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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二十九2】摩西召了以色列眾人來，對他們說：『耶和華在埃及地，在
你們眼前向法老和他眾臣僕，並祂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們都看見了，

【申二十九3】就是你親眼看見的大試驗和神蹟，並那些大奇事。」

【申二十九4】但耶和華到今日沒有使你們心能明白，眼能看見，耳能聽見。

【申二十九5】我領你們在曠野四十年，你們身上的衣服並沒有穿破，腳上
的鞋也沒有穿壞。

【申二十九6】你們沒有吃餅，也沒有喝清酒濃酒。這要使你們知道，耶和
華是你們的神。

【申二十九29】『隱秘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
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



【民二十二1】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
平原、約旦河東，對著耶利哥安營。

【民二十二2】以色列人向亞摩利人所
行的一切事，西撥的兒子巴勒都看見
了。

【民二十二3】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
就大大懼怕，心內憂急，



摩押王巴勒召巴兰：第一次召巴兰
【民二十二4】對米甸的長老說：『現在這眾人要把我們四圍所有的一概
舔盡，就如牛舔盡田間的草一般。』那時西撥的兒子巴勒作摩押王。

【民二十二5】他差遣使者往大河邊的毗奪去，到比珥的兒子巴蘭本鄉那
裡，召巴蘭來，說：『有一宗民從埃及出來，遮滿地面，與我對居。

【申二十三4】「因為你們出埃及的時候，他們沒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
接你們，又因他們雇了美索不達米亞的毗奪人比珥的兒子巴蘭來咒詛你
們。」

【民二十二6】這民比我強盛，現在求你來為我咒詛他們，或者我能得勝，
攻打他們，趕出此地。因為我知道，你為誰祝福，誰就得福；你咒詛誰，
誰就受咒詛。』



摩押王巴勒召巴兰：第一次召巴兰

【民二十二7】摩押的長老和米甸的長老手裡拿著卦金，到了巴蘭
那裡，將巴勒的話都告訴了他。

【民二十二8】巴蘭說：『你們今夜在這裡住宿，我必照耶和華所
曉諭我的回報你們。』摩押的使臣就在巴蘭那裡住下了。

【民二十二9】神臨到巴蘭那裡，說：『在你這裡的人都是誰？』

【民二十二10】巴蘭回答說：『是摩押王西撥的兒子巴勒打發人到
我這裡來，說：



摩押王巴勒召巴兰：第一次召巴兰

【民二十二11】“從埃及出來的民遮滿地面，你來為我咒詛他們，或者
我能與他們爭戰，把他們趕出去。”』

【民二十二12】神對巴蘭說：『你不可同他們去，也不可咒詛那民，因
為那民是蒙福的。』

【民二十二13】巴蘭早晨起來，對巴勒的使臣說：『你們回本地去吧，
因為耶和華不容我和你們同去。』

【民二十二14】摩押的使臣就起來，回巴勒那裡去，說：『巴蘭不肯和
我們同來。』



摩押王巴勒召巴兰：第二次召巴兰

【民二十二15】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貴。

【民二十二16】他們到了巴蘭那裡，對他說：『西撥的兒子巴勒這
樣說：“求你不容什麼事攔阻你不到我這裡來，

【民二十二17】因為我必使你得極大的尊榮。你向我要什麼，我就
給你什麼；只求你來為我咒詛這民。”』



摩押王巴勒召巴兰：第二次召巴兰

【民二十二18】巴蘭回答巴勒的臣僕說：『巴勒就是將他滿屋的金
銀給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過耶和華我神的命。

【民二十二19】現在我請你們今夜在這裡住宿，等我得知耶和華還
要對我說什麼。』

【民二十二20】當夜，神臨到巴蘭那裡，說：『這些人若來召你，
你就起來同他們去，你只要遵行我對你所說的話。』



摩押王巴勒召巴兰：巴兰上路
【民二十二21】巴蘭早晨起來，備上驢，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

【民二十二22】神因他去就發了怒；耶和華的使者站在路上敵擋他。他
騎著驢，有兩個僕人跟隨他。

【民二十二23】驢看見耶和華的使者站在路上，手裡有拔出來的刀，就
從路上跨進田間，巴蘭便打驢，要叫它迴轉上路。

【民二十二24】耶和華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園的窄路上；這邊有牆，那邊
也有牆。

【民二十二25】驢看見耶和華的使者，就貼靠牆，將巴蘭的腳擠傷了；
巴蘭又打驢。



摩押王巴勒召巴兰：巴兰上路
【民二十二26】耶和華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狹窄之處，左右都沒有
轉折的地方。

