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 经摩 经摩西五经摩西五经 第廿三课第廿三课……

拿细耳人条例拿细耳人条例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 暂停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日期顺序 ‧拿细耳人‧拿细耳人的愿‧拿细耳人献上

第一章第一节 ─ 二月初一数算百姓开始，很快就完成

第七章 第二年正月初 会幕立起来了第七章 ─ 第二年正月初一，会幕立起来了

各支派的首领代表大家来献礼，

共十 个支派 每 天 个支派一共十二个支派、每一天一个支派，

一共进行了十二天；为坛献礼完成

第八章第五节 ─ 利未人的献上

第九章第二节 ─ 正月十四日，第九章第二节  正月十四日，

按照上帝的规定守逾越节

第十章十 节 二月二十日 云彩向上提起来了第十章十一节 ─ 二月二十日，云彩向上提起来了，

以色列百姓就把会幕拆除、拔营前往应许之地，

这是他们初次往前行这是他们初次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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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二年正月 ─
会幕已经立好、数点百姓已经开始、

祭司已经来事奉神、各族族长也来献礼，

以色列百姓就要来守逾越节了。

可是有一些人可能因为接触到死尸、行在路上，

礼仪上算是不洁净，也愿意来守逾越节，怎么解决呢？算是 净， 愿意来守 节，怎 解

摩西就求问上帝，上帝就说 ─
「二月十四日，他们可以用那一天来守逾越节。」「 月十 ，他们可以用那 天来守逾越节。」

就给后来的人立下了一个规矩 ─
在规定守逾越节的时间，因为礼仪上不洁，在规定守逾越节的时间，因为礼仪上不洁，

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时间来守逾越节。

也就是在新约耶稣讲到的原则 ─也就是在新约耶稣讲到的原则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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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代的教会，礼拜天都还是要做工的，

哥林多前书 ─ 他们是在一天工作结束以后才来守主日…
康斯坦丁大帝以后，基督教变成合法的宗教，

礼拜天变成公定假日，教会才习惯用礼拜天早上作礼拜；

但是还是有弟兄姊妹，因为从事行业、工作关系，

礼拜天早上不能够来作礼拜…礼拜 早 不 够来作礼拜

有些教会就另外安排别的时间，

像礼拜天的晚崇拜、礼拜天的下午、礼拜六来作礼拜，像礼拜天的晚崇拜、礼拜天的下午、礼拜六来作礼拜，

让这些人可以用不同的时间，同样达成敬拜上帝的目的。

我 要 自 的方式来定罪 是多体谅他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定罪他，反而是多体谅他，

这还是圣经的原则 ─

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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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记很多律法的规定，都跟历史事件紧紧相关的，

拣选各支派的人准备去打仗
利未人、祭司，

被上帝拣选出来事奉神的

上帝立下另外一个律法 ─
准许以色列百姓当中准许以色列百姓当中，

有一些人自己甘心乐意献给神、

在生活上愿意作 个见证在生活上愿意作一个见证，

就成为事奉上帝的百姓，被称作拿细耳人。

圣经没有特别交代拿细耳人到底做什么事情，

他们是一个生活的愿，他们是 个生活的愿，

单单生活的见证，就足以表达对神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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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细耳在圣经基本的意义 ─ 在生活上分别出来。

民数记第六章第二节 ─ 初步的规定民数记第六章第二节  初步的规定，

1. 男的或女的，都可以许愿作拿细耳人
2 拿细耳人是可以有期限的2. 拿细耳人是可以有期限的，

也可以终生归主作拿细耳人，重点在

 必须是离俗 跟别人不太一样 必须是离俗，跟别人不太一样

 要归主、要完全合乎神的心意

拿细耳人许愿里，
是一个真正分别出来、单单归主的人。

基本上

按照大祭司的标准来过生活

事奉是由上帝来作为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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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喝酒、禁止剃头发、禁止接触死尸。

