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考书







章节大纲
神的权柄和神的救赎（16：1-17：13）

➢第一次冲突 （16：1 - 35）

➢第二次冲突和神的救赎 （16：41 – 17：13）

神慈爱的彰显

➢神的命令：守卫圣所 （18：1-7）

➢神的供应：看顾神的仆人 ( 18:8-32)

参考 “BE COUNTED” BY Warren W. Wiersbe



第一次冲突 （16：1 - 35）

1. 可拉事件的发生 （16：1-3）
16:1 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押的儿子大
坍、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

16:2 并以色列会中的二百五十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
起来。

16:3 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
他们中间、你们为甚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第一次冲突 （16：1 - 35）

➢ 可拉是一个重要的、有影响、有号召力的
宗教领袖

➢ 流便子孙要以以色列家族长子家族
身份挑战摩西的领导地位

➢ 流便是以色列的长子，天生就有着
长子所拥有的特殊地位

➢ 叛逆的理由：
✓ 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
✓ 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

➢ 可拉和亚伦争夺的是宗教领袖的权威：
✓ 表面上： 攻击摩西、亚伦，说他们擅

自专权，自高自大，要辖管他们
✓ 实际上： 嫉妒亚伦在祭祀职责上的

领导地位，不甘于只办会幕的事
➢ 可拉问题的根源：

✓ 他在上帝面前自以为义

分别为圣，侍
奉神的仆人 以色列的长子

民15:40 使你们记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
圣洁、归与你们的 神。

出19:6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
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第一次冲突 （16：1 - 35）

2. 谦卑的领袖-摩西 （16：4-11）
16:4  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

16:5 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

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

16:6 可拉阿、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

16:7 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

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

你们这利未的子孙 了。

16:8 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哪、你们听我说．

16:9 以色列的 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
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

16:10 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 、
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么。

16:11 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 、亚伦算甚么。你们竟向他发
怨言呢。



第一次冲突 （16：1 - 35）

16:6 可拉阿、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

16:7 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

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

➢ 验证神拣选的方法： (16:6-7)

让他们拿着盛火的香炉到耶和华面前去看看他们的祭祀是否被神接纳。

可拉一党知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未10：1-3

➢ 10:1 亚伦的儿子拿答、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
前献上凡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 10:2 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 10:3 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

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

➢ 摩西的提醒：
神有拣选的主权，神要在他的子民中显为圣，得荣耀。挑战神权威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o 16:7b 你们这利未的子孙 了。

o 16:11a 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 、亚伦算甚么。



第一次冲突 （16：1 - 35）

3. 面对挑战的摩西 （16：12-17）
16:12 摩西打发人去召以利押的儿子大坍、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

16:13 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
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么。

16:14 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
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么。我们不上去。

➢ 叛逆者心中的嫉妒和愚昧：
o 将以色列在旷野因罪受到的惩罚归咎到摩西身上
o 将埃及看作“流奶与蜜之地”
o 诬陷摩西自立为王，没有把他们带到 “流奶与蜜之地”

➢ 流奶与蜜之地：
o 叛逆者心中的 “流奶与蜜之地”是什么？
o 神应许的 “流奶与蜜之地”是什么？
o 神赐给基督徒的“流奶与蜜之地”是什么？



第一次冲突 （16：1 - 35）

3. 面对挑战的摩西 （16：12-17）
16:15 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
有害过他们一个人。

16:16 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

16:17 各人要拿一个香炉、共二百五十个、把 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 、也各拿

。

16:18 于是他们各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

16:6   可拉阿、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 炉来。

16:7   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 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利未
的子孙擅自专权了。

➢ 祭司每日早晚的职责，是在香坛上燃烧特制的香料献给神（出30:7-9）。
➢ 这班百姓领袖拿自己的香炉：放上自制的香料，抵触了神的律法，却仍蒙然不知。

出：
30:7 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作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
30:8 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
30:9 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



第一次冲突 （16：1 - 35）

3. 耶和华公义的裁判 （16：18-35）
➢ 16:19 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 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

