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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信心与敬拜的历史 

现在，神的子民告别了被奴役的历史，他们需要接受

训练。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神把训练祂子民的“学校”设

在沙漠里。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要获得丰富的属灵经历，

接受很多教导。神将颁赐律法，以色列民要学习这些律法

并付诸实践。民众之间、民众和领袖之间都要同心合一。

以色列人必须了解他们的使命。沙漠的生活有助于造就一

个坚强的民族，好作神手中的剑去对付迦南人。  

学这一课时，你会跟随以色列人迈向应许之地，你会

看到他们的进展，也会看到他们的耽延，你会了解到神怎

样用不同的办法使他们遵守秩序、团结统一，你还会发现

通过神选定的特殊物品及宗教仪式所刻画的属灵真理。  

通过本课的学习，你对信心和敬拜内容的了解会大大

丰富，你还会看到神的子民怎样从他们的经历中得着预备

去获取应许之地。  

课文大纲  

神的子民得着预备  

神的子民怀疑和彷徨  

神的子民听到的 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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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目标  

学完本课你应能够：  

 描述以色列人从红海到摩押平原途中发生的 重要

事件。  

 解释神组织祂的子民使之能事奉祂的五种方法，并认

识每种方法的属灵含义。  

 通过学习神给予以色列人的敬拜方式来加深你自己

对敬拜的理解。  

学习要领  

1．  依照提示阅读圣经。完成阅读作业很重要，这可以使

你熟悉旧约圣经的内容。（4-10 课将覆盖这些内容的

主题，但不包括你将读到的所有细节。）  

2．  完成本课程。复习第一单元（1-4 课），完成一单元学

业报告。  



80 会幕、圣殿和宫殿 

 

关键词  

礼仪律  

民事律  

分别为圣  

节期  

律法主义  

吗哪  

弥赛亚  

会幕  

献祭  

半岛  

祭司  

十诫  

道德律  

幔子  

课文进程  

        神的子民得着预备  

目标 1 选择以色列人从红海到西奈行程中的地点和事

件的描述。  

 

   对以色列来说，离开埃及是他们经历过的 伟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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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旧约作者们反反复复地提到这个事件。地图中的虚线

表示他们所走的路程。当你读到与他们的旅程有关的内容

时，在地图中找出提到的每一个地名（阅读出埃及记 15

—19 章）。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取道西奈半岛前往迦南乃是

遵照神的命令。（西奈半岛是红海和亚喀巴湾之间的一块

陆地）  

当神以大能击败埃及人之后，有一段时间以色列人沉

浸在胜利的颂歌之中（出埃及记 15 章）。此后，他们在书

珥旷野行走了三天，在玛拉，神行神迹将苦水变甜（出埃

及记 15:25），他们继续往南走，在以琳安营。  

在汛的旷野，神奇妙地供给他们吗哪。“吗哪”在以

色列人的语言中意为“这是什么？”，“吗哪”是一种神奇

而好吃的浓缩食品，是以色列人到达迦南之前的日用食

品。以色列人想吃在埃及常吃的肉食，就有无数鹌鹑飞来

供他们享用。  

在利非订发生了三个重大事件：1）摩西用杖击打磐

石，神就使泉水喷涌而出；2）只要摩西祷告，约书亚率

领的以色列人就击退亚玛力人；3）摩西听从岳父的建议，

拣选领导人来分担他繁重的职责。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以色列人到达了西奈山（也

称为何烈山），他们要在那里住上将近一年，为要在神的

教导下明白他们的命运和目的。  

1 判断下面表述的正误。  

a) 以色列人花了约 12 周时间到达西奈。  

b) 以琳的苦水被变甜了。  

c) 书珥旷野在西奈半岛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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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西奈山在亚喀巴湾以西。  

