周的帷子等，

都是由革顺子孙负责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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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米拉利的子孙，你要照着家室，宗族把他们数点。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

职，在会幕里办事的，你都要数点。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闩，柱子，和

带卯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

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民数记 4：29－32）

整座会幕具有相当强的可移动性。这些人能进去，将整座帐幕拆开，然后搬动至下个定

点，再将它设立起来。到了云彩停留的地方，他们便在那里搭起会幕。云彩移动时，他们

就跟着移动，当云彩停住时，他们也跟着停下来。所以利未的子孙，包括利未的这些宗

族，搬运会幕时，各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所有参与的男子一共有八千五百八十人。所以，

设立，拆解，搬运会幕时，他们都具有足够的人力资源。

第五章

在第五章中，神吩咐他们要洁净他们的帐营，要将长痲疯的，患漏症的，以及因碰到死尸

而不洁净的，屏除在营外。神不愿意祂住的营里有任何的污秽。所以以色列民就照着这么

做。他们将长痲疯的，任何患跟流血有关的病症的，以及碰到死尸污秽到自己的，都排除

在他们的营外。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

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

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与服事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以色

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与祭司。各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甚

么，都要归给祭司。」（民数记 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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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看到丈夫怀疑妻子不忠的法例。如果一个妇女有了婚外情，她的丈夫却不知道，

她没怀孕，也没有人发现。

「他丈夫生了疑恨的心，疑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他丈夫生了疑恨的心，疑恨她，她并

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为他带着大麦面伊法十分之一作供物，不可

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疑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祭司要

使那妇人近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

土，放在水中。……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作污

秽的事，你就免受这致咒诅苦水的灾。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

你行淫，（祭司叫妇人发咒起誓），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

人咒诅，成了誓语；』」（民数记 5：14－17；19－21）

这妇人就要喝下这杯苦水，然后等着看有什么结果。如果她的肚腹出现发胀等症状，她就

算犯了邪行，要被休弃。但是如果她喝了苦水却没事的话，她就无罪。她丈夫的疑恨也就

没有根据。

如果妳有一个嫉妒心很强的丈夫，每个礼拜都要喝这杯苦水。天啊，这样的女人就太苦

了。如果妳老公是个嫉妒心超重的人，就会更悲惨，更艰苦，因为他常常要把妳拉到祭司

前，重复这些祭礼并且喝那杯苦水。这就是疑恨的法例——疑恨的灵临到丈夫身上时的试

验法例。

第六章

第六章这里是有关许愿当拿细耳人的法例。一个人许愿当拿细耳人，是指他要在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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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保持圣洁，离俗归神。如果你想将自己以一个特殊的方式奉献给神，你可在一定的时间

段许愿当拿细耳人。在你许愿当拿细耳人的这段时期，不能喝酒，不能喝葡萄汁，也不能

吃葡萄，甚至是葡萄干。凡葡萄树上结的都不能吃。甚至不能吃莎玛（Sarma）这道菜，

因为那是用葡萄树叶做的。只要是来自葡萄树的，你都不能吃。另外，你不能剪头发。在

这段时间内，你不能用剃头刀剃头，也不能剪头发。这就是离俗归神的誓愿。

这个其实就是参孙生下来之后该遵循的誓愿。参孙的母亲，也就是玛挪亚的妻子本来没有

办法怀孕。但是主的使者向她显现并告诉她说：你将要怀一个男孩，不可以用剃头刀剃这

个孩子的头。葡萄树结的任何东西都不可喝，不论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将来神会使用他来

拯救以色列人，使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玛挪亚的妻子跑去告诉她丈夫说：「我在田间

遇见一个人，他告诉我说：我将要生个男孩，而且不能剃他的头，他要离俗当个拿细耳

人。」她丈夫回答说：「我要见见这个人。如果他再出现，就赶快告诉我。」玛挪亚的妻

子又到田间去，主的天使再次显现。玛挪亚的妻子就对他说：「你能不能在这里等一下？

我去叫我的丈夫，他想要见你。」

这样，玛挪亚跟随着他的妻子来到，当他看到主的天使时，他说：「喔，你知道，我太太

非常兴奋，而我呢，想直接问你希望我怎样养这个孩子？」天使就对玛挪亚再次复述了那

些规则。参孙是被指定当拿细耳人。他不可以剃头，一生下来就遵从拿细耳人的条例。这

就是归神离俗的象征。

随着时间的过去，参孙却跟大利拉搞在一起。大利拉天天逼他，想知道他力气大的秘密。

在这一持续压力之下，他处于一软弱状态时，透露说：「如果你把我的头发剃掉，我就会

像其它人一样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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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从这里得到了一个错误观念，认为参孙的力量在他的头发中。大错特错！头发不可

