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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綱要
<壹>西乃山下(一 ~ 十﹕32)
(一)第一次數點百姓(一章)
(A)時與地
時間 -- 出埃及地後第二年二月
地點 -- 西乃山下
(B)數點的目的
(1) 數算﹐述說自己的家譜(2﹐18)
(2)編組成軍隊(13)
(C)數點的標準
(1)以色列人
(2)男丁
(3)廿歲以上
(4)能出去打仗的
(D)負責數點者 -- 摩西﹐亞倫及十二支派首領(44)
(E)數點之後的編製
(1)照各支派的家室與宗族數點
(2)十二支派各有其首領作代表
(3)數點結果根據安營順序排列 -- 超越肉身關係
(F)利未支派不在其中(47-53)
(1)利未人特特屬神﹐另有其特殊數點(47-49)
(2)利未人在行路時的特別職責(50-53)
(G)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他們就照樣行了(54)
(二)各支派的安營(二章)
(A)安營的原則
(1)各歸本營﹐各歸本纛﹐在本族的旗號下(1﹕52﹐2﹕2)

(2)對著會幕安營(2)
(B)安營的分佈
(C)行軍的順序(34 及參見 10﹕14 - 28)
(三)有關利未人的條例(三 ~ 四﹐八﹐十八章)
(A)利未人的特殊身份
(B)利未人的特殊職任
(1)是神賜給亞倫家的賞賜 -- 服事亞倫家(3﹕6﹐8﹕19)
(2)辦理會幕的事(3﹕7-8﹐8﹕15﹐19)
(3)為以色列人贖罪(8﹕19)
(C)利未人職任之分配(3﹕21-39﹐4﹕1-34)
(1)革順子孫的職任(3﹕21-26﹐4﹕21-28)
(a)在帳幕後(西邊)安營(3﹕23)
(b)負責看守及扛抬帳幕﹐罩棚及蓋﹐會幕的門簾﹐院
子的帷子﹐門簾及繩子等
(2)哥轄子孫的職任(3﹕27~32﹐4﹕1~20)
(a)在帳幕的南邊安營(3﹕29)
(b)負責看守及扛抬約櫃﹐桌子﹐燈臺﹐兩座壇及聖所
內使用的器皿,簾子及一切使用之物
(c)扛抬聖物的特殊講究(4﹕1~20)
包裹聖物的要求(4﹕1~14)
扛抬聖物的要求(15~20) -- 三個會致死的規定
(i)不可摸聖物(15)
(ii)各人辦所當辦的﹐抬所當抬的(v19)
(iii)片時不可進去觀看聖所(v20)
(3)米拉利子孫的職任(3﹕33~37﹐4﹕29~33)
(a)在帳幕北邊安營(3﹕35)
(b)負責看守及扛抬豎板﹐閂﹐柱子﹐卯座﹐橛子﹐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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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亞倫家(3﹕38)
(a)在帳幕前(東邊)向日出之地安營
(b)負責看守聖所﹐替以色列人守耶和華所吩咐的
(D)利未人的數點(三﹑四章)
(1)特特屬 神﹐不能與百姓一同數點(1﹕47~49)
(2)有特別獨立的數點
(3)不只一種的數點
(a)凡是一個月以外的男子(3﹕15~51) -- 為了替代以色
列頭生的
(b)卅歲至五十歲的男子(4﹕46~49)
-- 為了在會幕中任職
P.S. -- 25 歲以外就要前來任職﹐學習辦理會幕之事
(8﹕24~26)
(E)利未人的潔淨條例(八章)
(1)選召 -- 從以色列人中選出利未人(5)
(2)潔淨(v7)
(3)獻祭(v8)
(a)贖罪祭 (b)燔祭 (c) 素祭
(4)獻利未人(9~18)
(5)盡職責
(a)辦耶和華的事(v11)
(b)辦以色列的事(v19)
(c)為以色列贖罪(v19)
(F)祭司與利未人的職份與福份(十八章)
(1)祭司們的賞賜

