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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记 

要旨：讲述以色列人准备进入应许之地，因为犯罪而被神处罚，后再次准备进入应许之地

的情形。 

作者：摩西 

写作对象：以色列人 

写作时间：BC1450-1410 

背景：西奈半岛广大的旷野、迦南东部和南部 

钥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

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

（14:22-23） 

大纲 

一．以色列人预备启程（1:1-10:10） 

二．最初接近应许之地（10:11-14:45） 

三．在旷野飘流（15:1-21:35） 

思考题（陈威娟） 

Day 42: 民数记第 1-2章 

 

1. 人口統計的目的是什麼? 是誰吩咐的? 在哪裡統計? 如何統計? (1:1-3) 

2. 從統計的結果, 估計摩西共帶了多少人去迦南地（包括婦女兒童和利未人）? 

3. 利未支派為何不可計算在以色列人的總數裡? (1:47-53, 3:11-13) 

4. 试按第二章的經文畫出不同支派安營所在. 在營地正中央的是什麼? 在營地四方各是

 哪些支派?  

5. 這安營模式显示了神的什麼心意? 

6. 四組起行的次序為何? 

 

Day43：民数记第 3-4章 

 

1. 神吩咐利未人做祭司的助手, 他們主要的工作是什麼?(3:1-10,4:48) 

2. 請簡短說明利未三族所負責的各是會幕哪個部份? 

3. 請按第三章經文將利未人安營的所在加入昨天問題 4中.如此安排與他們的工作有何關

 係? 

4. 你從祭司的助手利未人身上學到什麼有關服事的功課? 

5. 利未人為何需要兩次不同的人口統計 (3:42-51, 4:1-3,47-49)? 

 

Day44：民数记第 5-6章 

 

1. 第五章神再一次曉喻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潔淨的事有哪三件 (5:1-4, 5:5-10, 5:11-

 31)? 這三件事在利未記已有記載,神為何重複叮嚀?  

2. 什麼是拿細耳人(6:1-2)? 在離俗前需如何分別為聖? 請簡要列出條例 (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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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是否已分別為聖屬於神? 如何過分別為聖的生活? ( 參約 17:14-19) 

4. 有人曾經用亞倫的祝禱 (6:24-26)為你祝福過嗎? 若有,是在什麼情況下?  

 

Day 45：民数记 第 7章 

  

1. 第七章奉獻的儀式是發生在什麼時候 ( 民 7:1-2, 利 8:11, 出 40:17 )?  

2. 車輛和牛是為什麼事工奉獻的? 是誰奉獻的 (7:4)? 車輛和牛的數量是依據什麼來分

 配給利未三族的 (7:6-9)? 你覺得如此分配合理嗎? 

 思考：在教會奉獻和資源的分配上, 我們可從這裡學到什麼? 

4. 第七章不厭其煩地重複每天每支派為祭壇所獻的供物和所獻的祭, 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值得我們學習? 

5. 當神的子民樂於奉獻的時候所帶來的是什麼樣的結果(7:89, 出 25:22)? 

 

Day 46：民数记第 8-10章 

 

1. 利未人的特別任務(8:17-19) 如何藉著受職禮所獻的不同的祭來表示 (8:5-13)? 

2. 利未人被當作搖祭獻給神, 今天你可以如何獻上自己( 參羅 12:1)? 

3. 第九章有關守逾越节(1-14), 對於禮儀上不潔淨堅持要守, 和禮儀上潔淨不願遵守的

 人, 神如何答覆摩西? 神的答覆,對今天的我們有何幫助和警惕? 

4. 什麼時候可以吹銀號 (10:1-10)? 今天我們也可以常常向神 "吹號"嗎? 

5. 以色列軍隊什麼時候初次啟程向前行? 抵達何處? (10:11-13) 

6. 從第十章 14-30, 經過 11個月的準備, 此時這是一支什麼樣的軍隊? 他們懷著什麼樣

 的心情出發? 這對我們開始新的事工或服事有什麼啟發? 

 

Day 47：民数记第 11-13章 

 

1. 比較前面幾章和利未記, "凡耶和華所吩咐的以色列人就照樣行" 一再重複出現", 11

 章一開始就描述百姓發怨言出惡語, 令神怒氣發作, 以色列人又回到剛出埃及的景

 況(16:1-3). 從以色列人身上你學到什屬靈功課? 

2. 摩西聽到百姓的抱怨 (11-1-6) 有何反應 (11:11-15)? 神如何回應摩西 (11-16-18, 

 18-23)? 你遇到壓力和困難時, 如何求助? 

3. 出 16:1-3 和 民 11: 4-6 同樣是抱怨沒肉吃, 神也都賜給以色列人鵪鶉肉吃, 但是兩

 件事情的結果卻不同 ( 出 16:8, 13, 民 11:33-34), 為什麼? 你常常抱怨食物不

 好吃嗎? 