能使你强壮有力，少了它也不会使你软弱。参孙的力量是来自于他把自己献给了神。头发

没了则是他违背了对神的誓约的象征。任何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用的人都有一个力量

与能力的泉源。如果违背誓约，背弃了约定，就会跟其它人一样的软弱。这是 参孙自己的

见证。如果有人剃了他的头发，他就会跟其它人一样软弱。喔，力量是来自于在神面前完

全地献上自己，是对神的献身，脱俗归神。参孙从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归神的生命，因有

拿细耳人的誓约。一旦他违背了对神的誓约，就如象征违背誓约的剃头事件发生，他的软

弱就表现出来。这就是有关拿细耳人的条例。

我们知道耶稣是拿撒勒人(与拿细耳人同音)。拿细耳人的誓约就是在一段期间内，不可以

剃头，而且任何来自葡萄树上的都不能喝。当这段时间满了，也就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满

了，你必须要，

「…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作赎愆祭…人要领他到会幕门口，他要将供物奉给耶和华，就

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作赎罪祭，和一只

没有残疾的公绵羊作平安祭，」（民数记 6：12－14）

这涵盖三个步骤的献祭：一个归神的燔祭，因为你已经在这段时期分别出来归给了神；一

个赎罪祭，及一个平安祭，就是与神之间有聚会或是交流的献祭。

「并一筐子无酵调油的细面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并同献的素祭和奠祭。祭司要在耶和

华面前献那人的赎罪祭和燔祭；也要把那只公羊和那筐无酵饼献给耶和华作平安祭，又要

将同献的素祭和奠祭献上。拿细耳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离俗的头，把离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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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下的火上。」（民数记 6：15－18）

归神的日子结束了，你要剃头，并且在献平安祭时，把你的头发加在平安祭里一同烧掉。

「…祭司就要取那已煮的公羊一条前腿，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酵饼和一个无酵薄饼，都放

在他手上。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与所摇的胸，所举的腿同为

圣物，归给祭司。然后拿细耳人可以喝酒。许愿的拿细耳人为离俗所献的供物，和他以外

所能得的献给耶和华，就有这条例。他怎样许愿就当照离俗的条例行。」耶和华晓谕摩西

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民数记 6：19－23）

这里，祭司的工作有两层的功用。第一种服事是代表人民站在神的面前，因为人不能亲近

神。亲近神对有罪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有罪的人是不可能接近圣洁公义的神的。你生命

里存在的罪恶，当你接近神时，神的圣洁会把你烧焦。因此，不义与不洁的人不能亲近

神，需要有人代表你接近神，这就是祭司的工作。你去找祭司，带着你的祭品去，他会把

你的祭品带到神面前，代表你来到神的面前。接着，他必须代表神回到你面前。所以他的

服事是两层的：在神面前，代表人民；在人面前，代表神。

这里就是祭司代表神的方式。他回到以色列民面前时，带着这三层的祝福代表神回来。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

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民数记

6：24－27）

在这些经节中，神的名字是以子音来拼成，中间没有元音，所以我们无法发这个音。经节

中神的名字是以大写的字母「YHVH」来拼成，只含有子音。因为他们不希望人民说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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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甚至不能在他们的心里叫神的名字，所以神的名字该怎么发音就因而失传了。不

管是耶和华也好，或者是雅威也好，一直都是神学辩论的焦点，只是没有人能百分百肯

定。但是，这就是神显示祂自己，让人来认识祂的那荣耀的名字，而其实那实在不像是个

名字，因为那是个动词，意思是 「适合人的」，也就是根据人的需要，神就能成为他们心

中的神的样子，所以神的名字常常跟其它字辞连结在一起。当以撒对亚伯拉罕说：「这里

有木材，也有火，但是祭品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回答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为祂

自己预备祭品。」所以之后他称耶和华以勒的名为神必预备。神成为我们的供应者。

之后当以色列民与亚玛力人打仗，亚玛力人他们精训过的军队，在代表亚玛力人的旗帜下

出来迎战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在几乎被俘虏的状态下，以完全无技术可言的战术，也没有