1. 禁止喝酒 ─ 拿细耳人在许愿期间里，

不可以接触任何的酒类不可以接触任何的酒类，

不管是清酒还是浓酒都不可以喝，

 酒精含量低的酒类 酒精含量低的酒类

 酒精含量比较高的酒类

 发酵酒 蒸馏酒 通通都不喝 发酵酒、蒸馏酒，通通都不喝
连可能用来做酒的，

像葡萄 葡萄汁 葡萄皮 概不碰像葡萄、葡萄汁、葡萄皮，一概不碰。

让自己坚决过一个完全禁戒跟酒相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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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喝酒 ─ 怎样来解释呢？

甘愿在上帝面前过简朴的生活。甘愿在上帝面前过简朴的生活。

酒在圣经里原本是上帝赏赐给人的欢喜快乐，

上帝赐给人 新酒的喜乐上帝赐给人五榖新酒的喜乐

在欢乐的场合，人会用酒来增加喜乐
酒原本不是一件最坏的事情。

圣经所反对的是酗酒、醉酒，容易误事，

第一个醉酒的人挪亚，

造成家庭里很大的遗憾。

箴三14 君王喝酒不相宜。

造成家庭里很大的遗憾。

弗五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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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在圣经里是比较中性，用得合宜是可以增加快乐的。

耶稣行的头一件神迹 ─ 在迦拿婚筵把水变酒，耶稣行的头 件神迹  在迦拿婚筵把水变酒，

婚筵预备酒是让大家欢喜快乐，

耶稣并没有站出来、道貌岸然的责备人耶稣并没有站出来、道貌岸然的责备人…
反而看到人的需要，愿意增加人的快乐，

把水变成酒 而且是上好的酒把水变成酒，而且是上好的酒…

喝酒在自己的家里浅酌就可以，

在公开场合酗酒、借酒浇愁，都对身体不好；

何况「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贪杯好酒，总是给人不好的印象，

如果单单为了身体的健康，如果单单为了身体的健康，

一次用一点酒，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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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3 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甚么清酒浓酒做的醋；
不可喝甚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

不但醉中之乐不要、世界上的快乐不要，

连上帝赏赐的也是有限度的来接受连上帝赏赐的也是有限度的来接受，

单单以上帝本身作为他们的喜乐。

他们愿意把物质上的条件尽量地降低他们愿意把物质上的条件尽量地降低，

不要被物质的喜乐占据了他们的心。

有些朋友，内心里容易被球赛占据他的心…
变成他的偶像，看球赛取代他追求上帝的喜乐！

这时候，就愿意为了主的缘故，甘愿把这个放下来。

有哪一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会占据我的心，有哪 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会占据我的心，

就宁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把它暂时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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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可剃头发的解释，最常拿出来的…

林前十一14 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

拿细耳人任凭自己的头发长长 不把头发剃掉拿细耳人任凭自己的头发长长、不把头发剃掉，
就是愿意为主甘心过羞辱的生活；

这样讲法应该没有错，不过引用的经文不太对…

拿细耳人之愿，男人可以许、女人也可以许，

女人有长头发 乃是她的荣耀林前十一15 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

这样的话，不是这个解释就相反了吗？这样的话，不是这个解释就相反了吗

‧日期顺序 ‧拿细耳人‧拿细耳人的愿 ‧拿细耳人献上

2. 不可剃头发 ─ 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

一个人头上长头发，这是他最被人家注意的地方，
连自己的头发，都愿意完全听从上帝的吩咐，

在自 有自 意他在自己的头上没有自己的意见，

完完全全愿意顺服主的引导、

按照主的吩咐来做；

而且愿意为了顺服主的缘故，

头是代表个人的主见，

甘愿顺服人中间的制度。

头是代表个人的主见，
自己的头、自己的主见

都愿意放下来，都愿意放下来，

单单愿意主的旨意在我身上来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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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可剃头发
人 如果要 个代表他的身分证明 上面要有照片人，如果要一个代表他的身分证明，上面要有照片，