4. 比較米利暗亞倫對摩西的毀謗(12:1-2) 和百姓的抱怨 (11:2-6), 你覺得在性質和層

 次上有何不同? 米利暗和亞倫質疑的是什麼? 

5. 摩西在神心中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12: 5-8)? 神如何保護他的僕人摩西? 

6. 當被親近的人毀謗或受委屈時, 摩西給了我們什麼榜樣? (12:3, 13) 

7. 第 13章窺探迦南地的目的是什麼? (13:1-2, 申命記 1-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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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8：民数记第 14-15章 

 

1. 十個探子的報告被稱為"惡信" (bad report-NIV, evil report-ASV) 為什麼 (13:32-

 34)? 迦勒和約書亞期望勸服百姓攻打迦南地, 他們的信心從何而來 (14:6-9)? 當

 你遇到困難和挑戰時，如何克服? 

2. 十個探子的惡信引起百姓什麼嚴重的反應 (14:1-4)? 這給我們什麼警惕來保守教會的

 合一? 

3. 如同金牛犢事件, 這次加底斯叛逆事件摩西照樣為百姓代求, 他用的是哪兩個理由 

 (14:14-19)? 

4. 神既然赦免了以色列人的罪, 為何又處罰背逆的一代不得進迦南? 這和神的屬性有什

 麼關係 (14:21)? 思考：對於已經蒙寶血救贖的我們, 犯罪也要承受後果嗎 （林

 前 3:15)? 

5. 在衣服邊上配戴藍色墜子的目的是什麼? 你若有在身上佩戴十字架, 這提醒你什麼? 

 

Day 49: 民数记第 16-17章 

 

1. 可拉是誰的後代? 與亞倫和摩西是什麼關係 (16:1, 出 6:18-21) ? 可拉的指控主要

 是針對誰?為了什麼目的? (16:10-11) 

2. 流便子孫大坍, 亞比蘭主要抱怨的是什麼? 對像是誰? (16:13-14) 

3. 神如何刑罰可拉 ,大坍, 亞比蘭? 

4. 第二天百姓發怨言, 神再次發怒降下瘟疫, 是誰將瘟疫止住? 用什麼方法? 

5. 可拉黨叛變, 亞倫止住瘟疫, 和亞倫的杖發芽三件事一再證明亞倫什麼身份? 他身份

 的確立和以色列人的救贖有什麼關係? 思考：認識主耶穌基督的身份和我們的救贖

 有什麼關係? 

 

Day 50: 民数记第 18-20章 

 

1. 神如何供應祭司和利未人生活的需要 ? 今天神如何供應我們的需要 (太 6:24-34)? 

2. 紅母牛的灰所調的除污穢的水主要用處是什麼? 不按定例用此水潔淨的人, 神將從會

 中剪除, 為什麼 (19:20)? 

3. 從民 33:38推測, 二十章開始的正月是出埃及後第幾年? 漂流了三十八年他們又到哪

 裡 (20:1, 13:25-26)? 這應驗了神的懲罰嗎 (14:33-35)? 思考：在你的屬靈生命

 中, 可曾經歷如同 "原步踏地"的曠野飄流?  

4. 在米利巴, 摩西和亞倫做錯了什麼以至於神處罰他們不得入迦南地? 你怎么看待他們

 的行為 (民 20:12, 詩 119:66) ? 

5. 以東人是誰的後代(創 32:28)?  

6. 亞倫死在何珥山, 以色列人為他們的大祭司哀哭了 30天.對於主耶穌基督為我們受死, 

 你抱的是何種心情?  

7.思想大祭司亞倫在贖罪日所獻的祭, 与我們的大祭司主耶穌基督所獻的祭有何不同 (利

 16:29-34, 來 7:20-27, 8:1-4, 9:11-15, 9:24-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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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1：民数记第 21-22章 

  

1. 同樣在何珥瑪,14:45大敗,這一次為什麼戰勝迦南人亞拉得王? 你現在有什麼事情需

 交託給神, 完全依靠神,求他來翻轉? 

2. 神為什麼用火蛇刑罰以色列人? 結果如何?  

3. 回顧以色列人從出埃及到民數記 21章, 不斷重複抱怨, 神刑罰, 神赦免的歷史循環, 

 你看到了什么人的本質和神的本質? 有什麼值得警惕的? 

4. 打敗亞摩利王西宏和巴珊王噩,以色列人到了哪裡安營? 

5. 單從 22:6-20 的描述, 巴蘭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他被困在一個什麼樣的兩難之間? 

6. 神允許巴蘭同巴勒去, 為什麼又攔阻他? 

