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行及出現危機
民數記10:11-11:35



大綱：

以色列人離開西奈山，全族起行（10:11-36）

在他備拉發怨言（11:1-3）

摩西選立七十個長老（以色列人哭號）（11:4-35）

米利暗受罰（12:1-16）



【民十11】「第二年二月二十日，雲彩從法櫃的帳

幕收上去。 」。

【民十12】「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離開西奈的

曠野，雲彩停住在巴蘭的曠野。 」

【民十13】「這是他們照耶和華借摩西所吩咐的，

初次往前行。 」



【民十11】「第二年二月二十日，雲彩從法櫃的帳

幕收上去。 」

【民十12】「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離開西奈的

曠野，雲彩停住在巴蘭的曠野。 」

【民十13】「這是他們照耶和華借摩西所吩咐的，

初次往前行。 」



【民十11】「第二年二月二十日，雲彩從法櫃的帳

幕收上去。 」

【民十12】「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離開西奈的

曠野，雲彩停住在巴蘭的曠野。 」

【民十13】「這是他們照耶和華借摩西所吩咐的，

初次往前行。 」



巴蘭的曠野
位於紅海以西、南地以南（創二十一
21），西奈半島的東北角，曠野的北
端是加低斯巴尼亞，是一片海拔1200-
1600米之間的高原丘陵。以色列人從
西乃山出發，經過「基博羅·哈他瓦」
和「哈洗錄」兩站才到達「巴蘭的曠
野」（十一34-35;十二16;三十三16-
17）。這是以色列人所經過最大的一
片曠野，百姓一離開西乃山，信心在
這裡就遇到了最大的挑戰，結果在
「巴蘭的曠野」飄流了三十八年。

西乃山

基博羅·哈他瓦

哈洗錄



【民十14】「按著軍隊首先往前行的是猶大營的纛。
統領軍隊的是亞米拿達的兒子拿順。 」
【民十15】「統領以薩迦支派軍隊的是蘇押的兒子拿
坦業。 」
【民十16】「統領西布倫支派軍隊的是希倫的兒子以
利押。 」
【民十17】「帳幕拆卸，革順的子孫和米拉利的子孫
就抬著帳幕先往前行。 」 。



【民十14】「按著軍隊首先往前行的是猶大營的纛。
統領軍隊的是亞米拿達的兒子拿順。 」
【民十15】「統領以薩迦支派軍隊的是蘇押的兒子拿
坦業。 」
【民十16】「統領西布倫支派軍隊的是希倫的兒子以
利押。 」
【民十17】「帳幕拆卸，革順的子孫和米拉利的子孫
就抬著帳幕先往前行。 」 。



