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數記
16-19



可拉叛逆：

【民十六1】利未的曾孫、哥轄的孫
子、以斯哈的兒子可拉，和流便子
孫中以利押的兒子大坍、亞比蘭，
與比勒的兒子安，

【民十六2】並以色列會中的二百五
十個首領，就是有名望選入會中的
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來，

【民十六3】聚集攻擊摩西、亞倫，
說：『你們擅自專權！全會眾個個
既是聖潔，耶和華也在他們中間，
你們為什麼自高，超過耶和華的會
眾呢？』





可拉叛逆：摩西的回應
【民十六4】摩西聽見這話就俯伏在地，

【民十六5】對可拉和他一黨的人說：『到了早晨，耶和華必指示誰是屬祂的，誰
是聖潔的，就叫誰親近祂；祂所揀選的是誰，必叫誰親近祂。

【民十六6】可拉啊，你們要這樣行，你和你的一黨要拿香爐來。

【民十六7】明日，在耶和華面前，把火盛在爐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華揀選誰，
誰就為聖潔。你們這利未的子孫擅自專權了！』



可拉叛逆：摩西的勸導

【民十六8】摩西又對可拉說：『利未的子孫哪，你們聽我說！

【民十六9】以色列的神從以色列會中將你們分別出來，使你們親近祂，辦耶和華
帳幕的事，並站在會眾面前替他們當差。

【民十六10】耶和華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孫——一同親近祂，這豈為
小事？你們還要求祭司的職任嗎？

【民十六11】你和你一黨的人聚集是要攻擊耶和華。亞倫算什麼，你們竟向他發怨
言呢？』



可拉叛逆：大坍、亞比蘭

【民十六12】摩西打發人去召以利押的兒子大坍、亞比蘭。他們說：『我們不上去！

【民十六13】你將我們從流奶與蜜之地領上來，要在曠野殺我們，這豈為小事？你還
要自立為王轄管我們嗎？

【民十六14】並且你沒有將我們領到流奶與蜜之地，也沒有把田地和葡萄園給我們為
業。難道你要剜這些人的眼睛嗎？我們不上去！』

【民十六15】摩西就甚發怒，對耶和華說：『求祢不要享受他們的供物。我並沒有奪
過他們一匹驢，也沒有害過他們一個人。』



可拉叛逆：摩西的勸導
【民十六16】摩西對可拉說：『明天，你和你一黨的人，並亞倫，都要站在耶和華
面前；

【民十六17】各人要拿一個香爐，共二百五十個，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華面前。
你和亞倫也各拿自己的香爐。』

【民十六18】於是他們各人拿一個香爐，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亞倫站在會幕
門前。

【民十六19】可拉招聚全會眾到會幕門前，要攻擊摩西、亞倫；耶和華的榮光就向
全會眾顯現。

【民十六20】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

【民十六21】『你們離開這會眾，我好在轉眼之間把他們滅絕。』

【民十六22】摩西、亞倫就俯伏在地，說：『神，萬人之靈的神啊，一人犯罪，祢
就要向全會眾發怒嗎？』



可拉叛逆：神的審判

【民十六23】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民十六24】『你吩咐會眾說：“你們離開可拉、大坍、亞比蘭帳棚的四圍。”』

【民十六25】摩西起來，往大坍、亞比蘭那裡去；以色列的長老也隨著他去。

【民十六26】他吩咐會眾說：『你們離開這惡人的帳棚吧，他們的對象，什麼都
不可摸，恐怕你們陷在他們的罪中，與他們一同消滅。』



可拉叛逆：神的審判

【民十六27】於是眾人離開可拉、大坍、亞比蘭帳棚的四圍。大坍、亞比蘭帶著
妻子、兒女、小孩子，都出來，站在自己的帳棚門口。

【民十六28】摩西說：『我行的這一切事本不是憑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華
打發我行的，必有證據使你們知道。

【民十六29】這些人死若與世人無異，或是他們所遭的與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
華打發我來的。

