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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的旅程抱怨的旅程
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到出埃及以后第二年二月二十号 就初次往前行到出埃及以后第二年二月二十号，就初次往前行，

按照民数记第二章的组织：

什么时候起行呢？
犹大、以萨迦、西布伦支派

革顺 米拉利家族 搬运会幕

什么时候起行呢？

─ 听号音，
革顺、米拉利家族，搬运会幕

流便、西缅、迦得支派流便、 缅、迦得支派

哥辖家族，搬运会幕里器具

以法莲、玛拿西、便雅闵支派 银号发出不同的号音，

各支派就按照号音
但、拿弗他利、亚设支派

各支派就按照号音
起行往前走。

抱怨的旅程抱怨的旅程
前行引导包含 ─

云柱火柱 银号 摩西的内兄何巴云柱火柱、银号、摩西的内兄何巴、

耶和华的约柜作为引导。

十35-36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
「耶和华啊，求你兴起！」

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

「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他们请求上帝的同在，才是最大的保证，
看到这里 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看到这里，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

民数记十一章开始 ─

充满抱怨的旅程充满抱怨的旅程。

抱怨的旅程抱怨的旅程
十一章一到三节 ─ 他备拉事件，抱怨的序幕

十一章 ─ 基博罗哈他瓦 有两次的抱怨

摩西抱怨神，没有足够的帮手一起来治理百姓。摩西抱怨神，没有足够的帮手 起来治理百姓。

上帝就说：

「你在以色列当中拣选七十个长老「你在以色列当中拣选七十个长老，

把降在你身上耶和华的灵分赐给他们…」

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色列营中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色列营中间，

这些长老得到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就说起预言就说起预言，

得着神的灵充满、能力，

跟摩西 起分担治理百姓的责任跟摩西一起分担治理百姓的责任。



抱怨的旅程抱怨的旅程
十一章 ─ 基博罗哈他瓦有两次的抱怨

以色列百姓中间有闲杂人等，

抱怨说一路上缺少肉吃，

怀念在埃及有各种好的东西，

现在在旷野每天都是吃吗哪，

今天、明天、后天、

下礼拜、下个月、明年…

上帝就兴起风把鹌鹑吹来，
有肉 以吃让以色列百姓有肉可以吃；

这些人嘴巴里还在吃鹌鹑肉的时候，

神的 气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

抱怨的旅程抱怨的旅程
耶和华的灵降在长老的身上，

他们就得着能力可以来治理百姓 Ruach他们就得着能力可以来治理百姓
耶和华的风兴起来，把鹌鹑吹来

Ruach

Ruach 在圣经里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翻译 ─ 灵、风、气。

这里用到中间的两个，这里用到中间的两个，

风刮在营的外面、不洁净跟死亡的地方

以色列百姓肉是吃到了以色列百姓肉是吃到了，

灵里却受到了很大的亏损。

民数记十二章到十七章 ─
不断的有以色列中各种的抱怨出来，

人数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

‧米利暗与亚伦毁谤摩西 ‧不服权柄、毁谤神仆‧特别拣选 ─ 迦勒

表面的理由 ─ 摩西娶古实的女子为妻，古实人是外邦人。

古实人是谁？

是不是米甸祭司叶忒罗的女儿西坡拉死了以后，

摩西另娶的妻子呢？有可能。

哈三7 我见古珊的帐棚遭难，米甸的幔子战兢。

甸是 古珊就是米甸古珊跟米甸是平行的字眼，古珊就是米甸；
古珊也就是古实的女子。

米利暗抱怨、攻击的对象，

就是指摩西娶西坡拉为妻，

这个事情已经四十年了，

现在米利暗把它提出来，只是表面的理由，， ，

真正的原因 ─ 就是嫉妒！

‧米利暗与亚伦毁谤摩西 ‧不服权柄、毁谤神仆‧特别拣选 ─ 迦勒

十二2 「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米利暗跟亚伦还可以振振有词米利暗跟亚伦还可以振振有词，
「我是你的姐姐、我是你的哥哥，

是我把你给救出来 是上帝指派作出 的」是我把你给救出来，是上帝指派作出口的」；

但是他们没有尊重上帝拣选摩西作他们的领袖，

他们里面就有嫉妒 嫉妒就产生了毁谤他们里面就有嫉妒、嫉妒就产生了毁谤。

十二3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应该是后来有文士在抄写圣经的时候，
加上的 个眉批 然后被留在圣经里

( 人 其 ， 众人。)