【民二十二27】驢看見耶和華的使者，就臥在巴蘭底下，巴蘭發怒，
用杖打驢。

【民二十二28】耶和華叫驢開口，對巴蘭說：『我向你行了什麼，你
竟打我這三次呢？』

【民二十二29】巴蘭對驢說：『因為你戲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
把你殺了。』





摩押王巴勒召巴兰：巴兰上路

【民二十二30】驢對巴蘭說：『我不是你從小時直到今日所騎的驢嗎？
我素常向你這樣行過嗎？』巴蘭說：『沒有。』

【民二十二31】當時，耶和華使巴蘭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見耶和華的
使者站在路上，手裡有拔出來的刀，巴蘭便低頭俯伏在地。

【民二十二32】耶和華的使者對他說：『你為何這三次打你的驢呢？
我出來敵擋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



摩押王巴勒召巴兰：巴兰上路

【民二十二33】驢看見我就三次從我面前偏過去；驢若沒有偏過去，
我早把你殺了，留它存活。』

【民二十二34】巴蘭對耶和華的使者說：『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
在路上阻擋我；你若不喜歡我去，我就轉回。』

【民二十二35】耶和華的使者對巴蘭說：『你同這些人去吧！你只要
說我對你說的話。』於是巴蘭同著巴勒的使臣去了。

【民二十二36】巴勒聽見巴蘭來了，就往摩押京城去迎接他；這城是
在邊界上，在亞嫩河旁。



摩押王巴勒召巴兰：巴兰上路

【民二十二37】巴勒對巴蘭說：『我不是急急地打發人到你那裡去召
你嗎？你為何不到我這裡來呢？我豈不能使你得尊榮嗎？』

【民二十二38】巴蘭說：『我已經到你這裡來了！現在我豈能擅自說
什麼呢？神將什麼話傳給我，我就說什麼。』

【民二十二39】巴蘭和巴勒同行，來到基列胡瑣。」

【民二十二40】巴勒宰了（原文是獻）牛羊，送給巴蘭和陪伴的使臣。

【民二十二41】到了早晨，巴勒領巴蘭到巴力的高處；巴蘭從那裡觀
看以色列營的邊界。





巴兰传谕：第一次传谕

【民二十三1】巴蘭對巴勒說：『你在這裡給我築七座壇，為我預備七
隻公牛，七隻公羊。』

【民二十三2】巴勒照巴蘭的話行了。巴勒和巴蘭在每座壇上獻一隻公
牛，一隻公羊。

【民二十三3】巴蘭對巴勒說：『你站在你的燔祭旁邊，我且往前去，
或者耶和華來迎見我。他指示我什麼，我必告訴你。』於是巴蘭上一淨
光的高處。



巴兰传谕：第一次传谕

【民二十三4】神迎見巴蘭；巴蘭說：『我預備了七座壇，在每座壇上
獻了一隻公牛，一隻公羊。』

【民二十三5】耶和華將話傳給巴蘭，又說：『你回到巴勒那裡，要如
此如此說。』

【民二十三6】他就回到巴勒那裡，見他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邊。

【民二十三7】巴蘭便題起詩歌說：巴勒引我出亞蘭，摩押王引我出東
山，說：來啊，為我咒詛雅各；來啊，怒罵以色列。



巴兰传谕：第一次传谕
【民二十三8】神沒有咒詛的，我焉能咒詛？耶和華沒有怒罵的，我焉能怒
罵？

【民二十三9】我從高峰看他，從小山望他；這是獨居的民，不列在萬民中。

【民二十三10】誰能數點雅各的塵土？誰能計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願如
義人之死而死；我願如義人之終而終。

【創廿二17】「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
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