【民十六30】倘若耶和華創作一件新事，使地開口，把他們和一切屬他們的都吞
下去，叫他們活活地墜落陰間，你們就明白這些人是藐視耶和華了。』



可拉叛逆：神的審判
【民十六31】摩西剛說完了這一切話，他們
腳下的地就開了口，

【民十六32】把他們和他們的家眷，並一切
屬可拉的人丁、財物，都吞下去。

【民十六33】這樣，他們和一切屬他們的，
都活活地墜落陰間；地口在他們上頭照舊合
閉，他們就從會中滅亡。

【民十六34】在他們四圍的以色列眾人聽他
們呼號，就都逃跑，說：『恐怕地也把我們
吞下去。』

【民十六35】又有火從耶和華那裡出來，燒
滅了那獻香的二百五十個人。



可拉叛逆：神的審判

【民十六36】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民十六37】『你吩咐祭司亞倫的兒子以利亞撒從火中撿起那些香爐來，把火撒在
別處，因為那些香爐是聖的。

【民十六38】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爐，叫人錘成片子，用以包壇。那些
香爐本是他們在耶和華面前獻過的，所以是聖的，並且可以給以色列人作記號。』

【民十六39】於是祭司以利亞撒將被燒之人所獻的銅香爐拿來，人就錘出來，用以
包壇，」

【民十六40】給以色列人作紀念，使亞倫後裔之外的人不得近前來在耶和華面前燒
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黨所遭的。這乃是照耶和華藉著摩西所吩咐的。



可拉叛逆：百姓抱怨

【民十六41】第二天，以色列全會眾都向摩西、亞倫發怨言說：『你
們殺了耶和華的百姓了。』

【民十六42】會眾聚集攻擊摩西、亞倫的時候，向會幕觀看，不料，
有云彩遮蓋了，耶和華的榮光顯現。

【民十六43】摩西、亞倫就來到會幕前。

【民十六44】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民十六45】『你們離開這會眾，我好在轉眼之間把他們滅絕。』他
們二人就俯伏於地。



可拉叛逆：百姓抱怨

【民十六46】摩西對亞倫說：『拿你的香爐，把壇上的火盛在其
中，又加上香，快快帶到會眾那裡，為他們贖罪；因為有忿怒從
耶和華那裡出來，瘟疫已經發作了。』

【民十六47】亞倫照著摩西所說的拿來，跑到會中，不料，瘟疫
在百姓中已經發作了。他就加上香，為百姓贖罪。

【民十六48】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間，瘟疫就止住了。」

【民十六49】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一萬
四千七百人。

【民十六50】亞倫回到會幕門口，到摩西那裡，瘟疫已經止住了。



大祭司

【來五4】這大祭司的尊榮，沒有人自取。惟要蒙神所召，像亞倫一樣。

【來五5】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祂說『祢是我的兒
子，我今日生祢』的那一位；



可拉叛逆：可拉後裔



可拉叛逆: 可拉後裔
【民四17】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

【民四18】『你們不可將哥轄人的支派從利未人中剪除。

【民二十六10】地便開口吞了他們，和可拉、可拉的黨類一同死亡。
那時火燒滅了二百五十個人；他們就作了警戒。

【民二十六11】然而可拉的眾子沒有死亡。

【詩四十二1】（可拉後裔的訓誨詩，交與伶長。）神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
慕溪水。

【【詩四十二11】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神，
因我還要稱讚祂。祂是我臉上的光榮（原文是幫助），是我的神。



可拉叛逆：亞綸的杖
【民十七1】耶和華對摩西說：

【民十七2】『你曉諭以色列人，從他們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從他們所有的首領，
按著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將各人的名字寫在各人的杖上，

【民十七3】並要將亞倫的名字寫在利未的杖上，因為各族長必有一根杖。

【民十七4】你要把這些杖存在會幕內法櫃前，就是我與你們相會之處。

【民十七5】後來我所揀選的那人，他的杖必發芽。這樣，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們所
發的怨言止息，不再達到我耳中。』

【民十七6】於是摩西曉諭以色列人，他們的首領就把杖交給他，按著支派，每首領
一根，共有十二根；亞倫的杖也在其中。



可拉叛逆：亞綸的杖
【民十七7】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櫃的帳幕內，在耶
和華面前。