【民十18】「按著軍隊往前行的是流便營的纛。 統

領軍隊的是示丟珥的兒子以利蓿。 」

【民十19】「統領西緬支派軍隊的是蘇利沙代的兒子

示路蔑。 」

【民十20】「統領迦得支派軍隊的是丟珥的兒子以利

雅薩。 」

【民十21】「哥轄人抬著聖物先往前行。 他們未到
以前，抬帳幕的已經把帳幕支好。 」



【民十18】「按著軍隊往前行的是流便營的纛。 統

領軍隊的是示丟珥的兒子以利蓿。 」

【民十19】「統領西緬支派軍隊的是蘇利沙代的兒子

示路蔑。 」

【民十20】「統領迦得支派軍隊的是丟珥的兒子以利

雅薩。 」

【民十21】「哥轄人抬著聖物先往前行。 他們未到
以前，抬帳幕的已經把帳幕支好。 」



【民十22】「按著軍隊往前行的是以法蓮營的纛，統

領軍隊的是亞米忽的兒子以利沙瑪。 」

【民十23】「統領瑪拿西支派軍隊的是比大蓿的兒子

迦瑪列。 」

【民十24】「統領便雅悯支派軍隊的是基多尼的兒子

亞比但。 」



【民十25】「在諸營末後的是但營的纛，按著軍隊往

前行。 統領軍隊的是亞米沙代的兒子亞希以謝。 」

【民十26】「統領亞設支派軍隊的是俄蘭的兒子帕

結。 」

【民十27】「統領拿弗他利支派軍隊的是以南的兒子

亞希拉。 」

【民十28】「以色列人按著軍隊往前行，就是這
樣。 」





【民十29-32】「摩西對他岳父（或譯：內兄）米甸

人流珥的兒子何巴說：『我們要行路，往耶和華所

應許之地去;祂曾說："我要將這地賜給你們。 "現

在求你和我們同去，我們必厚待你，因為耶和華指

著以色列人已經應許給好處。』何巴回答說：『我

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裡去。 』 摩西說：『求

你不要離開我們;因為你知道我們要在曠野安營，你

可以當作我們的眼目。 你若和我們同去，將來耶

和華有什麼好處待我們，我們也必以什麼好處待

你。 』



【民十29-32】「摩西對他岳父（或譯：內兄）米甸

人流珥的兒子何巴說：『我們要行路，往耶和華所

應許之地去;祂曾說："我要將這地賜給你們。 "現

在求你和我們同去，我們必厚待你，因為耶和華指

著以色列人已經應許給好處。』何巴回答說：『我

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裡去。 』 摩西說：『求

你不要離開我們;因為你知道我們要在曠野安營，你

可以當作我們的眼目。 你若和我們同去，將來耶

和華有什麼好處待我們，我們也必以什麼好處待

你。 』



【士1:16】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

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得以南的犹大旷野去，

就住在民中。

【士4:11】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希百曾离

开基尼族，到靠近基低斯、撒拿音的橡树旁支搭帐

棚。

【撒上15:6】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力

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力人一同杀灭；因

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

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力人去了。



【民十29-32】「摩西對他岳父（或譯：內兄）米甸

人流珥的兒子何巴說：『我們要行路，往耶和華所

應許之地去;祂曾說："我要將這地賜給你們。 "現

在求你和我們同去，我們必厚待你，因為耶和華指

著以色列人已經應許給好處。』何巴回答說：『我

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裡去。 』 摩西說：『求

你不要離開我們;因為你知道我們要在曠野安營，你

可以當作我們的眼目。 你若和我們同去，將來耶

和華有什麼好處待我們，我們也必以什麼好處待

你。 』



【代上2:54-55】萨玛的子孙是伯利恒人、尼陀法人、
亚他绿·伯·约押人、一半玛拿哈人、琐利人，和
住雅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示米押人、苏甲人。
这都是基尼人利甲家之祖哈末所生的。



【耶35:12-19】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
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
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
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
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各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
从事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
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因此，耶和华—万军之 神、以色列
的 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
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
答应。”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
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
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利甲
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



【民十29-32】「摩西對他岳父（或譯：內兄）米甸

人流珥的兒子何巴說：『我們要行路，往耶和華所

應許之地去;祂曾說："我要將這地賜給你們。 "現

在求你和我們同去，我們必厚待你，因為耶和華指

著以色列人已經應許給好處。』何巴回答說：『我

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裡去。 』 摩西說：『求

你不要離開我們;因為你知道我們要在曠野安營，你

可以當作我們的眼目。 你若和我們同去，將來耶

和華有什麼好處待我們，我們也必以什麼好處待

你。 』





【民十33】「以色列人離開耶和華的山，往前行了

三天的路程;耶和華的約櫃在前頭行了三天的路程，

為他們尋找安歇的地方。 」 。

【民十34】「他們拔營往前行，日間有耶和華的雲

彩在他們以上。 」



【民十33】「以色列人離開耶和華的山，往前行了

三天的路程;耶和華的約櫃在前頭行了三天的路程，

為他們尋找安歇的地方。 」 。

【民十34】「他們拔營往前行，日間有耶和華的雲

彩在他們以上。 」



【民十35】「約櫃往前行的時候，摩西就說：『耶

和華啊，求祢興起！ 願祢的仇敵四散！ 願恨祢的

人從祢面前逃跑！ 』。

【民十36】「約櫃停住的時候，他就說：『耶和華

啊，求祢回到以色列的千萬人中！ 』



【民11：1】眾百姓發怨言，他們的惡語達到耶和華

的耳中。 耶和華聽見了就怒氣發作，使火在他們中

間焚燒，直燒到營的邊界。

【民11：2】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華，火

就熄了。

【民11：3】那地方便叫做他備拉，因為耶和華的火

燒在他們中間。







【出15：22】摩西領以色列人從紅海往前行，到了

書珥的曠野，在曠野走了三天，找不著水。

【出15：23】到了瑪拉，不能喝那裡的水;因為水苦，

所以那地名叫瑪拉。

【出15：24】百姓就向摩西發怨言，說："我們喝什

麼呢？ "

【出15：25】摩西呼求耶和華，耶和華指示他一棵

樹。 他把樹丟在水裡，水就變甜了。



【出16：1】以色列全會眾從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

第二個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間、汛的曠野。

【出16：2】以色列全會眾在曠野向摩西、亞倫發怨

言，

【出16：3】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耶和

華的手下;那時我們坐在肉鍋旁邊，吃得飽足。 你

們將我們領出來，到這曠野，是要叫這全會眾都餓

死啊！ "



【出17：1】以色列全會眾都遵耶和華的吩咐，按著

站口從汛的曠野往前行，在利非訂安營。 百姓沒有

水喝，

【出17：2】所以與摩西爭鬧，說："給我們水喝吧！

"摩西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與我爭鬧？ 為什麼試

探耶和華呢？ "