神的律法及其目的  

目标 2 陈述神赐给以色列人及所有信徒的律法的意义及

目的。  

在西奈山安营一年的时间足以使神的子民成为一族。

首先神向他们颁布了十诫（即十条律法），然后又颁布了

关于圣洁生活的具体律例。以色列人造了一个地方，供百

姓敬拜神，这个地方叫做“会幕”，即“神同在的帐篷”。

另外，祭司的职位也安排妥当，祭物也摆好了，宴席和节

期随即开始了。神正在预备以色列人更有效地事奉祂。  

几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的祖先——亚伯

拉罕、以撒和雅各都享有与神立的圣约。现在，这位神又

向他们显现。祂的大能不再止于前人的体会，而是他们的

亲身经历，他们亲眼看到了祂行的神迹！  

在西奈，以色列人为圣约的建立准备了三天。神向摩

西启示了十诫、其他律法和守节期的规矩。神在火和云中

间向人们说话。亚伦、亚伦的两个儿子和 70 位长老带领

众人献燔祭。摩西宣读圣约之后，百姓作出接受了律法的

回应。圣约是以祭牲的血为印记，圣约的条件是顺服。这

个民族的成员如果违背了圣约就等于放弃了圣约给予他

们的权利。  

神颁布的律法可分为三类：  

道德律——关于是与非的准则。  

民事律——为国民制定的条例。  

礼仪律——敬拜的制度。  



信心与敬拜的历史 83 

 

道德律是永久性的，而民事律和礼仪律中的许多条

款，只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例如，一些关于宰杀牲口的

规定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就改变了。（比较利未记

17 章和申命记 12:20-24）。  

2 阅读出埃及记 24:1-8。你知道为什么要用祭牲的血来

作圣约的印记吗？  

道德律     阅读出埃及记 20:1-26 

道德律是由十诫构成的，是先由神说出来，然后记录

下来的。它们非常重要，以下是十诫的简短内容， 初出

现在出埃及记 20:3-17 

1．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2．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3．  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4．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5．  当孝敬父母。  

6．  不可杀人。  

7．  不可奸淫。  

8．  不可偷盗。  

9．  不可作假证陷害人。  

10．  不可贪恋他人所有。  

前面两条表明十诫的特殊性质，就是禁止拜偶像或任

何别的神。以色列离开的埃及是一个拜多神的地方，以色

列将要进入的迦南地也拜许多偶像。神的子民必须与他们

完全不同！他们只可以委身敬拜真神。  

然而，在这些律法向以色列颁布之后，百姓却犯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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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摩西在圣山上时，他们就铸了一只金牛犊并向它下拜献

祭（出埃及记 32:1-10）。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可能随

埃及人一起拜过他们的形似公牛的亚皮斯神。现在到了西

奈，以色列人又自己造了那样的形像来拜。这说明他们还

没有如十诫所命令的，真正转离拜其他神的行为。他们的

行为证明了他们很有必要遵照律法所要求的，从一切异教

习俗中完全分别出来。  

3 阅读十诫，将右边的律法与左边相应的内容配搭。  

.. ..a 家庭关系  

.. ..b 与他人的关系  

.. ..c 与神的关系  

.. ..d 与他人财产的关系  

1) 第一诫至第四诫  

2) 第五诫  

3) 第六、第七、第九诫  

4) 第八、第十诫  

道德律表明人要怎样生活，才能被神接受。但是，没

有人能守全律法！因此律法表明了人的罪性。直到今天，

整部道德律的目的仍同 初向以色列人颁布时一样。新约

告诉我们道德律表明了 a)神是圣洁的，b)人是有罪的，c)

人需要神的公义（罗马书 3:19-21）。  

在旧约时代，神要求人献祭。这些祭品暂时遮盖人的

罪和人在守律法上的失败，而律法本身却没有防备这种失

败的作用。自从律法被颁布以后，只有一个人能守全律法，

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基督不但遵守了全部

律法，还承担了对犯法者的一切惩罚，这个惩罚就是死，

祂死了是为我们得活，祂是完美的祭（希伯来 9:13-15；

10:1-22，彼得前书 1:18-20）。  

亚伯拉罕是旧约中神如何使人称义的榜样。在亚伯拉

罕行割礼之前的 13 年，即律法颁布之前 430 年，神就算

他为义了（创世记 15:6；加拉太书 3:15-18）。因此，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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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罕不可能是因为守全律法而被神算为义的。了解这一点

