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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兰的故事巴兰的故事
这段故事非常吸引人，也引发很多人心中一个疑问 ─

真先知巴兰是真先知？

他讲的话都是祝福以色列百姓，

看起来上帝应该是使用他来传讲信息

还是假先知呢？还是假先知呢？

他的作为又让人觉得有些不大对劲，

新约圣经对于巴兰批评非常激烈新约圣经对于巴兰批评非常激烈，

说巴兰是为利奔跑的先知

巴兰故事的历史背景，

是以色列民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前 ，

整个故事的最后一站。

巴兰的故事巴兰的故事

巴兰的故事
以色列人出埃及

巴兰的故事
─ 准备进入应许之地

出1:9 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
又比我们强盛。

民22:3 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
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又 我们强盛。 就 惧怕， 内忧急

民22:5 摩押王巴勒说：
「有一宗民遮满地面…」

出10:4-5 蝗虫进入你的境内，
遮满地面， 「有 宗民遮满地面…」遮满地面，

甚至看不见地。

埃及人因为以色列人众多， 摩押王巴勒为以色列百姓，埃及人因为以色列人众多，
感到愁烦

摩押王巴勒为以色列百姓，
感到非常愁烦

法老就刚硬他的心 巴勒要让巴兰得到尊荣法老就刚硬他的心，
动词 Kbd

巴勒要让巴兰得到尊荣，
也是用 Kbd 动词

巴兰的故事巴兰的故事
 以色列民走完了旷野的路程，

准备进入迦南地之前攻击的准备准备进入迦南地之前攻击的准备

 巴兰事件

1 巴兰跟他的驴的故事1. 巴兰跟他的驴的故事

行动的部分，

预示后面要发生的事情预示后面要发生的事情

2. 巴兰跟摩押王巴勒的故事

对话的部分对话的部分

3. 巴兰跟以色列
诗歌的部分 共有四首诗歌诗歌的部分，共有四首诗歌，

是整个故事的精华

上帝再 次吩咐摩 数点 姓 准备去打仗 上帝再一次吩咐摩西数点百姓，准备去打仗



‧巴兰跟驴 ‧巴兰跟摩押王巴勒‧巴兰跟以色列

创世记第三章
蛇开口跟夏娃说话

撒但利用蛇破坏了上帝的计画

民数记二十二章 ─巴兰的故事
巴兰的驴开口向巴兰说话

上帝使驴开口说话，破坏了巴兰的计画帝使驴开 ， 计

摩押王巴勒听见以色列人众多、要经过他的地，

感到非常的惊慌 就派人去找巴兰感到非常的惊慌，就派人去找巴兰 ─

廿二6 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
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

巴兰竟然答应了摩押王巴勒的请求，巴兰竟然答应了摩押王巴勒的请求，

不过两个中间，认知上有一些落差。

‧巴兰跟驴 ‧巴兰跟摩押王巴勒‧巴兰跟以色列

摩押王巴勒派人来见巴兰…，当天晚上神就对巴兰讲话，

巴兰讲：巴兰讲：

「摩押王巴勒派了使臣来，要我去咒诅以色列百姓。」

上帝跟巴兰讲：上帝跟巴兰讲：

「你不可以咒诅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蒙福的。」

巴兰就告诉使臣：耶和华禁止我跟你们去见摩押王巴勒巴兰就告诉使臣：耶和华禁止我跟你们去见摩押王巴勒

使臣加上自己的解释：巴兰不肯来

摩押王也加上自己的解释：摩押王也加上自己的解释：

巴兰是嫌我派去的人身分地位不够高、礼物不够分量，

他就加派更尊贵的大臣 赠更多的礼物给巴兰他就加派更尊贵的大臣、赠更多的礼物给巴兰。

巴兰这一次得到耶和华的准许，他就去了，

第二天 清早 他就备上驴 带着仆人 去见摩摩押王巴勒押王巴勒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备上驴、带着仆人，去见摩摩押王巴勒押王巴勒。。