是照他身上的哪一部分呢？

就是照他整个的脸 头就是照他整个的脸、头；

头就是代表这个人，

这个人愿意在他头上有一个记号。

大祭司头上有 个冠冕 上面 个牌子大祭司头上有一个冠冕，上面一个牌子 ─

写着「归耶和华为圣」；；

拿细耳人是比照大祭司，

他的头上用任凭头发长长作一个记号，他的头上用任凭头发长长作 个记号，

表明他是一个完全顺服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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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可以接触死尸
死亡是从罪恶来的 罪不能够来玷污我们的身体。死亡是从罪恶来的，罪不能够来玷污我们的身体。

 祭司平常是不可以接触死尸的，

如果亲人 配偶过世 他可以接触死尸 处理后事后事如果亲人、配偶过世，他可以接触死尸、处理后事后事

 大祭司 连亲人过世，也不去接触死尸，

就是有属灵象征的意义 ─ 不接触任何的罪恶就是有属灵象征的意义 ─ 不接触任何的罪恶
 拿细耳人就是愿意过一个比照大祭司的生活

禁止喝酒 ─ 过简朴的生活
禁止剃头发 ─ 在上帝面前过顺服的生活

摸禁止摸死尸 ─ 过圣洁的生活

简朴、顺服、圣洁，简朴、顺服、圣洁，

在生活中彰显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

‧日期顺序 ‧拿细耳人‧拿细耳人的愿‧拿细耳人献上

1. 神亲自选召 ─ 施洗约翰

一15 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15 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
淡酒浓酒都不喝，

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提醒施洗约翰要过一个拿细耳人的生活。

2. 父母亲献上，作父母亲的得到上帝的恩惠，

参孙、撒母耳，妈妈都是多年不孕，

上帝赐恩典让她们可以怀孕生子，

她们在上帝面前许愿 ─她 在 帝面前许
「孩子大了以后，要完全奉献给神，

在神的殿中事奉神，在神的殿中事奉神，

过拿细耳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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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孙 撒母耳

出身背景有点相似

后来的生活

甘心顺服主的生活

谨守拿细耳人的愿
拿细耳人三愿禁止的事情

后来的生活

谨守拿细耳人的愿通通都违犯，

虽然还是被神用，

生活上不能彰显见证神 留给以色列百姓的

独行侠特立独行的独行侠 两个被膏立的君王，

整个国家欣欣向荣、

被上帝赐福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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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己甘心乐意献上

约瑟 ─ 与弟兄迥别的人。约 弟兄 别的人

耶利米书第三十五章 ─ 利甲族的人

先知耶利米邀请利甲族人来到以色列人当中，先知耶利米邀请利甲族人来到以色列人当中，

耶利米就摆上酒说：请喝；利甲族人说：「我们不喝酒，

我们先祖在上帝面前立下约定 ─我们先祖在上帝面前立下约定
我们族人终身都不喝酒。」

耶利米用这个例子指责以色列人的不是耶利米用这个例子指责以色列人的不是。

他说：利甲族的人信守祖先跟上帝的约定…
我们以色列人却毁弃了跟上帝之间的约定我们以色列人却毁弃了跟上帝之间的约定，

上帝要我们单单尊崇他，我们却去拜别的神

上帝要我们遵守律法的规定 这是一条生命的路；上帝要我们遵守律法的规定、这是 条生命的路；

我们却违背上帝的律法，去走向死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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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己甘心乐意献上
使徒行传二十一章 ─ 使徒保罗曾经有愿在身，

期限满了，就把头发剃掉，到上帝面前去还愿；

保罗曾经在某段时间，有过拿细耳人的愿。

拿细耳人是在上帝拣选祭司以外的另外一种选择，

让以色列百姓在生活上面 作为对上帝的见证跟事奉让以色列百姓在生活上面，作为对上帝的见证跟事奉。

今天基督徒，

上帝有拣选一些人特别做某一些事奉

可是每一个人可以说 ─
我就是在生活上愿意过一个

简朴 顺服 圣洁的生活简朴、顺服、圣洁的生活，

单单这几方面就可以荣耀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