加上的一个眉批，然后被留在圣经里。

摩西面对这样的事情 ─ 哥哥、姐姐毁谤他，

一句话都不反驳。



‧米利暗与亚伦毁谤摩西 ‧不服权柄、毁谤神仆‧特别拣选 ─ 迦勒

耶和华就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讲 ─
以色列别的先知，上帝藉异象、异梦，向他们给信息，

摩西被称是耶和华的朋友、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耶和华直接把信息传给他，是所有其他人没有的特权。

上帝刑罚米利暗长了大痲疯，

十二11-12 亚伦就对摩西说：「我主啊十二11-12 亚伦就对摩西说：「我主啊，
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身上。。
求你不要使她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

亚伦是被拣选作大祭司的，这时他知道自己自己有罪，有罪，
祷告没有功效 要摩西出面来祷告才行祷告没有功效，要摩西出面来祷告才行。

摩西就为米利暗祷告代求，耶和华也垂听就医治了米利暗，

米利暗被隔离在营外米利暗被隔离在营外，

以色列百姓因为这样的缘故，行程就受到了耽误。

‧米利暗与亚伦毁谤摩西 ‧不服权柄、毁谤神仆‧特别拣选 ─ 迦勒

米利暗曾经有恩于摩西
人生最巅峰的时候 ─ 出埃及记十五章，人生最巅峰的时候  出埃及记十五章，

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过了大海，

摩西做诗歌带领以色列百姓来颂赞神摩西做诗歌带领以色列百姓来颂赞神
米利暗带领妇女击鼓跳舞来赞美神

再看到米利暗的时候再看到米利暗的时候 ─
她心里对于她的弟弟、神所拣选的领袖，

就有了嫉妒就有了嫉妒；

她的毁谤，让她自己受到亏损、

也让以色列人受到亏损也让以色列人受到亏损

再一次看到米利暗的记载 ─

廿1 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

‧米利暗与亚伦毁谤摩西 ‧不服权柄、毁谤神仆‧特别拣选 ─ 迦勒

亚伦呢？亚伦也跟着一起起哄、毁谤摩西。

亚伦看起来不是 个个性坚毅的人亚伦看起来不是一个个性坚毅的人，

容易受别人的影响，

金牛犊事件 受众百姓的影响金牛犊事件，受众百姓的影响

毁谤摩西的事情上，受到米利暗的影响，

所以上帝没有直接刑罚 伦所以上帝没有直接刑罚亚伦，

只有直接刑罚米利暗
伦但是亚伦后来很快就发现 ─

他受到了很大的亏损、

自己也变成别人攻击的对象！

摩西的亲姐姐、亲哥哥，应该是摩西最亲近的同工，摩西的亲姐姐、亲哥哥，应该是摩西最亲近的同工，

竟然毁谤摩西，在百姓中立下一个非常坏的榜样。

‧米利暗与亚伦毁谤摩西‧不服权柄、毁谤神仆 ‧特别拣选 ─ 迦勒

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 ─ 摩西差遣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

有十个人报的是凶信，被称作不信上帝的人
只有迦勒、约书亚坚心信靠神

大坍、亚比兰、可拉党，毁谤摩西、亚伦…大坍、亚比 、可拉党，毁谤摩西、亚伦…
可拉党是利未人，被拣选来事奉神。

摩西对这些人义正严词 ─摩西对这些人义正严词
「你们可以在会幕里事奉神还以为不满足，

还一定要像亚伦带着香炉来到上帝面前烧香？还 定要像亚伦带着香炉来到上帝面前烧香？

那是僭越大祭司的职分！」

但这些人不服但这些人不服…
摩西就向上帝求，

上帝就答应他 让地裂开上帝就答应他 ─ 让地裂开，

把他们给吞灭在地里面。



‧米利暗与亚伦毁谤摩西‧不服权柄、毁谤神仆 ‧特别拣选 ─ 迦勒

民数记十六章 ─ 可拉党这些人香炉献在上帝面前，
没有果效、他们自己被吞灭。

当耶和华的刑罚临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摩西吩咐亚伦 ─ 赶快带着你的香炉 盛上香摩西吩咐亚伦  赶快带着你的香炉、盛上香，

来到以色列百姓当中，为他们来代祷…

十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十六48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