➢ 16：20-22 摩西、亚伦为会众祈求：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么？

➢ 16：23-35：神提醒会众离开可拉及其同党的帐篷，避免受到了公义的审判。

❖ 地开了口吞灭了可拉和属可拉的，

❖ 从神来的火烧毁了献香的二百五十个人

➢ 因着摩西和亚伦的代求，神应允不因一人的罪
向全会众发怒。

贴后3:6

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
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
远离他。

箴言
3:7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3:8 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百骨。

14:10 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
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
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为以色列人设立敬畏神的纪念 （16：36-40）

16:36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16:37 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
为那些香炉是圣的。

16:38 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
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作记号．

16:39 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

16:40 给以色列人作记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近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

15:37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15:38 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作繸子、又在底边的繸子上、钉
一根蓝细带子。
15:39 你们佩带这繸子、好叫你们看见就记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
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
15:40 使你们记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与你们的 神。
15:41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作你们的 神．我是耶和
华你们的 神。



第二次冲突 （16：41 – 17：13）

1. 以色列全会众的叛逆及大祭司的代求

16:41 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 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

16:42 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

16:43 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

16:44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16:45 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 俯伏于地。

➢ 几百人的叛逆很快上升成全会众的叛逆 （16：41）

➢ 眼被嫉恨蒙蔽，看不清事实，心中丝毫没有畏惧，眼中对神没有惧怕

16:46 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
赎罪、因为有忿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



第二次冲突 （16：41 – 17：13）

1. 以色列全会众的叛逆及大祭司的代求
16:47 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

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

16:48 他 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

16:49 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人。

16:50 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

➢ 亚伦 – 大祭司，“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为会众代求 （16：46-48），免去神的忿怒，行
使了拯救的工作

➢ 基督耶稣就是神为我们设立的大祭司，在十字架上所成就了救恩 。

➢ 彰显神的慈爱 （罗5：8）

人因悖逆神受审判 大祭司的代求 神的救赎, 神的爱



第二次冲突 （16：41 – 17：13）



第二次冲突 （16：41 – 17：13） 权柄的象征



第二次冲突 （16：41 – 17：13）

当他们每天提起他们手杖的时候，就会想起神拣选亚伦
家族在神的祭坛前侍奉



第二次冲突 （16：41 – 17：13）



神慈爱的彰显（18：1 –32）



18:22

亚伦和他的儿子

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

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

带领利未人，联合服侍，防止利未人挨近圣所的器具

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

利未人 守所吩咐亚伦的、并守全帐幕

与亚伦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

看守圣所、和坛、免得忿怒再临到以色列人。

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
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
赐、事奉我 （7）

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
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
是给你们为赏赐的 （6）

赏
赐

防止以色列人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18:22



神慈爱的彰显（18：1 –32）



祭司的赏赐

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头生的都要归给你

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

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初熟之物

归我的举祭

利未人

至圣的供物

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

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
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
是给你们为赏赐的 （6）

赏
赐

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

18:19 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
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分、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
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盐即不废坏的意思〕。



神慈爱的彰显（18：1 –32）



利未人的赏赐

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

至圣的供物

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
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 18：24

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

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



利未人属天的意义

1. 是神所要拣选的、完全分别为圣的一
班人，他们没有产业

2. 他们分散在神的以色列民中间，拥有
每个支派给的一块地，

3. 收取神以色列民奉献的十分之一，并
将收取的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献给神

4. 他们站的位置比其他子民更靠近神
（书3：3 是奉命抬约柜的）

5. 所有属地的关系都为着属天的思想割
弃了（出32：26-28）

6. 一班属天的百姓，代表着神属天的思
想，维持神的百姓和天的相连

7. 有一种职责乃是将神的话教导神的子
民，好使他们能摸着神的心意，或被
神摸着。

属天道路的先锋——

史白克著

https://tochrist.org/Doc/Books/Austin-Sparks/stdldxf-s.pdf


思一思、想一想



思一思、想一想
• 新约有什麽教训是从以色列民在加低斯旷野这事
（16-17）引申出来的？
林后

10:10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

10:11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
这末世的人。

• 神藉着基督将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进入流奶
与蜜之地。什么是神赐给基督徒的“流奶与蜜之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