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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经结论
对主前 1400 年在旷野漂流的
以色列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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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脉络 ─ 民数记内容的发展，

民数记十九章 历史背景

写作的地点很可能是在摩押平原，
 摩西带领了以色列民出埃及，
经过旷野、
来到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
 摩西自己即将要离世，
在离世之前，将神的启示、
以色列人在旷野
，
所受的试炼一一写下，
要成为后世的律例和鉴戒

有些部分是按着时间的次序…
有些部分是按着时间的次序
以色列人旧的
旧的世代
代，
在旷野当中不断的犯罪、怨言，
以至不能进入迦南地

 一至十四章
摩
押
平
原

民数记的写作体裁非常多元化 ─
交织着律法、宗教礼仪、历史记录、
非常多的诗歌、预言。

在旷野漂流 38 年半，
从旧的世代渡过到新世代的过渡时期，
从旧的世代渡过到新世代的过渡时期
 旧的世代逐渐的过去、凋零
 因为不信、恶言、顶撞神，
因为 信 恶言 顶撞神
以至不能进迦南地

 十五至廿章

 廿一至卅六章

进入新的世代

经文中，有历史的纪录、律法的启示。

当上帝宣判他们不能进迦南、要在旷野漂流之后，
我们很惊讶的发现 ─
十五章一开始，上帝给了一段关于
进迦南之后 要如何献祭的律法启示
进迦南之后，要如何献祭的律法启示…
民十五1-2 耶和华对摩西说
民十五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 (要如何献祭)…」
旧的世代必须在旷野凋零
旧的世代必须在旷野凋零，
却确保新的世代一定要进迦南，
竟然是在律法的启示中晓谕的！
对当代的以色列百姓而言，
为他们规划了未来的生活美景 ─
 当下在旷野漂流，可是不是永远在旷野漂流
在旷 漂 ， 是 是永 在旷 漂
 进迦南之后，有相当多的律例关于这方面的指示

要以色列人怎么样来预备除罪水…
1. 律法解释 ─ 历史性意义
民十九

以色列的男丁，出埃及的时候
数点出来有六十多万人 ─ 603,550的男丁，
这么多上一代的男丁，
要在卅八年半、在旷野完全被消灭…
603,550 / 38.5年/ 365天= 42.9 追思礼拜
旷野漂流的时期，天天要处理非常多的死尸！
当人接触死尸的时候，
当人接触死尸的时候
 就沾染了不洁、需要献赎罪祭
 不然不洁的人需要居住在营外
我们也体会 ─ 接触死尸而沾染了不洁，
不纯粹是礼仪因素 其实有卫生因素
不纯粹是礼仪因素，其实有卫生因素，
对历史中、旷野飘流的以色列人，历史意义非凡！
民五2；六11

十五至二十章

是历史的纪录、律法，交织而成的…

历史 十五32-36 有人违反了安息日的刑罚
律法 十五37-41 摩西指示为了不要在生活中
忽略了神的话语，
教导在衣服边上做繸子，常常想起神的律例
历史 十六、十七 可拉、大坍和亚比兰的叛变
透过亚伦的杖发芽开花，
指示上帝就是拣选亚伦做为祭司
律法 十八 祭司、利未人的职责
32b 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
十九 除罪水的条例
历史 二十 米利暗跟亚伦的死
在充满死亡、死的咒诅、人性悖逆的历史纪录里，
在充满死亡
死的咒诅 人性悖逆的历史纪录里
插进 十九章 除罪水的条例…

这段除罪水的条例，只有在这个经文出现…
民十九1-12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
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
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
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这牛的血 向会幕前面弹七次
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这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
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
祭司要把香柏木 牛膝草 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
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
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
为以色列会众调做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
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 要洗衣服
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
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
摸了人死尸的 就必七天不洁净
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
那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

这个条例非常细心的，上帝指示以色列人 ─
 怎样预备除污秽的水，专门为了洁净摸了死尸的人
怎样预备除污秽的水 专门为了洁净摸了死尸的人
 一般接触死尸成为不洁的洁净方式，是要献赎罪祭
这段经文有特别的历史的背景
这段经文有特别的
史的背景 ─
每一天要进行四十几个追思礼拜，
家族当中要接触死尸的人可能非常多，
如果每一个人都要献赎罪祭…
对以色列人也是极大的一种经济损失。
除罪水的条例，是特别时期的临时条款，
除罪水的条例
是特别时期的临时条款
有学者认为是一个即溶、快速的赎罪祭，
一种简易的赎罪祭
种简易的赎罪祭 instant sinoffering。
在历史性的意义中 ─
不论是以色列人 寄居的外人
不论是以色列人、寄居的外人，
都适合用这个条例。

