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信的罪與罰
及神的應許

民數記12-15



大綱：

米利暗受罰（12:1-16）

十二個探子（13）

民眾埋怨（14:1-10）

摩西為民眾禱告（14:11-25）

耶和華懲罰埋怨的民眾（14:26-38）

首次進攻迦南（14:39-45）

獻祭的條例（15:1-31）

違反安息日的人（15:32-36）

有關衣服繸子的條例（15:37-41）



【民12:1】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

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

【民12:2】“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

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民12：3】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



【民12：4】耶和華忽然對摩西、亞倫、米利暗說："你們

三個人都出來，到會幕這裡。 "他們三個人就出來了。

【民12：5】耶和華在雲柱中降臨，站在會幕門口，召亞

倫和米利暗，二人就出來了。

【民12：6】耶和華說："你們且聽我的話：你們中間若有

先知，我—耶和華必在異象中向他顯現，在夢中與他說話。

【民12：7】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

【民12：8】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乃是明說，不用謎語，

並且他必見我的形象。 你們譭謗我的僕人摩西，為何不

懼怕呢？ "

【民12：9】耶和華就向他們二人發怒而去。



【民12：10】雲彩從會幕上挪開了，不料，米利暗長了大麻風，

有雪那樣白。 亞倫一看米利暗長了大麻風，

【民12：11】就對摩西說："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們愚昧犯罪，

便將這罪加在我們身上。

【民12：12】求你不要使她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爛的死胎。 "

【民12：13】於是摩西哀求耶和華說：" 神啊，求你醫治她！ "

【民12：14】耶和華對摩西說："她父親若吐唾沫在她臉上，她豈

不蒙羞七天嗎？ 現在要把她在營外關鎖七天，然後才可以領她進

來。 "

【民12：15】於是米利暗關鎖在營外七天。 百姓沒有行路，直等

到把米利暗領進來。

【民12：16】以後百姓從哈洗錄起行，在巴蘭的曠野安營。



【民13：1】耶和華曉谕摩西說：

【民13：2】"你打發人去窺探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們

每支派中要打發一個人，都要作首領的。 " 

【申1：20】我對你們說：『你們已經到了耶和華—我們 神所賜

給我們的亞摩利人之山地。

【申1：21】看哪，耶和華—你的 神已將那地擺在你面前，你要

照耶和華—你列祖的 神所說的上去得那地為業;不要懼怕，也不

要驚惶。 』

【申1：22】你們都就近我來說：『我們要先打發人去，為我們窺

探那地，將我們上去該走何道，必進何城，都回報我們。 』

【申1：23】這話我以為美，就從你們中間選了十二個人，每支派

一人。



【民13：3】摩西就照耶和華的吩咐從巴蘭的曠野打發他們去;他

們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長。



【民13：4】他們的名字：屬呂便支派的有撒刻的兒子沙母亞。

【民13：5】屬西緬支派的有何利的兒子沙法。

【民13：6】屬猶大支派的有耶孚尼的兒子迦勒。

【民13：7】屬以薩迦支派的有約色的兒子以迦。

【民13：8】屬以法蓮支派的有嫩的兒子何希阿。

【民13：9】屬便雅悯支派的有拉孚的兒子帕提。

【民13：10】屬西布倫支派的有梭底的兒子迦疊。

【民13：11】約瑟的子孫，屬瑪拿西支派的有穌西的兒子迦底。

【民13：12】屬但支派的有基瑪利的兒子亞米利。

【民13：13】屬亞設支派的有米迦勒的兒子西帖。

【民13：14】屬拿弗他利支派的有縛西的兒子拿比。

【民13：15】屬迦得支派的有瑪基的兒子臼利。

【民13：16】這就是摩西所打發、窺探那地之人的名字。 摩西就

稱嫩的兒子何希阿為約書亞。



【民13：17】摩西打發他們去窺探迦南地，說："你們從南地上山

地去，

【民13：18】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強是弱，是多是少，

【民13：19】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處是營盤是堅城。

【民13：20】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樹木沒有。 你們

要放開膽量，把那地的果子帶些來。 "（那時正是葡萄初熟的時

候。 )