所谓的以色列战旗，就只是一堆人拿着木头与棍子。或许还有人对摩西说：「我们的战旗

在哪里呢？」摩西因而回答说：「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们的旗帜。祂成了我们的旗

帜。

还有，神以耶和华拉法的身分显现祂自己，祂成了我们的医治。圣经在耶利米书中提到当

神的国度来临时，我们会以耶和华齐根努的名字来认识祂，也就是耶和华成了我们的义。

而我们知道耶稣是耶和华最普遍的名字。因为希腊文中耶稣的名字是希伯来文里耶和华约

书亚的缩写，也就是耶和华就是救赎的意思。

当约瑟在考虑是否要将马利亚送出去受审判或是将她私下给休掉时，主的天使对他说：

「不要害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为在她体内受孕的是来自于圣灵。她将要生

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约书亚，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他是以

他自己的名字来显示他本身，甚至连当时以色列的首领都喊着这样的口号：耶稣，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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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我们的救赎。

所以，愿主耶和华赐福于你。神希望祂的名字与祂的民连结在一起。首先，是有关祝福，

因为神想要赐福给祂的百姓。神祂掌权的祝福，祂恩典的祝福，祂的平安的祝福。这些都

是我们藉由耶稣基督已经得到的祝福。「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疵，欢欢喜喜

站在祂荣耀之前的救主。」 (犹大书 1：24）恩典，是照着基督高深的恩赐，祂成了我们的

平安，祂打破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屏障。所以，神已经藉由耶稣基督来实现这件事，将祂的

名字与祂的人民连结在一起。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民数记 6：24

－25）

正如同耶稣的脸像太阳般闪耀有荣光。而闪耀有荣光的脸总是说明了希望，美好，恩典，

以及所有与恩典相关的。所以，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民数记 6：26）

一个微笑的脸，你的容颜就会被提起来。一个下垂的容颜是皱着眉头愁眉苦脸的样子。很

多人想象神就是愁眉苦脸皱着眉头的看着他们。记得我们的大女儿，当她像一般小孩一样

经历常有的情绪起伏时，觉得没有人爱她。她那个时候才几岁而已，喔，当时她正需要被

管教，而当她被纠正的时候，她就觉得没人爱她，大家都讨厌她，没人爱她。所以我说 ：

「喔，贞，你很清楚的，我们爱你的。」她回答说：「喔，不，你们不爱我。」 我说：

「喔，那耶稣爱你好了。」她回答说：「不，他不爱我。」我说：「你是指什么呢？」她

说：「我刚刚看着那片云，耶稣他从云后面冒出他的头来，对我吐舌头。」她那小小的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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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力还真狂野。

就像我的孙子。上次他们从中加州回来时，他们经过一场极大的闪电风暴。闪电打的到处

都是。我孙子坐在后车座，尽情享受着这场风暴。接下来他们的车子继续在路上开着，他

睡着了，醒来时他说：「我刚刚梦见耶稣在天上按着开关，每次他一开开关时，就有闪电

打下来。」接着他又说：「有一只兔子在路上跳啊跳，当耶稣打开开关时，闪电把它电死

了。」他妈妈就对他说：「喔，威廉啊，那真惨啊！」他回答说：「喔，或许耶稣不知道

闪电会打到它吧!」我儿子就对他说：「威廉啊，耶稣知道所有的事啊!」他回答说：

「喔，这样的话我想他大概想要射死那只兔子吧！」

我们想象的能力真是惊人吧！ 我们的想象力可以非常的狂野。常常我们想象神对着我们皱

着眉头。神在生我的气。神对我皱眉头。但是神说这就是我要你将我的名字与我的人民连

结在一起的方法。告诉他们：「愿主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神这个笑脸的应许真是荣耀啊。当我仰着脸，注视着主的荣耀时，我心中是何等的平安

啊。看到那光亮闪耀的脸，了解说原来神对我笑着，因为祂爱我，我是祂的孩子，我是在

耶稣基督里。在基督里，我经验到神的恩典，来自神的平安，以及从神来的大能。这些都

是在耶稣基督里，属于神的孩子所能得到的祝福。

但是在旧约时代的环境下，祭司制度，会幕等等，都在表明说人是不能接近神的。你不能

直接接近神。你一按到开关就会被电到。所以呢，要想接近神，却不经由耶稣基督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那样的话，没有祭司参与其中，也没有需要被献祭的祭品存在。没有人代

表你，为你去接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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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今日被称做是虔敬的犹太人的，就是最让我感到困扰的一件事。我不管他们在敬拜