(a)祭司職任本身就是賞賜(7)
(b)利未人(4~6)
(c)祭物(8~17)
(d)利未人的十一奉獻(26~30)
(e)神自己(v20)
(2)利未人的產業
(a)利未人的職任本身(v23﹐v4)
(b)以色列人出產的十分之一(21~24)
(c)神自己是他們的產業(v4﹐書 13﹕33)
(四)潔淨的條例(五章)
(A)凡不潔者﹐屏諸營外(1~4)
-- “…免得污穢他們的營﹐這營是我所住的”
(B)凡犯罪者﹐須為罪負責(5~10)
(1)干犯神 -- 獻祭贖罪
(2)得罪人 -- 如數賠還外加 1/5
(C)疑妻行淫之處理(11~31)
(五)拿細耳人條例(六章)
(A)立拿細耳人條例的目的(1~2)
(B)拿細耳人的條例
(1)三個特別要求
(a)遠離清酒與濃酒(3~4)
(b)不可剃頭(5)
(c)不可摸死亡(6~8)
(2)離俗期間被玷污的處理(9~12)
(3)滿了離俗日子的條例(13~21)
(a)獻祭(13~17)
-- 燔祭 + 贖罪祭 + 平安祭 + 奠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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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剃離俗的頭(18)
(c)獻搖祭與舉祭(19~20)
(d)可以喝酒
(C)拿細耳人的歷史(補充)
(六)會幕建立後各族長獻禮(七章)
(A)獻禮時機 -- 摩西立好帳幕並抹膏分別為聖之後(1﹐88)
(B)奉獻者 --十二支派都獻相同的禮﹐由各族長代表獻上
(C)獻禮方式 -- 每天一個首領來獻供物﹐共 12 天
(D)奉獻內容
(1)獻給利未人辦事用的篷車與公牛
(a)每兩位首領奉獻一輛車
(b)每位首領奉獻一隻公牛
(c)革順子孫 -- 得兩輛車﹐四隻牛
米拉利子孫 -- 得四輛車﹐八隻牛
哥轄子孫 必須以肩抬聖物﹐所以沒分給他們
(2)獻壇的禮
(E)重覆記載之屬靈意義(補充)
(七)守逾越節(9﹕1~14)
(1)時間 -- 出埃及地以後第二年正月 14 日黃昏的時候
(2)方式 -- 按著這節的律例典章而守
(3)例外 -- 2/14 的特殊用意
(4)推辭不守節者必剪除(13)
(5)外人寄居者可同守
(八)雲柱﹑火柱與百姓的關係(9﹕15~23)
(1)悅納百姓(15﹐出 40﹕34~35)
(2)覆庇百姓(15-16﹐出 14﹕19-20﹐24)

(3)引導百姓(17-23﹐出 40﹕36-38)
(九)製銀號並定其用法(10﹕1-10)
(1)銀號的製法(2)
(2)銀號的目的
(3)銀號的用法
(4)吹銀號的要求
(十)摩西岳父求去(10﹕29-32)

<貳>由西乃山到迦底斯巴尼亞(10﹕33 ~十四章)
(一)自西乃啟程(10﹕11~13﹐33~36)
(1)因神動才動(11)
(2)乃“按站”往前行(12)
(3)約櫃與百姓的特殊關係(33-36)
(a)為百姓尋求安歇之處
(b)約櫃起行時
(c)約櫃停住時
(二)他備拉百姓發怨言受懲(11﹕1-3)
(1)起因
(2)神的反應
(3)摩西的反應
(4)結果
(5)屬靈教訓
(三)基博羅哈他瓦事件(11﹕4~35)
(1)事件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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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的反應
(3)摩西的反應
(4)結果
(5)屬靈教訓
(6)插入 -- 招七十位長老輔助摩西(16-17﹐24-30)
(四)米利暗與亞倫譭謗摩西受管教(十二章)
(1)事件背景
(2)神的反應
(3)亞倫與摩西的反應
(4)結果
(5)屬靈教訓
(五)摩西遣探窺美地(十三~十四章)
(1)探地的原因(1﹐申 1﹕19-46)
(2)探地的人 --各支派的族長
(3)探地的內容(17-20)
(4)探地的時間 -- 40 天(25)
(5)探地的結果 --果然是流奶與蜜之地…然而…
(a)10 個探子的惡信
(b)迦勒與約書亞的信心勸勉
(6)百姓的反應
(7)迦勒﹑約書亞的反應
(8)神的保護與干涉
(9)摩西的禱告(13-19)
(10)神的回應
(a)垂聽摩西的禱告
(b)賜迦勒﹑約書亞特別的應許(24﹐30﹐38)
(c)對百姓的審判