【民13：21】他們上去窺探那地，從尋的曠野到利合，直到哈馬

口。

【民13：22】他們從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侖;在那裡有亞衲族人亞

希幔、示篩、撻買。 （原來希伯侖城被建造比埃及的鎖安城早七

年。 )

【民13：23】他們到了以實各谷，從那裡砍了葡萄樹的一枝，上

頭有一掛葡萄，兩個人用杠抬著，又帶了些石榴和無花果來。 (

【民13：24】因為以色列人從那裡砍來的那掛葡萄，所以那地方

叫做以實各谷。 )



摩西在巴蘭曠野打發十二個探子去窺探迦南地。
探子們從尋的曠野直走到哈馬口，再回到加低
斯，往返共四十天，但聖經中並沒有說明其所
走之路線和詳情，圖中所繪的只是主線，是當
時的國際大道，沿線只有幾個大城，想必他們
也去窺探了主線以外的一些城市，經上並未說
明或記載。以色列人從他們所帶回的水果，確
知迦南果然是流奶與蜜、極為富庶之地，然而
那裡的人民卻強壯高大，城邑也堅強寬廣。當
時是 1445 BC，埃及是迦南地名義上的大封主，
控制力仍很強，而且迦南人也是強大的，雖然
沒有中央政府，但有諸多的城邦，各有其王，
城與城間常聯合或互相攻打，所以他們經常備
戰，戰鬥力強，軍備優良，城防也很堅固，有
的甚至可以抵抗數個月的圍攻，這是只有成軍
不足兩年的以色列人所可望其項背的，從以色
列人攻擊南地的亞瑪力人和迦南人失敗看出來，
此時沒有進攻迦南，在軍事上是相當明智的。
探子回來報告迦南地的情形後，民眾十分的惶
恐，當下全會眾發怨言，要另立一個首領回埃
及，因此耶和華發怒，令以色列人轉回從紅海
的路往曠野去，於是以色列人開始了卅八年在
曠野中的飄流。
1.民 13:17-29 派探子窺探迦南地，從南地直到
哈馬口。
2.民 14:43-44 擅自攻打迦南人，但被迦南人擊
敗。



【民13：25】過了四十天，他們窺探那地才回來，

【民13：26】到了巴蘭曠野的加低斯，見摩西、亞倫，並以色列

的全會眾，回報摩西、亞倫，並全會眾，又把那地的果子給他們

看;

【民13：27】又告訴摩西說："我們到了你所打發我們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奶與蜜之地;這就是那地的果子。

【民13：28】然而住那地的民強壯，城邑也堅固寬大，並且我們

在那裡看見了亞衲族的人。

【民13：29】亞瑪力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亞摩利人住在

山地;迦南人住在海邊並約旦河旁。 "



【民13：28】然而住那地的民強壯，
城邑也堅固寬大，並且我們在那裡看
見了亞衲族的人。
【民13：29】亞瑪力人住在南地;赫人、
耶布斯人、亞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
住在海邊並約旦河旁。

亞衲族的人
亞瑪力人
赫人
耶布斯人
亞摩利人
迦南人



【民13：30】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說："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

吧！ 我們足能得勝。 "

【民13：31】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說："我們不能上去攻擊那民，因

為他們比我們強壯。 "

【民13：32】探子中有人論到所窺探之地，向以色列人報惡信，說：

"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們在那裡所看見的人民

都身量高大。

【民13：33】我們在那裡看見亞衲族人，就是偉人;他們是偉人的後

裔。 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樣;據他們看，我們也是如此。 "