7. 在人看來愚鈍倔強的驢子能看見神的使者, 巴蘭身為一個能占卜說預言的人 (22:6) 

 卻看不見. 神用這樣的故事要告訴我們什麼? 

 

Day 52：民数记第 23-25章 

 

1. 摩押王巴勒為何請巴蘭咒詛以色列人? 基於什麼樣的心態?  

2. 簡述每首巴蘭詩歌的重點, 其中哪些和神对以色列先祖的應許有關, 哪些是對摩押及

 迦南諸國的預言？思考：參申 23:5,彼後 2:15-16,啟 2:14, 巴蘭是一個怎樣的人? 

 對我們今天有何提醒? 

3. 25章以色列人犯了什麼罪? 這個罪干犯了十誡的那幾條誡命? 神怎麼懲罰他們? 

4. 為什麼非尼哈所行的能消除神的怒氣? 神和非尼哈立了一個什麼約? 今天的世代,你如

 何守護神的聖名? 

 

Day 53：民数记第 26-27章 

 

1. 第二次人口統計的目的是什麼? 在哪裡,如何統計? 與第一次的統計間隔了多久(1:1) ? 

 相较与第一次的,結果如何? 

2. 哪兩個人同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統計中被數點? 為什麼(民 14:36-38)?  

3. 西羅非哈五個女兒為了什麼事來求摩西? 神如何應允? 

4. 從制定第二次逾越節的案件(民 9:9-11),与這次西羅非哈女兒的女子繼承權案來看, 

 以色列律法典章的形成可以有哪兩種方式? 從這兩個案子你看到神的哪個面? 

5. 當被神告知將歸到列祖那裡时, 摩西如何回答? 他心中掛慮的是什麼? 你心中常常掛

 慮什麼? 

6. 神揀選誰來繼承摩西? 27:21,約書亞的角色和權柄, 与摩西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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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4：民数记第 28-30章 

 

1. 神為什麼在摩押平原再一次頒布律法命令典章 ? 

2. 28-29章 請列出祭司的祭禮日程和當獻之祭. 

3. 29章 吹角節那天( 猶太人新年)祭司從早到晚按規定應如何獻祭? 這天需獻上多少公

 牛,公綿羊,公羊羔和公山羊?思考：神真的喜愛這些獻祭嗎? 他真正喜愛的是什麼(

 參詩 40:6,50:23,51:16,141:2)? 

5. 30章 女子結婚前和結婚後, 寡婦或被休, 許願有效力的一般性原則是什麼? 這原則

 與新約的教導有何异同(參弗 5:24, 6:1)?  

 

Day 55：民数记第 31-32章 

 

1. 神為什麼吩咐以色列人攻打米甸人(25:16-18) ?以色列人共出兵多少,結果如何(31:7-

 11)? 以色列人折損了多少兵? 

2. 這場戰爭中，哪些米甸人得以存活? 為什麼 (31:15-18)? 

 思考：神對米甸人的懲罰過於嚴厲嗎?（參創 6:5-7,19:23,出 32:9,民 11章,

 14:11,25:3-4,25:9,33:56 羅 2:9,彼前 4:17-18）神的懲罰公平嗎? 

4. 31:25-47, 戰利品的分配原則是什麼? 祭司所分配到的是利未人的幾分之幾? 符合

 28:26 規定嗎? 

5. 流便,迦得兩支派為什麼不願意過約旦河(32:1)? 摩西起初如何反對? 最後如何解決?

 思考：在教會的服事上若有一個人退後, 半途而廢, 虧損的是誰? 

 

Day 56：民数记第 33-34章 

 

1. 從第三十三章所列的地名(站口), 思想哪些地方曾發生過什麼歷史事件. 

2. 神為什麼要摩西記載出埃及所行路程? 你對自己重要的屬靈"站口"也作紀錄嗎? 

3. 神吩咐以色列人進迦南地後要如何行 (33:50-53)? 為什麼 (33:55-56)? 你心中有什

 麼要徹底對付清除出去的(羅 6)? 

4. 神將迦南地界定出來, 有何重要意義或目的?  

5. 誰負責土地分配的工作 ? 由誰指定?  

 

Day 57：民数记第 35-36章 

  

1. 利未人不能分地為業, 他們居住在哪裡 ? 他們可以擁有什麼財產 (35:3)? 

2. 逃城是為什麼人設立的? 如何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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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判定一個人是不是故意殺人(35:30)? 故意殺人的刑法是什麼?  

4. 神為什麼訂定故意殺人和誤殺的律例(35:33-34)? 這和神的什麼屬性有關?  

5. 第三十六章是對二十七章女子財產繼承權的修正案, 加添了什麼? 

 思考：以色列人出埃及後(被救贖之後) 在曠野這段歷史最大的失敗原因是什麼? 

 這對於我們信徒得救後的生活有什麼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