對探子
眼前的審判
未來的審判
(11)百姓對神審判的反應
(12)屬靈教訓

(參)卅八年曠野漂泊(十五~廿一章)
(一)聖別條例(十五章)
(A)獻祭之例(15﹕1-31)
(1)有關燔祭﹑平安祭﹑素祭﹑奠祭條例(1-13)
(2)有關外人獻祭條例(14-16)
(3)有關舉祭條例(17-21)
(4)有關贖罪祭條例(22-31)
(B)犯安息日者的處置(32-36)
(C)衣裳上的藍細帶子(37-41)
-- 神子民屬天的分別記號
(二)可拉黨叛逆(十六章)
(1)參與叛逆者(1-2)
(2)叛逆的原因(3)
(3)摩西的反應(4-11)
(4)叛黨的態度(12-14)
(5)摩西的求告與處理(15-19)
(6)神的反應與審判(20-40)
(a)可拉黨被地吞吃
(b)250 位首領被火燒滅
(7)百姓不知悔改致遭瘟疫(41-50)
因摩西﹑亞倫代求疫災才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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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死了一萬四千七百人
(8)屬靈的教訓
(三)復活權柄的明證(十七章)
(A)神特別的要求(1-7)
(B)神特別的顯明(8-9) -- 亞倫的杖發芽開花
(C)神特別的教育(10-11) -- “作記號…使怨言止息”
(D)百姓的硬心(12-13)
(四)祭司與利未人的職份與福份(十八章)
-- 見(壹)之(三)(F)
(五)除污穢的水(十九章)
(A)除污穢水的作法
(B)除污穢水的用法
(C)除污穢水的適用對象
(1)接觸死屍者
(2)接觸受死亡沾染過者
(D)屬靈的教訓
(六)卅八年漂泊之後期(廿章)
(A)米利暗卒(1)
(B)在迦低斯因缺水而爭鬧
(1)百姓的埋怨(2-5)
(2)摩西因擊打磐石而干罪(6-13﹐詩 106﹕32-33)
(C)以東人攔阻以色列人﹐不許其過境(14-21)
(D)亞倫卒(22-29)
(七)由何珥山到摩押平原(廿一章)

(A)何珥瑪之役(1-3)
(B)火蛇的審判與銅蛇的拯救(4-9)
(1)受審的原因 -- 心中煩躁﹐怨讟神和摩西
(2)埋怨內容(5)
(3)審判過程(6-7)
(4)神的救法(8-9)
(5)屬靈教訓
(C)比珥井的見證(16-20)
(D)連敗亞摩利和巴珊二王(21-35)
-- 除去一切前進攔阻

(肆)摩押平原(廿二 ~ 卅六章)
(一)巴勒召巴蘭(廿二章)
(A)背景(1)
(B)召巴蘭的原因(v2-6)
(C)召巴蘭的過程
(D)神對此事的態度與反應(9-12)
(E)天使阻攔巴蘭(21-35)
(F)巴蘭險被擊殺的原因(彼後 2﹕14-16﹐猶 11﹐申 23﹕5﹐
啟 2﹕14﹐民 31﹕8)
(G)巴勒迎見巴蘭
(二)巴蘭的四次歌詩
(A)巴蘭第一次的作詩(23﹕8-10) -- 歌頌神的子民
(1)是蒙福﹐蒙愛的子民
(2)是被分別出來特特屬 神的子民
(3)是強大且極其興盛之民
(4)是滿了生命見證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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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的反應> (23﹕11-14)
(B)巴蘭第二次的作詩(23﹕19-24) -- 歌頌神子民蒙福之因
(1)神的信實與大能
(2)神的救贖與赦免
(3)神的同在與掌權
(4)神的帶領與護庇
<巴勒的反應> (23﹕25-30)
(C)巴蘭第三次的作詩(24﹕5-9) -- 歌頌神子民所蒙之福
(1)是特別令人羨慕的子民
(2)滿了豐盛生命的見證
(3)福杯滿溢﹐成為眾人的祝福
(4)國勢興盛﹐勝過眾仇敵
(5)偉大的神及其後盾與倚靠
<巴勒的反應> (24﹕10-11)
(D)巴蘭第四次的作詩(24﹕17-24) -- 預言詩﹐基本上分為三
段
(1)預言彌賽亞的降臨與得勝(17-19)
(2)預言鄰國列敵的傾覆(20-22)
(3)預言敵基督的出現與沉淪(23-24)
<巴勒的反應> (24﹕25)
(三)百姓陷巴蘭網羅 -- 在什亭犯罪遭懲(廿五章)
(A)巴蘭的詭計 -- 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啟 2﹕14)
(B)百姓陷入網羅(1-2)
(1)仇敵的詭計
(2)百姓的責任
(C)神的忿怒與懲置(3-5﹐9)
(D)危機中的轉機