【出33：1】耶和華吩咐摩西說：“我曾起誓應許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說：『要將迦南地賜給你的後裔。 』現在你和你從埃及地所領
出來的百姓，要從這裡往那地去。
【出33：2】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亞摩利人、赫人、
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亞衲族人？）



【民14：1】當下，全會眾大聲喧嚷;那夜百姓都哭號。

【民14：2】以色列眾人向摩西、亞倫發怨言;全會眾對他們說："

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這曠野。

【民14：3】耶和華為什麼把我們領到那地，使我們倒在刀下呢？

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擄掠。 我們回埃及去豈不好嗎？ "

【民14：4】眾人彼此說："我們不如立一個首領回埃及去吧！ " 



【民14：5】摩西、亞倫就俯伏在以色列全會眾面前。

【民14：6】窺探地的人中，嫩的兒子約書亞和耶孚尼的兒子迦勒

撕裂衣服，

【民14：7】對以色列全會眾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

之地。

【民14：8】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

我們;那地原是流奶與蜜之地。

【民14：9】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

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並且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 有耶和華與

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 " 



【民14：10】但全會眾說："拿石頭打死他們二人。 "忽然，耶和

華的榮光在會幕中向以色列眾人顯現。

【民14：11】耶和華對摩西說："這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呢？ 我

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蹟，他們還不信我要到幾時呢？

【民14：12】我要用瘟疫擊殺他們，使他們不得承受那地，叫你

的後裔成為大國，比他們強勝。 " 



【民14：13】摩西對耶和華說："埃及人必聽見這事; 因為你曾施展大能，

將這百姓從他們中間領上來。

【民14：14】埃及人要將這事傳給迦南地的居民; 那民已經聽見你—耶

和華是在這百姓中間; 因為你面對面被人看見，有你的雲彩停在他們以

上。 你日間在雲柱中，夜間在火柱中，在他們前面行。

【民14：15】如今你若把這百姓殺了，如殺一人，那些聽見你名聲的列

邦必議論說：

【民14：16】『耶和華因為不能把這百姓領進他向他們起誓應許之地，

所以在曠野把他們殺了。 』

【民14：17】現在求主大顯能力，照你所說過的話說：

【民14：18】『耶和華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赦免罪孽和過犯; 

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

【民14：19】求你照你的大慈愛赦免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從埃及到如

今常赦免他們一樣。 " 



【民14：20】耶和華說："我照著你的話赦免了他們。

【民14：21】然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榮耀充滿。

【民14：22】這些人雖看見我的榮耀和我在埃及與曠野所行的神蹟，仍

然試探我這十次，不聽從我的話，

【民14：23】他們斷不得看見我向他們的祖宗所起誓應許之地。 凡藐視

我的，一個也不得看見;
1、在紅海抱怨領他們出埃及（出十四11-12）;

2、在瑪拉抱怨水是苦的（出十五23-24）;

3、在汛的曠野抱怨沒有食物（出十六2）;

4、把嗎哪留到早晨（出十六20）;

5、在安息日找嗎哪（出十六27）;

6、在利非訂抱怨沒有水（出十七1-3）;

7、在西奈山下拜金牛犢（出三十二1）;

8、在他備拉發怨言（十一1-3）;

9、在基博羅·哈他瓦抱怨沒有肉（民十一4-6）;

10、在加低斯·巴尼亞聽信惡信要回埃及（2-4節）



【民14：24】惟獨我的僕人迦勒，因他另有一個心志，專一跟從我，我

就把他領進他所去過的那地;他的後裔也必得那地為業。

【民14：25】亞瑪力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們要轉回，從紅海的

路往曠野去。 "



【民14：26】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

【民14：27】"這惡會眾向我發怨言，我忍耐他們要到幾時呢？ 以色列

人向我所發的怨言，我都聽見了。

【民14：28】你們告訴他們，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必

要照你們達到我耳中的話待你們。

【民14：29】你們的屍首必倒在這曠野，並且你們中間凡被數點、從二

十歲以外、向我發怨言的，

【民14：30】必不得進我起誓應許叫你們住的那地;惟有耶孚尼的兒子迦

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才能進去。



【民14：31】但你們的婦人孩子，就是你們所說、要被擄掠的，我必把

他們領進去，他們就得知你們所厭棄的那地。

【民14：32】至於你們，你們的屍首必倒在這曠野;