时有多虔诚。他们要如何处理他们的罪的问题呢？他们怎样去接近神呢？神设立旧约，让

人可以接近祂，但是在那个约中，神是藉由律法，献祭的律法来立约，使人能接近祂。就

这样没有献祭，没有祭司，没有人代表人民去接近神的话，他们怎么敢带着他们所行的善

去接近圣洁正义的神呢？ 而且还自认为神祂会接受他们？他们根本就没有尊重神与祂的人

民之间所设立的约。所以，不管他们多么的真心，多么的虔诚，他们都不能接近神，除非

他们重新设立起之前的旧约。不过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的话，他们会发现还是没有办法去

接近神，因为神已经废止了旧约，如此祂才能藉由耶稣基督来建造新约。

所以，基督是新约的中保，因为想要接近神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中间的媒介。祭司是旧约

时代的中保，耶稣基督成了新约时代的中保，我们是藉由耶稣基督去接近神的，反之，神

也是藉由耶稣基督来亲近我们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我能与神建立关系，认识神。所以耶

稣基督对任何想要接近神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第七章

在第七章里头我们看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带着他们的供物来献给神。在第三节我们

读到，

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篷子车和十二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

车…（民数记 7：3）

换句话说，每两个首领献一辆蓬子车，每个首领献一只公牛。

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民数记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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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要送给利未支派的家族，为的是要帮助他们的职责，因为他们必须要搬运会幕的幔

子等等与会幕相关的圣物。

把两辆车，四只牛，照革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利子孙

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辖子

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民数记 7：7－9）

哥辖子孙没有分得车子。接下来，每个支派的首领带着他们的供物出来，

「…一个银盘子，重一百三十舍客勒，一个银碗，重七十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

盛满了调油的细面作素祭；一个金盂，重十舍客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

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

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作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供物。」（民数记 7：13－

17）

这里各支派的首领都准备了一模一样的供物，如果我们一个一个读过去的话，就太过多余

了。不过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一样的供物来献给神。这就是用膏抹坛的当天，为了要

举行献坛之礼，以色列各族长带来要献给神的供物，而从第八十四节到第七章末尾记录着

所有的献礼供物。

第八十九节，

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

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民数记 7：89）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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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

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民数记 8：1－3）

接下来这里是有关洁净利未人的条例。

「…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将利未人奉

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

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民数记 8：7，10－11）

这里有点算是祭司职务的任命仪式。像在新约当中，他们会按手在那些要被差遣出去传讲

神道的人身上，在使徒行传十三章提到 圣灵说：「为我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去做我召他们

所做的工。」所以当他们禁食祷告之后，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打发他们去了。这种按

手在他们头上，算是一种任命的仪式。所以利未支派必须被带到会幕之前，以色列会众聚

集在他们周围，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些人要在属灵的事上服事我们。

「利未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你要将一只作赎罪祭，一只作燔祭，献给耶和华，为

利未人赎罪。」（民数记 8：12）

之后他们开始他们祭司的职务，为神服事人民。第二十四节：

「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

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至

于所吩咐利未人的，你要这样向他们行。」（民数记 8：24－26）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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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中，在他们离开埃及后的第二年正月，有几个人来到摩西面前跟他说：「当你们守

逾越节时，我们当时不洁净，所以被禁止献供物给神。」也就是说在正月十四日，他们因

为碰到死尸等脏东西，使他们变得不洁净，因此他们不能守逾越节，于是他们就把这问题

带到摩西面前。那天我们在礼仪上算是不洁净，所以我们不能守逾越节，我们现在该怎么

办呢？所以摩西说：「喔，我们等候神，问神好了。」所以摩西进入会幕，来到神面前跟

祂说：「主啊，对这些人该怎么办呢？」主回答说，如果他们在正月十四日当天因为礼仪

上的不洁净，或着说他们当天在远方行路而不能守逾越节的话，那他们可以在第二个月十

四日守这个逾越节。但是如果你没有不洁净，也没在远方行路的话，你就没有理由在正月

十四日不守这个节日。如果你不守逾越节的话，你就必须从以色列民中剪除。

换句话说，每个成年男子在第一个月的第十四日都要守逾越节，除非说有外来的因素，那

你就有权利或被获准在第二个月的十四日守逾越节。不过无论如何每年你都必须要守逾越

节。所以神给那些不洁净的人这个特别的法例。

从第十五节开始，我们看到以色列营是怎样起行的。

「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

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

几时起行；云彩在那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瑞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