‧巴兰跟驴 ‧巴兰跟摩押王巴勒‧巴兰跟以色列

巴兰出发以后，在路上却遇见了天使拿刀要杀他，
巴兰看不见、他的驴反而看见了！

巴兰在古代近东号称是最伟大的先知，

对这特异的事情，完全没有警觉、了解

驴看见天使要杀巴兰，就三次闪躲，

免得这个天使就来杀巴兰

巴兰骑在驴背上，反而想，这个驴怎么搞的，

用脚踢、用杖打，最后驴倒在地上。

驴就开口说：我从小就被你骑的，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吗？
你现在为什么打我呢？你现在为什么打我呢？

巴兰说…
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才向巴兰显现 ─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才向巴兰显现

原来耶和华使者站在前面，要杀巴兰。

‧巴兰跟驴 ‧巴兰跟摩押王巴勒‧巴兰跟以色列

好像摩西当初听耶和华的吩咐，

回到以色列人当中，要带领他们出埃及，

耶和华在半路要杀摩西；

巴兰也是一样？其实背后 ─ 巴兰动机不对！巴兰也是 样？其实背后  巴兰动机不对！

巴兰眼睛看到的，就是摩押王巴勒要给他的金钱，

耶和华怎么讲 他不顾 明明第一次已经清楚讲到耶和华怎么讲、他不顾，明明第一次已经清楚讲到 ─
「你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是蒙福的。」

但是巴兰还屡次三番再去问上帝但是巴兰还屡次三番再去问上帝…
耶和华就用使者向他显现、来杀他。

最后还是允许巴兰去了，

─ 不可以讲任何咒诅以色列百姓的话；

后来上帝把巴兰要咒诅以色列百姓的话，转成了祝福的话。



‧巴兰跟驴‧巴兰跟摩押王巴勒 ‧巴兰跟以色列

提供线索 ─ 巴兰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先知。

巴勒害怕以色列百姓，就派遣大臣带着卦金去找巴兰
巴兰起先婉拒使者，口口声声讲 ─

「耶和华怎样说，我万不敢讲的话超越过耶和华」

圣经在记载的时候有一些微妙的地方，是我们要注意的 ─
摩押长老来见巴兰 两个写到「神的名字」是不一样的摩押长老来见巴兰，两个写到「神的名字」是不 样的，

廿二8 巴兰说：「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说 「我必照耶和华 晓谕我 报 。」

廿二9 神临到巴兰那里…

巴兰自己号称他是耶和华的先知，

耶和华会晓谕给他、会把信息传给他；

其实巴兰跟神的关系只不过是一般性的。

‧巴兰跟驴‧巴兰跟摩押王巴勒 ‧巴兰跟以色列

创世记第一章、第二章，用到神的不同的名字，

 第 章用到的是 Elohim 第一章用到的是 Elohim
就是神、或者翻译成上帝，

是神跟普世 万有之间的一般性关系是神跟普世、万有之间的一般性关系

 第二章 ─ 耶和华神造人

耶和华 启 给摩耶和华是上帝特别启示给摩西的名字、

特别启示给以色列人使用的名字，

是上帝跟以色列人中间一个特殊的关系

巴兰给人印象 ─ 他跟耶和华之间有特殊的关系，

其实圣经记载，巴兰跟耶和华
只不过是一般性的关系是 性 关系

他只是把他当作是一般性的神来看他而已

‧巴兰跟驴‧巴兰跟摩押王巴勒 ‧巴兰跟以色列

二十三、二十四章 ─ 筑坛献祭的事情，
跟以色列人的习惯是不同的。

廿三1 巴兰对巴勒说：
「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

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

以色列只有 座坛以色列只有一座坛，

所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
七座坛 是按照当时的 俗七座坛，是按照当时的习俗，

敬拜的是多神，

用多个坛，每一个坛拜一个神

廿三14 于是领巴兰到了琐腓田，上了毘斯迦山顶，廿 于是领巴兰到了琐腓田，上了毘斯迦山顶，
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