【民十七8】第二天，摩西進法櫃的帳幕去。誰知
利未族亞倫的杖已經發了芽，生了花苞，開了花，
結了熟杏。

【民十七9】摩西就把所有的杖從耶和華面前拿出
來，給以色列眾人看；他們看見了，各首領就把自
己的杖拿去。

【民十七10】耶和華吩咐摩西說：『把亞倫的杖還
放在法櫃前，給這些背叛之子留作記號。這樣，你
就使他們向我發的怨言止息，免得他們死亡。』



可拉叛逆：提醒遵守神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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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拉叛逆：亞綸的杖

【民十七11】摩西就這樣行。耶和華怎樣吩
咐他，他就怎樣行了。

【民十七12】以色列人對摩西說：『我們死
啦！我們滅亡啦！都滅亡啦！

【民十七13】凡挨近耶和華帳幕的是必死的。
我們都要死亡嗎？』



利未人的事奉

【民十八1】耶和華對亞倫說：『你和你的兒子，並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擔當乾犯聖
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兒子也要一同擔當乾犯祭司職任的罪孽。

【民十八2】你要帶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來，使他們與你聯合，服
事你，只是你和你的兒子，要一同在法櫃的帳幕前供職。

【民十八3】他們要守所吩咐你的，並守全帳幕，只是不可挨近聖所的器具和壇，免
得他們和你們都死亡。



利未人的事奉

【民十八4】他們要與你聯合，也要看守會幕，辦理帳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
近你們。

【民十八5】你們要看守聖所和壇，免得忿怒再臨到以色列人。

【民十八6】我已將你們的弟兄利未人從以色列人中揀選出來歸耶和華，是給你們為
賞賜的，為要辦理會幕的事。

【民十八7】你和你的兒子要為一切屬壇和幔子內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職任。你們要這
樣供職；我將祭司的職任給你們當作賞賜事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治死。』



利未人的事奉



利未人的事奉

【民十八8】耶和華曉諭亞倫說：『我已將歸我的舉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別為聖
的物，交給你經管；因你受過膏，把這些都賜給你和你的子孫，當作永得的分。

【民十八9】以色列人歸給我至聖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贖罪祭、贖愆祭，其中
所有存留不經火的，都為至聖之物，要歸給你和你的子孫。

【民十八10】你要拿這些當至聖物吃；凡男丁都可以吃。你當以此物為聖。

【民十八11】以色列人所獻的舉祭並搖祭都是你的；我已賜給你和你的兒女，當作
永得的分；凡在你家中的潔淨人都可以吃。



利未人的事奉

【民十八12】凡油中、新酒中、五穀中至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獻給耶和華初熟之
物，我都賜給你。

【民十八13】凡從他們地上所帶來給耶和華初熟之物也都要歸與你。你家中的潔淨
人都可以吃。

【民十八14】以色列中一切永獻的都必歸與你。

【民十八15】他們所有奉給耶和華的，連人帶牲畜，凡頭生的，都要歸給你；只是
人頭生的，總要贖出來；不潔淨牲畜頭生的，也要贖出來。



利未人的事奉

【民十八16】其中在一月之外所當贖的，要照你所估定的價，按聖所的平，用銀子
五舍客勒贖出來（一舍客勒是二十季拉）。

【民十八17】只是頭生的牛，或是頭生的綿羊和山羊，必不可贖，都是聖的，要把
它的血灑在壇上，把它的脂油焚燒，當作馨香的火祭獻給耶和華。

【民十八18】它的肉必歸你，像被搖的胸、被舉的右腿歸你一樣。

【民十八19】凡以色列人所獻給耶和華聖物中的舉祭，我都賜給你和你的兒女，當
作永得的分。這是給你和你的後裔、在耶和華面前作為永遠的鹽約（鹽就是不廢壞
的意思）。』



利未人的事奉
【民十八20】耶和華對亞倫說：『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內不可有產業，在他們中間也
不可有分。我就是你的分，是你的產業。』

【民十八21】『凡以色列中出產的十分之一，我已賜給利未的子孫為業；因他們所
辦的是會幕的事，所以賜給他們為酬他們的勞。

【民十八22】從今以後，以色列人不可挨近會幕，免得他們擔罪而死。

【民十八23】惟獨利未人要辦會幕的事，擔當罪孽；這要作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
例。他們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產業；



利未人的事奉

【民十八24】因為以色列人中出產的十分之一，就是獻給耶和華為舉祭的，我已賜
給利未人為業。所以我對他們說：“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產業。”』