【民14：33】你們的兒女必在曠野飄流四十年，擔當你們淫行的罪，直

到你們的屍首在曠野消滅。

【民14：34】按你們窺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頂一日，你們要擔當罪孽

四十年，就知道我與你們疏遠了，

【民14：35】我—耶和華說過，我總要這樣待這一切聚集敵我的惡會眾;

他們必在這曠野消滅，在這裡死亡。 』"



【民14：36】摩西所打發、窺探那地的人回來，報那地的惡信，叫全會

眾向摩西發怨言，

【民14：37】這些報惡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華面前。

【民14：38】其中惟有嫩的兒子約書亞和耶孚尼的兒子迦勒仍然存活。



【民14：39】摩西將這些話告訴以色列眾人，他們就甚悲哀。

【民14：40】清早起來，上山頂去，說："我們在這裡，我們有罪了;情

願上耶和華所應許的地方去。 "

【民14：41】摩西說："你們為何違背耶和華的命令呢？ 這事不能順利

了。

【民1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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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1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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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14：44】他們卻擅敢上山頂去，然而耶和華的約櫃和摩西沒有出營。

【民14：45】於是亞瑪力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來擊打他們，把

他們殺退了，直到何珥瑪。



【民14：39】摩西將這些話告訴以色列眾人，他們就甚悲哀。

【民14：40】清早起來，上山頂去，說："我們在這裡，我們有罪了;情

願上耶和華所應許的地方去。 "

【民14：41】摩西說："你們為何違背耶和華的命令呢？ 這事不能順利

了。

【民1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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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1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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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14：44】他們卻擅敢上山頂去，然而耶和華的約櫃和摩西沒有出營。

【民14：45】於是亞瑪力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來擊打他們，把

他們殺退了，直到何珥瑪。



【民15：1】耶和華對摩西說：

【民15：2】"你曉谕以色列人說：你們到了我所賜給你們居住的地，

【民15：3】若願意從牛群羊群中取牛羊作火祭，獻給耶和華，無論是燔

祭是平安祭，為要還特許的願，或是作甘心祭，或是逢你們節期獻的，

都要奉給耶和華為馨香之祭。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sacrifices-and-offerings-

karbanot



【民15：4】那獻供物的就要將細面伊法十分之一，並油一欣四分之一，

調和作素祭，獻給耶和華。

【民15：5】無論是燔祭是平安祭，你要為每隻綿羊羔，一同預備奠祭的

酒一欣四分之一。

【民15：6】為公綿羊預備細面伊法十分之二，並油一欣三分之一，調和

作素祭，

【民15：7】又用酒一欣三分之一作奠祭，獻給耶和華為馨香之祭。

【民15：8】你預備公牛作燔祭，或是作平安祭，為要還特許的願，或是

作平安祭，獻給耶和華，

【民15：9】就要把細面伊法十分之三，並油半欣，調和作素祭，和公牛

一同獻上，

【民15：10】又用酒半欣作奠祭，獻給耶和華為馨香的火祭。



祭牲 素祭 奠祭

细面 油 酒

每只绵羊羔
1/10伊法

（约2.2升）
1/4欣

（约0.875升）
1/4欣

（约0.875升）

每只公绵羊
2/10伊法

（约4.4升）
1/3欣

（约1.167升）
1/3欣

（约1.167升）

每只公牛
3/10伊法

（约6.6升）
1/2欣

（约1.75升）
1/2欣

（约1.75升）



【民15：11】"獻公牛、公綿羊、綿羊羔、山羊羔，每隻都要這樣辦理。

【民15：12】照你們所預備的數目，按著只數都要這樣辦理。

【民15：13】凡本地人將馨香的火祭獻給耶和華，都要這樣辦理。

【民15：14】若有外人和你們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們中間，願意

將馨香的火祭獻給耶和華，你們怎樣辦理，他也要照樣辦理。

【民15：15】至於會眾，你們和同居的外人都歸一例，作為你們世世代代

永遠的定例，在耶和華面前，你們怎樣，寄居的也要怎樣。

【民15：16】你們並與你們同居的外人當有一樣的條例，一樣的典章。 "