【出17：3】百姓在那裡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發

怨言，說："你為什麼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使我們

和我們的兒女並牲畜都渴死呢？ "



【民11：4】他們中間的閒雜人大起貪欲的心;以色

列人又哭號說："誰給我們肉吃呢？

【民11：5】我們記得，在埃及的時候不花錢就吃魚，

也記得有黃瓜、西瓜、韭菜、蔥、蒜。

【民11：6】現在我們的心血枯竭了，除這嗎哪以外，

在我們眼前並沒有別的東西。 "



【民11：7】這嗎哪仿彿芫荽子，又好像珍珠。

【民11：8】百姓周圍行走，把嗎哪收起來，或用磨

推，或用臼搗，煮在鍋中，又做成餅，滋味好像新

油。

【民11：9】夜間露水降在營中，嗎哪也隨著降下。



【民11：10】摩西聽見百姓各在各家的帳棚門口哭

號。 耶和華的怒氣便大發作，摩西就不喜悅。



【民11：11】摩西對耶和華說："你為何苦待僕人？ 我為

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

【民11：12】這百姓豈是我懷的胎，豈是我生下來的呢？

你竟對我說：『把他們抱在懷裡，如養育之父抱吃奶的孩

子，直抱到你起誓應許給他們祖宗的地去。 』

【民11：13】我從哪裡得肉給這百姓吃呢？ 他們都向我

哭號說：『你給我們肉吃吧！ 』

【民11：14】管理這百姓的責任太重了，我獨自擔當不起。

【民11：15】你這樣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時

將我殺了，不叫我見自己的苦情。 "



【民11：16】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從以色列的長老中招

聚七十個人，就是你所知道作百姓的長老和官長的，到我

這裡來，領他們到會幕前，使他們和你一同站立。

【民11：17】我要在那裡降臨，與你說話，也要把降於你

身上的靈分賜他們，他們就和你同當這管百姓的重任，免

得你獨自擔當。



【民11：18】又要對百姓說：『你們應當自潔，預備明天

吃肉，因為你們哭號說：誰給我們肉吃！ 我們在埃及很

好。 這聲音達到了耶和華的耳中，所以他必給你們肉吃。

【民11：19】你們不止吃一天、兩天、五天、十天、二十

天，

【民11：20】要吃一個整月，甚至肉從你們鼻孔里噴出來，

使你們厭惡了，因為你們厭棄住在你們中間的耶和華，在

他面前哭號說：我們為何出了埃及呢！ 』"



【民11：21】摩西對耶和華說："這與我同住的百姓、步

行的男人有六十萬，你還說：『我要把肉給他們，使他們

可以吃一個整月。 』

【民11：22】難道給他們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

的魚都聚了來，就夠他們吃嗎？ "

【民11：23】耶和華對摩西說："耶和華的膀臂豈是縮短

了嗎？ 現在要看我的話向你應驗不應驗。 "



【民11：24】摩西出去，將耶和華的話告訴百姓，又招聚

百姓的長老中七十個人來，使他們站在會幕的四圍。

【民11：25】耶和華在雲中降臨，對摩西說話，把降與他

身上的靈分賜那七十個長老。 靈停在他們身上的時候，

他們就受感說話，以後卻沒有再說。



【民11：26】但有兩個人仍在營里，一個名叫伊利達，一

個名叫米達。 他們本是在那些被錄的人中，卻沒有到會

幕那裡去。 靈停在他們身上，他們就在營里說預言。

【民11：27】有個少年人跑來告訴摩西說："伊利達、米

達在營里說預言。 "

【民11：28】摩西的幫手，嫩的兒子約書亞，就是摩西所

揀選的一個人，說："請我主摩西禁止他們。 "

【民11：29】摩西對他說："你為我的緣故嫉妒人嗎？ 惟

願耶和華的百姓都受感說話！ 願耶和華把他的靈降在他

們身上！ "



【民11：30】於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長老都回到營里去。

【民11：31】有風從耶和華那裡颳起，把鵪鶉由海面刮來，

飛散在營邊和營的四圍;這邊約有一天的路程，那邊約有

一天的路程，離地面約有二肘。

【出16：13】到了晚上，有鵪鶉飛來，遮滿了營;早晨在
營四圍的地上有露水。
【出16：14】露水上升之後，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
的小圓物。



【民11：32】百姓起來，終日終夜，並次日一整天，捕取

鵪鶉;至少的也取了十賀梅珥，為自己擺列在營的四圍。

【民11：33】肉在他們牙齒之間尚未嚼爛，耶和華的怒氣

就向他們發作，用最重的災殃擊殺了他們。

【民11：34】那地方便叫做基博羅·哈他瓦，因為他們在

那裡葬埋那起貪欲之心的人。

【民11：35】百姓從基博羅·哈他瓦走到哈洗錄，就住在

哈洗錄。

情欲之墓

驻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