【民十八25】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民十八26】『你曉諭利未人說：你們從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給你
們為業的，要再從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為舉祭獻給耶和華，

【民十八27】這舉祭要算為你們場上的谷，又如滿酒醡的酒。

【民十八28】這樣，你們從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作舉祭獻給耶和華，從
這十分之一中，將所獻給耶和華的舉祭歸給祭司亞倫。



利未人的事奉
【民十八29】奉給你們的一切禮物，要從其中將至好的，就是分別為聖的，獻給耶
和華為舉祭。

【民十八30】所以你要對利未人說：你們從其中將至好的舉起，這就算為你們場上
的糧，又如酒醡的酒。

【民十八31】你們和你們家屬隨處可以吃；這原是你們的賞賜，是酬你們在會幕里
辦事的勞。

【民十八32】你們從其中將至好的舉起，就不至因這物擔罪。你們不可褻瀆以色列
人的聖物，免得死亡。』



利未人的事奉



利未人的事奉

【彼前二9】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
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來九11】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
的帳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

【來九12】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
永遠贖罪的事。

【來九13】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且叫人
成聖，身體潔淨，

【來九14】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祂的血豈不更能
洗淨你們的心（原文是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嗎？



用以潔淨的水

【民十九1】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

【民十九2】『耶和華命定律法中的一條律例
乃是這樣說：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隻沒
有殘疾、未曾負軛、純紅的母牛牽到你這裡
來，

【民十九3】交給祭司以利亞撒；他必牽到營
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

【民十九4】祭司以利亞撒要用指頭蘸這牛的
血，向會幕前面彈七次。



用以潔淨的水

【民十九5】人要在他眼前把這母牛焚燒；牛的皮、肉、血、糞都要焚燒。

【民十九6】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紅色線都丟在燒牛的火中。

【民十九7】祭司必不潔淨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後可以進營。

【摩二9】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
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
的根本。

【賽一18】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你們
的罪雖像朱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
毛。



用以潔淨的水

【民十九8】燒牛的人必不潔淨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

【民十九9】必有一個潔淨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營外潔淨的地方，為
以色列會眾調做除污穢的水。這本是除罪的。

【民十九10】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潔淨到晚上，要洗衣服。這要給以色
列人和寄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作為永遠的定例。』

【民十九11】『摸了人死屍的，就必七天不潔淨。



用以潔淨的水

【民十九12】那人到第三天要用這除污穢的水潔淨自己，第七天就潔淨
了。他若在第三天不潔淨自己，第七天就不潔淨了。

【民十九13】凡摸了人死屍、不潔淨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華的帳幕，
這人必從以色列中剪除；因為那除污穢的水沒有灑在他身上，他就為不
潔淨，污穢還在他身上。

【民十九14】『人死在帳棚裡的條例乃是這樣：凡進那帳棚的，和一切
在帳棚裡的，都必七天不潔淨。



用以潔淨的水

【民十九15】凡敞口的器皿，就是沒有紮上蓋的，也是不潔淨。

【民十九16】無論何人在田野裡摸了被刀殺的，或是屍首，或是人的骨
頭，或是墳墓，就要七天不潔淨。

【民十九17】要為這不潔淨的人拿些燒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裡，倒上活
水。

【民十九18】必當有一個潔淨的人拿牛膝草蘸在這水中，把水灑在帳棚
上，和一切器皿並帳棚內的眾人身上，又灑在摸了骨頭，或摸了被殺的，
或摸了自死的，或摸了墳墓的那人身上。



用以潔淨的水

【民十九19】第三天和第七天，潔淨的人要灑水在不潔淨的人身上，第
七天就使他成為潔淨。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潔淨了。

【民十九20】『但那污穢而不潔淨自己的，要將他從會中剪除，因為他
玷污了耶和華的聖所。除污穢的水沒有灑在他身上，他是不潔淨的。

【民十九21】這要給你們作為永遠的定例。並且那灑除污穢水的人要洗
衣服。凡摸除污穢水的，必不潔淨到晚上。

【民十九22】不潔淨人所摸的一切物就不潔淨；摸了這物的人必不潔淨
到晚上。』



用以潔淨的水
【來十19】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來十20】是藉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
這幔子就是祂的身體。

【來十21】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來十22】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
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

【來十23】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
們的是信實的。

【來十24】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