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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最深印象之事

1. 十災(2)

2. 金牛犢事件 : 亞倫推卸責任

3. 紅海分開

4. 百姓的怨言: 苦工，過紅海、缺水及食物

5. 摩西諸多推塘至後來成為領袖(2)

6. 摩西怒碎法版



完成會幕(39:32-40:38)

•整本出埃及記，以會幕完成作結

•神的榮耀充滿會幕(40:34-35)

•在進入應許地之前，神為百姓建立敬拜的地方、
人物及制度

•由出埃及起，至會幕完成，剛剛一年，由到達西
乃山起計，則九個 月



民數記名稱的由來

•舊約希臘文譯本(七十士譯本)稱之為Arithmoi,
即數字，全書有二次人口統計(第一章及二十六
章)，書中多次提及數點人數、行軍、安營及分
地

•亦有人以本書的第四個字希伯來文bamidbar,意
思是『在曠野中』為名

•另一名稱是1:1 『祂耶和華接著說』



結構大綱: 由地理角度

•1. 在西奈 (1-10章)

•2. 在加低斯曠野 (11-25章)

•3. 在摩押(26-36章)







結構大綱: 由文體角度
四十年在曠野，不論順逆，神的訓誨從不停止

敘事 訓誨及律例

1-4 章 (民數、安營、利未人) 5-6章

7 章 (首領奉獻) 8-10章

11-14章 (叛逆及探子) 15章

16-17 章 (可拉) 18-19章

20-26章 (新舊交替及巴蘭) 27-36章

18章 18章



結構大綱: 由人民關係
1-25章(第一代)     26-36章(第二代)

章數 內容 章數 內容

1 數點人數 26 數點人數

3 數點利未人 26 數點利未人

5 有關婦人的律例 27 有關婦人的律例

6 有關起誓的律例 27 有關起誓的律例

7、15 有關獻祭的律例 28、29 有關獻祭的律例

9 逾越節 28:16-25 逾越節

10:8-9 吹號預備打仗 31:6 吹號預備打仗

13 從12支派選探子 34 從12支派選分地之人

13-14 探子回報令第一代死亡 32:6-15 重提探子作為警誡

10-25 行程及地方 33 行程的報告

18:21-32 供應利未人 35 供應利未人(城鎮)

21:21-35 得河東之地 32 分河東之地

25 撃殺米甸人 31 撃殺米甸人



民數記的特色

•是五經中的一卷，內容與前後書卷緊扣

•書中有關數字、名單及行程的資料很多

•多處強調潔淨與不潔淨，及有關節期的要求，可
見神要求祂的子民分別為聖，要與其他人不同

•發生在曠野，曠野可說是逆境、是潔淨及轉化之
地

•描述一個初成立的民族的崎嶇成長之路



民數記的特色

•曠野絕不是終點、曠野之後才是終點，卻是邁向
美境必經之路

•強調利未人及祭司的角色

•富有豐富的文學特色，喜用扇形結構來表達



曠野的定義

• 空曠的原野

• 並非沙漠，而是指人煙稀少，蛇類蠍子出沒的地方。

• 曠野土質肥沃，平常因為缺水，只有一些耐旱的矮小植
物生存，但一場雨後，植物就生長，可供應動物人類所
須。

• 以色列農業技術舉世聞名，就是因他們成功的將曠野變
為肥田。

• 在曠野裡，物資缺乏，環境險惡

• 日夜溫差大



曠野





猶太民族

• 全球猶太人不過1500萬，僅佔世界人口的0.2%

• 諾貝爾獎至今已頒給800多人，其中至少有20％是以色列人
或者以色列移民

• 他們在當今科學界、思想界、藝術界、經濟界、政治界的貢
獻和商界財富成就、卻令許多人口多於其十數倍乃至上百倍
的民族相形見絀

• 最驚人的當然是以色列在亡國2500年後竟然復國，而且就
在神應許的土地上，並且猶太人一直保存了他們的語言、民
族、宗教信仰和文化，這是史前無例的，亦絕對是神蹟

• 以色列復國（1948年5月14日）



五經重點

•創世記: 創造與犯罪

•出埃及記: 救贖

•利未記: 敬拜

•民數記: 曠野漂流/更新

•申命記: 訓誨



扇形結構

• 又稱交叉平行，或三文治結構

• 使用的目的是

1. 寫作手法，表達美感

2. 把一個較為獨立的思想勾劃出來

3. 透過重複的元素(即 A 與A’、B 與 B’)去強調內容

4. 強調結構中央的元素



扇形結構例子

8章1-3節

1.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2.「你要吩咐亞倫，對他說：點燈的時候，七盞
燈都要照亮燈臺前面。」

3. 亞倫就照樣做了；他點燈，照亮了燈臺前面，
正如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扇形結構例子

8章1-3節

A.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B. 『你要吩咐亞倫說: 點燈的時候，

C. 七盞燈都要照亮燈臺前面。』

D. 亞倫就照樣做了

C’照亮了燈臺前面

B’他點燈

A’正如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嘗試學習扇形結構(14:42-43)

42.不要上去；因為耶和華不在你們中間，

恐怕你們被仇敵殺敗了。

43.亞瑪力人和迦南人都在你們面前，你們

必倒在刀下；因你們退回不跟從耶和華，所以

他必不與你們同在。



嘗試學習扇形結構(14:36-38)

A.因為耶和華不在你們中間

B.你們不要被殺敗

C.在你們的仇敵面前

C.’因為亞瑪力人和迦南人都在你們面前

B你們必倒在刀下

A.’因你們退回不跟從耶和華，所以他必不與你們同在。



大綱

(一)在西奈預備進入應許之地(1:1-10:10)

1.1 與人民及營地有關的預備(1:1-6:27)

1.2 與會幕有關的預備(7:1-10:10)

(二)往加低斯(10:11-12:16)

2.1 離開西奈(10:11-36)

2.2 叛逆的百姓及領袖(11:1-12:16)



大綱

(三)在加低斯(13:1-19:22)

3.1 叛逆的民拒絕入迦南(13:1-14:45)

3.2 律例(15:1-41)

3.3 叛逆的民挑戰亞倫作大祭司的合法性(16:1-17:11)

3.4 回應可拉事件的律例(17:12-19:22)



大綱

(四)往摩押(20:1-22:1)

4.1 第一代領袖的離去(20:1-29)

4.2 兩代人的遵命及違命(21:1-22:1)

(五)在摩押(22:2-36:13)

5.1 第一代人最後的挑戰(22:2-25:18)

5.2 第二代人的興起及預備(26:1-30:16)

5.3 第二代人的勝利及得地 (31:1-32:42)

5.4 從出埃及到定居迦南(33:1-36:13)



課堂安排
日期 內容

23/1 引言及導論

30/1 民數與安營

6/2 祭司及利未人

13/2 叛逆

20/2 探子

27/2 可拉黨

6/3 巴蘭先知

13/3 律例

20/3 第一代至第二代

27/3 結語



討論問題

1.分享對民數記的印象

2.對自己及主日學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