【創廿二18】「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
話。”』」



巴兰传谕：第二次传谕

【民二十三11】巴勒對巴蘭說：『你向我做的是什麼事呢？我領你來咒詛
我的仇敵，不料，你竟為他們祝福。』

【民二十三12】他回答說：『耶和華傳給我的話，我能不謹慎傳說嗎？』

【民二十三13】巴勒說：『求你同我往別處去，在那裡可以看見他們；你
不能全看見，只能看見他們邊界上的人。在那裡要為我咒詛他們。』

【民二十三14】於是領巴蘭到了瑣腓田，上了毗斯迦山頂，築了七座壇；
每座壇上獻一隻公牛，一隻公羊。

【民二十三15】巴蘭對巴勒說：『你站在這燔祭旁邊，等我往那邊去迎見
耶和華。』



巴兰传谕：第二次传谕

【民二十三16】耶和華臨到巴蘭那裡，將話傳給他；又說：『你回到
巴勒那裡，要如此如此說。』

【民二十三17】他就回到巴勒那裡，見他站在燔祭旁邊；摩押的使臣
也和他在一處。巴勒問他說：『耶和華說了什麼話呢？』

【民二十三18】巴蘭就題詩歌說：巴勒，你起來聽；西撥的兒子，你
聽我言。

【民二十三19】神非人，必不至說謊，也非人子，必不至後悔。祂說
話豈不照著行呢？祂發言豈不要成就呢？



巴兰传谕：第二次传谕

【民二十三20】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賜福，此事我不能翻轉。

【民二十三21】祂未見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見以色列中有奸惡。耶
和華——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歡呼王的聲音在他們中間。

【罗八1】「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民二十三22】神領他們出埃及；他們似乎有野牛之力。



巴兰传谕：第二次传谕

【民二十三23】斷沒有法術可以害雅各，也沒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
現在必有人論及雅各，就是論及以色列說：神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

【民二十三24】這民起來，彷彿母獅，挺身，好像公獅，未曾吃野
食，未曾喝被傷者之血，決不躺臥。

【约十七15】「我不求祢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祢保守他们脱离那
恶者（或作脱离罪恶）。」

【民二十三25】巴勒對巴蘭說：『你一點不要咒詛他們，也不要為
他們祝福。』



巴兰传谕：第三次传谕

【民二十三26】巴蘭回答巴勒說：『我豈不是告訴你說“凡耶和華所說的，
我必須遵行”嗎？』

【民二十三27】巴勒對巴蘭說：『來吧，我領你往別處去，或者神喜歡你
在那里為我咒詛他們。』

【民二十三28】巴勒就領巴蘭到那下望曠野的毗珥山頂上。

【民二十三29】巴蘭對巴勒說：『你在這里為我築七座壇，又在這里為我
預備七隻公牛，七隻公羊。』

【民二十三30】巴勒就照巴蘭的話行，在每座壇上獻一隻公牛，一隻公羊。





巴兰传谕：第三次传谕
【民二十四1】巴蘭見耶和華喜歡賜福與以色列，就不像前兩次去求法術，卻
面向曠野。

【民二十四2】巴蘭舉目，看見以色列人照著支派居住。神的靈就臨到他身上，

【民二十四3】他便題起詩歌說：比珥的兒子巴蘭說，眼目閉住（或譯：睜開）
的人說，

【民二十四4】得聽神的言語，得見全能者的異象，眼目睜開而仆倒的人說：

【民二十四5】雅各啊，你的帳棚何等華美！以色列啊，你的帳幕何其華麗！

【民二十四6】如接連的山谷，如河旁的園子，如耶和華所栽的沉香樹，如水
邊的香柏木。



巴兰传谕：第三次传谕

【民二十四7】水要從他的桶裡流出；種子要撒在多水之處。他的王必超
過亞甲；他的國必要振興。

【民二十四8】神領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敵國，折斷
他們的骨頭，用箭射透他們。

【民二十四9】他蹲如公獅，臥如母獅，誰敢惹他？凡給你祝福的，願他
蒙福；凡咒詛你的，願他受咒詛。

【創十二3】「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於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巴兰传谕：第三次传谕

【民二十四10】巴勒向巴蘭生氣，就拍起手來，對巴蘭說：『我召你來為
我咒詛仇敵，不料，你這三次竟為他們祝福。

【民二十四11】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榮，耶和華卻阻止
你不得尊榮。』

【民二十四12】巴蘭對巴勒說：『我豈不是對你所差遣到我那裡的使者說：

【民二十四13】“巴勒就是將他滿屋的金銀給我，我也不得越過耶和華的
命，憑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華說什麼，我就要說什麼”？』



巴兰传谕：第四次传谕

【民二十四14】『現在我要回本族去。你來，我告訴你這民日後要怎樣待
你的民。』

【民二十四15】他就題起詩歌說：比珥的兒子巴蘭說：眼目閉住（或譯：
睜開）的人說，

【民二十四16】得聽神的言語，明白至高者的意旨，看見全能者的異象，
眼目睜開而仆倒的人說：



巴兰传谕：第四次传谕

【民二十四17】我看他卻不在現時；我望他卻不在近日。有星要出於雅各，
有杖要興於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毀壞擾亂之子。

【太二1】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
來到耶路撒冷，說：

【太二2】「『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裡？我們在東方看見祂的星，
特來拜祂。』」