2. 律法解释 ─ 启示性意义
颁布律法的上帝 启示出他是 位什么样的神
颁布律法的上帝，启示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就算上一代的以色列人悖逆，上帝弃绝、不许他们进迦南，
可是上帝仍然与他们同在 ─圣洁的上帝
圣洁的上帝
 仍然住在会幕，仍然要以色列人保守洁净
 仍然是恩慈、守约的上帝，
仍然是恩慈 守约的上帝
给因死尸沾染不洁的下一代，仍然有一个洁净之路
3. 律法解释 ─ 救恩性、预表意义，新约使徒们写作、
经过圣灵的灵感与默示，看见旧约经文预表耶稣基督…
来九13-14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

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
基督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
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吗？

律法当中的预表性意义 ─ 是由新约所引用的。

除罪水的调制，特别是纯红的母牛、无残疾、未曾负轭，
利未记许多的献祭条例，大部分的祭牲
利未记许多的献祭条例
大部分的祭牲
都用公的，只有少部分用母的…
 上帝为以色列人所设计的，
上帝为以色列人所设计的
是多么细腻、而有智慧的献祭制度！
 一个以畜牧为本的民族，是以母牛、母羊为居多 ─
富有生产力、可以繁衍下一代
 公牛、公羊是比较少的 ─做为种牛、种羊之用…


当还原看这些赎罪祭、礼仪律法，
当还原看这些赎罪祭
礼仪律法
在历史时期实质操作的时刻，
才真是体会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眷顾 ─
在旷野四十年当中，每一天要接触这么多死尸，
可以用这么简易的方式，
可以用这么简易的方式
解决因沾染死尸而带来不洁的问题。

预表 ─ 释经学采用比较严谨的定义，
新约经文直接论述 引用旧约 指向耶稣基督
新约经文直接论述，引用旧约、指向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在新、旧约经文之间，好像有一条一条运河，
 让我们看见神的话如何从应许到应验，
而新旧约的启示已经完成、封卷，不再有新的预表
 我们根据归纳推衍所发展出来的，
是个人的读经心得、亮光，而不归为预表，
不然会造成非常多的灵意解经
也许某些人物、事件、制度、事物，有
也许某些人物
事件 制度 事物 有一些
些
历史性的类同，很类似、若有所指…
譬如：约瑟曾被下在监里、后来高升，
譬如：约瑟曾被下在监里、后来高升
好像耶稣基督也曾被钉十字架、
下在阴间 然后复活升天
下在阴间，然后复活升天，
是历史性类同 ─新约从来没有直接引述过。

解经的结论 ─ 对他们的，主前 1400年
旷野漂流 即将进入应许之地 对以色列人的意义
旷野漂流、即将进入应许之地，对以色列人的意义…
 这经文是具有教导性的 ─
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洁净 什么是不洁净
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
 每次处理死尸，意味人会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当中，
每回用除罪水 洁净因沾染死尸而不洁人
每回用除罪水，洁净因沾染死尸而不洁人
人的生命
的生命，
，
† 上帝总是给我们有新的盼望
† 上帝的律法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我们更能够体会、了解，在耶稣基督里所完成的救赎，
我们更能够体会、了解，在耶稣基督
所完成的救赎，
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属主的儿女 ─
 在耶稣的宝血、救恩的亮光中，全然圣洁的活的
，
的像他
 律法给罪人有出路，给每一个不洁净的人 ─
 认识罪的严重性、严肃性
 真实寻得在耶稣基督里救恩的出路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在旧约律法的经文当中，似乎是艰涩的条款，
主啊 但是感谢你 ─
主啊，但是感谢你
你的圣灵亲自启示出这些律法，
让我们看见犯罪悖逆 活在不洁的人
让我们看见犯罪悖逆、活在不洁的人，
生命却仍然有出路、有盼望。
求主引导，
求主引导
虽然今天不再用这些献祭才能亲近你，
却让我们更发的珍惜耶稣基督的宝血 ─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
如何引导罪人返回天父的怀抱！
如何引导罪人返回天父的怀抱

祷告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