【民15：17】耶和華對摩西說：

【民15：18】"你曉谕以色列人說：你們到了我所領你們進去的那地，

【民15：19】吃那地的糧食，就要把舉祭獻給耶和華。

【民15：20】你們要用初熟的麥子磨面，做餅當舉祭奉獻;你們舉上，好

像舉禾場的舉祭一樣。

【民15：21】你們世世代代要用初熟的麥子磨面，當舉祭獻給耶和華。



【民15：22】"你們有錯誤的時候，不守耶和華所曉谕摩西的這一切命令，

【民15：23】就是耶和華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們的，自那日以至你們的世

世代代，

【民15：24】若有誤行，是會眾所不知道的，後來全會眾就要將一隻公牛

犢作燔祭，並照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獻給耶和華為馨香之祭，又獻一隻

公山羊作贖罪祭。

【民15：25】祭司要為以色列全會眾贖罪，他們就必蒙赦免，因為這是錯

誤。 他們又因自己的錯誤，把供物，就是向耶和華獻的火祭和贖罪祭，

一併奉到耶和華面前。

【民15：26】以色列全會眾和寄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為這

罪是百姓誤犯的。



【民15：27】"若有一個人誤犯了罪，他就要獻一歲的母山羊作贖罪祭。

【民15：28】那誤行的人犯罪的時候，祭司要在耶和華面前為他贖罪，他

就必蒙赦免。

【民15：29】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若誤行了什麼

事，必歸一樣的條例。

【民15：30】但那擅敢行事的，無論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褻瀆了耶和華，

必從民中剪除。

【民15：31】因他藐視耶和華的言語，違背耶和華的命令，那人總要剪除;

他的罪孽要歸到他身上。 "



【民15：32】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時候，遇見一個人在安息日撿柴。

【民15：33】遇見他撿柴的人，就把他帶到摩西、亞倫並全會眾那裡，

【民15：34】將他收在監內;因為當怎樣辦他，還沒有指明。

【民15：35】耶和華吩咐摩西說："總要把那人治死;全會眾要在營外用石

頭把他打死。 "

【民15：36】於是全會眾將他帶到營外，用石頭打死他，是照耶和華所吩

咐摩西的。



【民15：32】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時候，遇見一個人在安息日撿柴。

【民15：33】遇見他撿柴的人，就把他帶到摩西、亞倫並全會眾那裡，

【民15：34】將他收在監內;因為當怎樣辦他，還沒有指明。

【民15：35】耶和華吩咐摩西說："總要把那人治死;全會眾要在營外用石

頭把他打死。 "

【民15：36】於是全會眾將他帶到營外，用石頭打死他，是照耶和華所吩

咐摩西的。

耶和華神已經七次要求百姓守安息日（出十六29;二十8;三十一13;三十五

3;利十九3;二十三3;二十六2），但這個人竟然還在「藐視耶和華的言語，

違背耶和華的命令」（31節）。



【民15：37】耶和華曉谕摩西說：

【民15：38】"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們世世代代在衣服邊上做樣子，又

在底邊的樣子上釘一根藍細帶子。

【民15：39】你們佩帶這樣子，好叫你們看見就記念遵行耶和華一切的命

令，不隨從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們素常一樣;

【民15：40】使你們記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為聖潔，歸與你們的 神。

【民15：41】"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曾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要作

你們的 神。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