【民二十四18】他必得以東為基業，又得仇敵之地西珥為產業；以色列必
行事勇敢。

【民二十四19】有一位出於雅各的，必掌大權；他要除滅城中的餘民。



1. 以色列的子孫無數

2. 應許賜福和保護以色列人

3. 神應許的土地

4.   應許以色列使萬國得福



巴兰传谕：最后传谕
【民二十四20】巴蘭觀看亞瑪力，就題起詩歌說：亞瑪力原為諸國之首，但
他終必沉淪。

【创卅六15】「以扫子孙中作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
有提幔族长、阿抹族长、洗玻族长、基纳斯族长、」

【创卅六16】「可拉族长、迦坦族长、亚玛力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
所出的族长，都是亚大的子孙。」

【民二十四21】巴蘭觀看基尼人，就題起詩歌說：你的住處本是堅固；你的
窩巢做在巖穴中。

【民二十四22】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亞述把你擄去。



巴兰传谕：最后传谕

【民二十四23】巴蘭又題起詩歌說：哀哉！神行這事，誰能得活？

【民二十四24】必有人乘船從基提界而來，苦害亞述，苦害希伯；他也必
至沉淪。

【民二十四25】於是巴蘭起來，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



巴蘭是先知嗎？

1. 預言很清楚，似乎都成就。
2. 神和巴蘭的互動
3. 巴蘭口口聲聲我主我神。

1. 先知預言的動機
2. 預言是否應驗
3. 先知的道德

先知的標準：

【彼后二15】「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珥之子巴兰的路。巴
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



摩押引诱以色列：
【民二十五1】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
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

【民二十五2】因為這女子叫百姓來，一
同給她們的神獻祭，百姓就吃他們的祭
物，跪拜他們的神。

【民二十五3】以色列人與巴力·毗珥連
合，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

【民三十一16】「這些婦女因巴蘭的計
謀，叫以色列人在毗珥的事上得罪耶和
華，以致耶和華的會眾遭遇瘟疫。」



摩押引诱以色列：
【民二十五4】耶和華吩咐摩西說：『將百姓中所有的族長在我面前對著日
頭懸掛，使我向以色列人所發的怒氣可以消了。』

【民二十五5】於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審判官說：『凡屬你們的人，有與巴
力·毗珥連合的，你們各人要把他們殺了。』

【民二十五6】摩西和以色列全會眾正在會幕門前哭泣的時候，誰知，有以
色列中的一個人，當他們眼前，帶著一個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裡去。

【民二十五7】祭司亞倫的孫子，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看見了，就從會中
起來，手裡拿著槍，

【民二十五8】跟隨那以色列人進亭子裡去，便將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
刺透。這樣，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



摩押引诱以色列：
【民二十五9】那時遭瘟疫死的，有二萬四千人。

【民二十五10】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民二十五11】『祭司亞倫的孫子，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使我
向以色列人所發的怒消了；因他在他們中間，以我的忌邪為心，使
我不在忌邪中把他們除滅。

【民二十五12】因此，你要說：“我將我平安的約賜給他。

【民二十五13】這約要給他和他的後裔，作為永遠當祭司職任的約；
因他為神有忌邪的心，為以色列人贖罪。”』



摩押引诱以色列：
【民二十五14】那與米甸女人一同被殺的以色列人，名叫心利，是撒
路的兒子，是西緬一個宗族的首領。

【民二十五15】那被殺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蘇珥的女兒；這
蘇珥是米甸一個宗族的首領。

【民二十五16】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民二十五17】『你要擾害米甸人，擊殺他們；

【民二十五18】因為他們用詭計擾害你們，在毗珥的事上和他們的姐
妹、米甸首領的女兒哥斯比的事上，用這詭計誘惑了你們；這哥斯比，
當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毗珥的事被殺了。』



巴蘭的結局

【民三十一7】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
杀了所有的男丁。

【民三十一8】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未、利
金、苏珥、户珥、利巴，又用刀杀了比珥的儿子巴兰。



恩典和恩賜

恩賜是神按祂的美意賜給我們生命的禮物，

恩賜使我們懂得服事神，

恩賜幫助我們培養自信，

恩賜使我們多依仗自己，

恩賜叫自己與別人不同，

恩賜讓我們可以祝福別人，

恩賜是有價之寶，

恩典是我們用心靈去領會神賜予禮物的美意；

恩典使我們懂得感謝神；

恩典幫助我們培養謙遜；

恩典卻使我們多仰賴神；

恩典卻叫自己與別人相同；

恩典讓我們領受神的恩福；

恩典是無價之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