‧巴兰跟驴‧巴兰跟摩押王巴勒 ‧巴兰跟以色列

二十四章 ─ 巴兰不照耶和华的吩咐来行，

他用自己行法术的方式；；

结果每一次当巴兰要讲的时候，

耶和华都把他咒诅的话转成了祝福的话。华都

第三次结束以后，摩押王巴勒就责备巴兰…
结果巴兰讲出第四首诗歌，结果 讲出第四首诗歌，

那个是摩押王巴勒所没有要求的。

三整个故事常常用「三」

巴兰三次祝福的诗歌，然后加一次

巴兰的驴子三次闪躲耶和华的使者
巴兰三次打牠，耶和华的使者再来责备巴兰

用「三」作为文章的结构。



‧巴兰跟驴 ‧巴兰跟摩押王巴勒‧巴兰跟以色列

二十三到二十四章 ─ 四首诗歌，或说三加一首，

前面三首是应摩押王巴勒的要求讲的，

但是耶和华把他的咒诅变成了祝福的话

加上第四首，是巴兰主动讲的

第一首诗歌 ─ 讲到以色列民、整个的主题，

廿三8 神没有咒诅的 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 我焉能怒骂？廿三8 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

第二首诗歌 ─ 以色列人的过去

廿三22-23 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
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

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
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

上帝曾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赐给他们极大的恩典。

‧巴兰跟驴 ‧巴兰跟摩押王巴勒‧巴兰跟以色列

第二首诗歌 ─ 以色列人的过去

十四节引用创世记四十九章 雅各祝福犹大二十四节引用创世记四十九章 ─ 雅各祝福犹大，

创四九90 犹大是个小狮子，卧如公狮，蹲如母狮。创四九 犹大是个小狮子，卧如公狮，蹲如母狮。
民廿三24 这民起来，彷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

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决不躺卧。

故意把这两段经文连起来

， 之 ，

故意把这两段经文连起来，

摩西五经的诗歌，

彼此之间 个主题的关联彼此之间一个主题的关联 ─

要把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带出来。

‧巴兰跟驴 ‧巴兰跟摩押王巴勒‧巴兰跟以色列

第三首诗歌 ─ 以色列人的现在

廿四5 雅各啊 你的帐棚何等华美！廿四5 雅各啊，你的帐棚何等华美！
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

他在高的地方看到以色列人帐棚安营，
非常的整齐、华美，涌出这样颂赞的诗歌出来。

廿四6-7 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
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
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

伊甸园的祝福 重新恢复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伊甸园的祝福，重新恢复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

廿四9 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

摩押王巴勒气得七窍生烟，把巴兰赶回去了。

‧巴兰跟驴 ‧巴兰跟摩押王巴勒‧巴兰跟以色列

第四首诗歌 ─ 主动提的，

将来弥赛亚的预言 以色列人的将来；将来弥赛亚的预言、以色列人的将来；

他看到一个人，是谁？他没有讲！

廿四17 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

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
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

称作雅各之星的预言，

将来，遥远的将来，将来，遥远的将来，

要从雅各中间产生

要打破周围的这些国家要打破周围的这些国家
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君王



‧巴兰跟驴 ‧巴兰跟摩押王巴勒‧巴兰跟以色列

巴兰的诗歌讲到，以色列民的过去、现在、将来，
一个预言 ─ 雅各之星。

古代的近东一直有这样的流传 ─
将来在以色列中间 犹大里面将来在以色列中间、犹大里面，

要有一个君王产生，被称作是雅各之星
他要带来得胜 要胜过周围这些国家他要带来得胜、要胜过周围这些国家

要带给以色列民、世界万国，得着祝福

雅各之星的预言
在耶稣基督身上得着了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得着了应验；

从那个时候以后，到耶稣基督，

前后经过将近 千 年前后经过将近一千四百年。

巴兰的故事巴兰的故事
古斯塔夫托雷

莱比锡，天使要杀巴兰
林布兰

巴兰的故事巴兰的故事
巴兰最后的结局是如何呢？

民数记二十五章 ─巴力毘珥事件民数记二十五章 ─ 巴力毘珥事件，

摩押的女子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

就是巴兰献的计策 他明的不能咒诅以色列百姓就是巴兰献的计策，他明的不能咒诅以色列百姓，

暗的出一些计谋来害以色列人犯罪 ─
不但跟摩押人行淫 而且去拜摩押人所拜的神不但跟摩押人行淫、而且去拜摩押人所拜的神，

难怪耶和华降瘟疫刑罚以色列百姓。

书十三22 以色列人也用刀杀了比珥的儿子术士巴兰。

新约对巴兰的总评 ─新约对巴兰的总评

为利奔跑的先知，出卖他的职分
害以色列人犯罪害以色列人犯罪
自己也死在争战的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