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住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

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

吩咐住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民数记 9：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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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神直接掌控他们什么时间起行，什么时间停下。他们顺从神的指示。神彻底地

控制他们的行动。

「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住营不起行，但云彩收

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

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民数记 9：22－23）

第十章

然后从第十章开始，摩西被吩咐说要做两枝银号角。这两枝银号角是用来召聚以色列的会

众，也是在打仗时用来做警示用的。如果他们吹一大声，会幕东边安的营要起行 （进入战

场？）。如果他们吹二大声，则在会幕南边安的营要起行（进入战场？）。所以这两枝号

角是用来协助指挥以色列民用的。

这很自然的，当你手中要管五十万以上的成年男子，再加上妇女跟小孩，而你又没有任何

沟通系统；没有无线电，没有接收器等等的，你必须要想办法让整个营队有秩序。如果营

队被攻击了，可能东边的营被袭击了，而西边的营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呢，多年

来累积的战事经验直到现今我们所使用的沟通方式，号角的吹奏一直都被用来指挥许多军

队的事宜，甚至到今日，很多的军营仍吹奏着号角。

当我们在夏威夷时，我们去了一些军事基地，听到他们在午餐时间吹号角召集大伙到饭厅

吃饭，期间我们也听见号角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吹奏，阿兵哥们则做出相对的回应。基本上

号角的用途大致是如此。它们用来召聚会众，或是用来作为被袭击时的警示，或有其它的

用途，也因此，他们以不同方式来吹奏出各种不同的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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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到耶稣回来时神的号角被吹响。这个神的号角是用来召聚

所有神的儿女的。这是多么的光荣啊，我几乎不能等到那号角被吹响。我不知道那旋律是

什么，不过我告诉你啊，一旦我一听到，我一定能马上认出来。你知道的，我会知道那是

神在呼召祂的小孩，召聚我们跟祂回天家。所以，我们持续的等待着神召聚祂的教会。

「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

前作为记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

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奈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民数记 10：10－12）

所以到这里会幕已经设立好了，一切开始照规定运作。所以神开始带领他们往应许之地前

进。所以云彩收上去，从西奈山的旷野移向应许之地，也就是向应许之地的方向前去的巴

兰旷野。

因此所有的利未人都进入会幕，开始拆除会幕，而亚伦的儿子开始覆盖圣物，这有点像是

最后的预演会。他们之前已经被教导该怎么做，现在当云彩收上去时，他们便要开始进

行，哥辖子孙进入开始搬他们负责的圣物，革顺子孙跟着进入，然后是米拉利子孙，开始

移动了。我们上路了，有兴奋的气氛，神开始移动我们了。

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流珥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

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

经应许给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民数记 10：29－

30）

何巴他的族人住于西奈山附近，所以他宁可回到他的老家去，也不愿迈向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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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

目。」（民数记 10：31）

换句话说，何巴这家伙是个在沙漠中生存的人。他可以在沙漠中探路；他能知道哪里有

水，他有那种在沙漠求生存的智慧，熟通沙漠的知识。所以摩西很希望他跟他们一起走，

因为他对沙漠环境非常熟悉。所以你可以当我们大家的眼睛。摩西请求这个家伙留在他身

边。

「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甚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甚么好处待你。以色列人

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

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

摩西就说：「耶和华阿，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

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阿，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民数记 10：32－

36）

那真是美丽啊。每当云彩收上去的时候，摩西就说：「主啊，求你兴起在我们前面行，愿

你的仇敌四散。」而当云彩停住时，他就说：「好吧，主啊，求你回到你的民中。」你知

道的：「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所以神现在要开始要将他们向应许之地的方向推动。在民数记未来几章中我们将会见到许

多非常刺激的探险。我真的很喜欢民数记。虽然在最前面有关数计人口的地方有些繁琐又

重复的部份，但是接下来当神开始带领他们向祂所应许的土地前进时，我们将会感受到一

些较为刺激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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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站起来。一起祷告

愿主在未来一周里与你同在，并且引领你。就像祂引领以色列人一般，他们顺服的听从主

的吩咐，当主说移动时，他们就移动，当主说停住时，他们就停住，愿主使我们对于圣灵

的引导更加的敏锐，这样我们才能清楚知道主下的指令，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需要

休息。如此让我们走在与主的团契聚会中，也愿主赐福于你，保护你。愿主使祂的脸光照

你，赐恩给你，愿主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