祷告哪些人有功效 哪些人没有功效？祷告哪些人有功效、哪些人没有功效？

有人以为自己的祷告有用，

但是因为动机不纯 内心不正但是因为动机不纯、内心不正，

他的祷告不被上帝所悦纳

上帝拣选亚伦上帝拣选亚伦，

他有亲近神的特权、能够不至于死亡

‧米利暗与亚伦毁谤摩西‧不服权柄、毁谤神仆 ‧特别拣选 ─ 迦勒

民数记十七章 ─ 上帝自己建议，

以色列每一个支派各派一个族长，

把他们的杖拿到约柜前面，由耶和华自己来作证明；

第二天，

十二根杖没有发生事情

只有一根，就是亚伦代表利未支派，

那个杖竟然长了叶子、开了花、结了果，

证明上帝的拣选 ─ 就是拣选亚伦家来事奉神
这事情结果，以色列人再也不抱怨这方面的事，

就承认 ─ 亚伦果然是耶和华所拣选来作祭司事奉神的。

亚伦发过芽的杖，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

死里复活 证明他真是神所拣选神的儿子死里复活，证明他真是神所拣选神的儿子
用复活得胜的生命，可以来事奉真神

‧米利暗与亚伦毁谤摩西‧不服权柄、毁谤神仆‧特别拣选 ─ 迦勒

民数记十三、十四章 ─ 约书亚跟迦勒。

先讲迦勒先讲迦勒，

他有伟大的信心 ─ 独排众议的信心，

他透过一切来看神、也透过神来看一切

人生在关键时刻，特别显示出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摩西拣选迦勒、约书亚、另外十个探子，

他们都是各族的族长、都是一时之选，他们都是各族的族长、都是 时之选，

可是窥探迦南地回来，却带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报告。

那十个探子报告说：那十个探子报告说：

那边的人身材高大、城墙高得顶天，

我们看他们是巨人 他们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他们是巨人、他们看我们像蚱蜢，

我们怎么能够打过他们呢？

‧米利暗与亚伦毁谤摩西‧不服权柄、毁谤神仆‧特别拣选 ─ 迦勒

他有伟大的信心
迦勒跟约书亚就跟百姓讲迦勒跟约书亚就跟百姓讲 ─

不要怕他们，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虽然我们把自己跟他们比较 我们比不过他们虽然我们把自己跟他们比较，我们比不过他们…
把他们跟耶和华来比较，他们哪里能够胜过耶和华呢？

耶和华率领我们去争战得胜 我们靠着主就必定得着耶和华率领我们去争战得胜，我们靠着主就必定得着。

两种不同的报导、建议、判断，

带来两种不同的结局，

迦勒坚心倚靠耶和华，迦勒 倚靠耶和华，

他就能够争战、能够得胜；

信心的根基，是因为他相信耶和华，信心的根基，是因为他相信耶和华，

在于上帝亲自的应许 ─ 就是神的保证。



‧米利暗与亚伦毁谤摩西‧不服权柄、毁谤神仆‧特别拣选 ─ 迦勒

他有伟大的行动 ─ 支取应许的祷告、脚踏实地的预备。

迦勒接下来四十年，跟其他人一样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接 来 ，跟其他人 样不 到 ，

但仍然坚定自己，没有扭曲、没有抱怨，

坚心倚靠神的应许，终必要成功。坚 倚靠神的应许，终 要成功。

四十年后，他们终于进入应许之地！

迦勒来到约书亚面前说 ─ 把耶和华当日迦勒来到约书亚面前说 ─ 把耶和华当日

所应许赏赐给我的山地，就是希伯仑，现在请你给我。

书十四10-11 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争战，是出入，

脚踏实地的行动、不浪费光阴、充分预备自己，

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脚踏实地的行动、不浪费光阴、充分预备自己，

时间到的时候，真正就能够看见事情的成就。

‧米利暗与亚伦毁谤摩西‧不服权柄、毁谤神仆‧特别拣选 ─ 迦勒

迦勒迦勒的的信心跟行动，带给他耶和华的赏赐，

地上的赏赐 ─ 在以色列各支派地上的赏赐  在以色列各支派，

唯一真正得着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 ─ 希伯仑
天上的赏赐 ─ 得着上帝永远的称赞跟见证

十四90 摩西起誓说：「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天上的赏赐  得着上帝永远的称赞跟见证

十四80 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十四14 希伯仑作了迦勒的产业，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民数记抱怨的旅程里 有许多人不信靠神；民数记抱怨的旅程里，有许多人不信靠神；
但仍然有迦勒跟约书亚，坚心信靠神，

有伟大的信心、有伟大的行动有伟大的信心、有伟大的行动，

也得着上帝给他们伟大的赏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