(1)非尼哈的忌邪之心(6-11)
(2)神的反應
(a)瘟疫止息(9)
(b)怒氣止息(10-11)
(c)與非尼哈立平安之約(12-13)
(d)命摩西擊殺米甸人(16-18)
(E)西緬支派的失敗(14-15)
(F)屬靈的教訓
(四)再度數點百姓(廿六章)
(A)數點的背景(1﹐3﹐63)
(B)數點的標準(2﹐4)
(C)數點的目的 -- 為著承地為業(52-56)
(D)數點的結果(5-51)
(E)利未人的數點(57-62)
(F)此次數點的特點(64-65)
(五)西羅非哈之女求產業(廿七 1-11﹐卅六章)
(A)西羅非哈的眾女兒請求得地為業(27﹕1-4)
(B)摩西的求問與神的允準(5-11)
(C)眾族長們對產業的關切(36﹕1-4)
(D)摩西的定規(5-9)
(E)西羅非哈眾女兒甘心順服一切安排(10-12)
(六)指示摩西將歸列祖(27﹕12-14)
(七)立約書亞承繼摩西職份(27﹕15-23)
(1)摩西的美好靈性
(2)約書亞 -- 蒙神揀選﹐新一代的領袖

7

(八)獻祭條例(廿八~廿九章)
(A)每日(Daily)當獻祭之祭(28﹕1-8)
(1)獻祭時間 -- 早晨﹐黃昏各獻一次
(2)獻祭內容
(B)安息日(Weekly)當獻之祭(28﹕9-10)
(C)月朔(monthly)當獻之祭(28﹕11-15)
(D)每年(Annually)幾個重要節期當獻之祭(28﹕16 - 廿九章)
(1)逾越節當獻之祭(16-25)
(a)時間
(b)內容
(c)意義
(2)七七節(五旬節)當獻之祭(28﹕26 -31)
(a)時間
(b)內容
(c)意義
(3)吹角節當獻之祭(29﹕1-6)
(a)時間
(b)內容
(c)意義
(4)贖罪日當獻之祭(29﹕7-11)
(a)時間
(b)內容
(c)意義
(5)住棚節當獻之祭(29﹕12-40)
(a)時間
(b)內容
(c)意義

(九)許願之例(卅章)
(A)許願原則(1-2)
(B)本章主要通用對象與範圍 -- 女子
(C)本章主要屬靈教訓
(十)戮米甸人(卅一章)
(A)報仇(1-12)
(1)為以色列人報仇
(2)為耶和華報仇
(3)殺巴蘭
(B)得勝之後
(1)不給仇敵留地步(13-18)
(2)潔淨兵丁與擄物(19-24)
(3)均分擄物(25-47)
(a)1/2 歸打仗兵丁﹐其中 1/500 歸祭司
(b)1/2 歸會眾﹐其中 1/50 歸利未人
(4)獻擄物﹐歸榮耀給 神(48-54)
(十一)流便﹑迦得二支派求業於約但河東(卅二章)
(A)想留約但河東之因
(B)所提之要求
(C)摩西的提醒與囑咐
(D)結果
(1)短期上
(2)長期上
(E)屬靈教訓
(十二)數點百姓腳蹤(卅三章)
(A)數點腳蹤的重要意義

8

(B)整個行程的主要特點
(C)從蘭塞到摩押平原
(十三)神對摩西最後幾次的曉諭(33﹕50 - 卅五章)
(A)重述進入迦南地的使命(33﹕50-56)
(1)趕出那地居民(52﹐55-56)
(2)除滅一切偶像(52)
(3)承受產業(53-54)
(B)定出迦南地的界限(34﹕1-15)
(1)迦南地的明確界限(34﹕1-12)
(2)河東支派不在其內
(C)揀選負責分地之人(34﹕16-29)
(1)祭司以利亞撒
(2)嫩的兒子約書亞
(3)每個支派中的一位首領
(D)囑咐以色列人要分別城邑給利未人(35:1-8)
(1)從各支派地業中分些城邑歸未人
-- 使利未人得以散居各地﹐教導百姓律法與事奉
(2)共 48 座城歸利未人
(3)有 6 座為『逃城』
-- 3 座在河東﹐3 座在河西
(4)利未城分佈的原則
-- “人多的就多給﹐人少的就少給”(8)
(5)城邑的特點
(E)設立逃城及使用條例(35﹕9-34)
(A)設立逃城的目的
(B)逃城使用條例

(1)進城資格 -- 純因“誤殺”才得逃入
(2)出城時機 -- 直到受聖膏的大祭司死了
(C)逃城的分佈(申 19﹕1-13﹐書廿﹐廿一章)
(D)基督永是我們的逃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