很重要！这有助于避免我们今天的信徒认为必须守全旧约

的律法，才能被神悦纳。  

在罗马书 3:21 里，保罗写道：“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

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保罗接下去解释道，

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罗

马书 3:22-26）。由此我们可以作一个对比：西奈山的雷鸣、

闪电与荣光令人畏惧（出埃及记 19 章），各各他山上（髑

髅地）耶稣基督的宝血使罪人与神得以沟通。以下图表阐

明这一要点。  

神应许的律法  

 

可见，神的永恒计划是要我们因着信靠祂而称义，这

一直是神国度的根本之约。我们无法凭守全律法而称义，

但律法仍有其目的，表明我们需要有一个救主，并表明神

所要求的生活准则。耶稣在马太福音 22：34-40 中总结了

律法的总纲：即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并爱人如己。  

4 在笔记本上写下十诫的简要内容。然后，在每一条后

面写下一两种在你的生活中实践这些律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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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律    阅读出埃及记 21:1—23:9；利未记 18 章  

神为其子民制定了涉及他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律法，被

称为民事律。神的子民不能仿效埃及人或迦南人的邪恶习

俗，性变态、卖淫与用婴儿献祭在当时的迦南人中间盛行，

因此，为母亲和婴儿立法很有必要。律法禁止兄弟姐妹之

间通婚，因为这在当时的埃及人中间也很风行。一个人对

埃及和迦南的文化越了解，他就越能理解律法约束的必要

性！  

礼仪律  

礼仪律，即敬拜的规则，包括关于会幕、祭司、节期、

献祭和营地的组织等方面的规定。以下部分将对此进行描

述。  

5 选出以下有关律法目的的正确表述。  

a) 律法使我们遵守神的法则，律法提出了神的法则

供我们遵守，这样我们便可称义。  

b) 律法使我们认识人的罪性，并寻求神的义。  

神的组织及其目的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特定的节日来纪念它的成立或

自主。自从西奈山时期起，以色列人便开始纪念他们作为

神特殊子民的诞生。但是，单单投入感情还不够！神要组

织祂的子民，使他们行在神的道上。礼仪律中描述的这种

组织有 5 种形式。每一种形式都像金矿里的一个富矿脉，

它们或单独或集拢，都一同指向神的真实国度，每种都给

我们关于耶稣的一种诠释，既以一些方式启示出关于神的

一个选择、弥赛亚或神的彰显。这些形式与以色列人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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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五个方面有关。它们也诠释了同样适用于当今信徒

生活的真理。请看下列图表：  

组织形式  诠释意义  

1．  神 同 在 的 帐 幕 及

摆设  

1．  神与人同在使他们与祂相

会  

2．  祭司  2．  人事奉神的方式  

3．  献祭  3．  人敬拜神的方式  

4．  节期  4．  人的生活秩序和属灵经历  

5．  数点和组织各营  5．  属灵的争战  

神的组织形式极其丰富，本课程只是给出它们所讲的

基本真理。也许圣灵会在你的自学过程中启示你了解其中

的细节。  

6 与属灵争战有关的形式是  

a) 会幕  

b) 各支派的数点与组织  

c) 祭司  

神的帐幕的建立   阅读出埃及记 23—27 章；30—40 章  

目标 3 使帐幕中摆设的圣物与关于它们所具有的属灵

意义的表述相吻合。  

神同在的帐幕，也称会幕，是圣经中许多章节重点描

述的内容，希伯来书中就有 1/3 的篇幅提到会幕。会幕的

建立是为了使神可以亲近祂的子民，祂愿意住在他们中间

（出埃及记 25:8）。  

神赐给犹大支派中的比撒列和但支派中的亚何利亚

伯特殊的才能来完成这项工作。神的子民可以自愿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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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们送来金银和皂荚木，这种奇特的沙漠树种能把根深

深扎向地下水源汲取水分，其木质坚硬不易毁坏。妇女们

送来她们纺织得 精细的纱线和布匹。据创世记 15:14 和

出埃及记 12:35-36 记载，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带走了当

地人的财物。因此，他们才有这些贵重的材料来建造异常

精致而且可以移动的会幕。此后的几百年中，会幕一直是

神的子民聚会敬拜的地方。  

7 你知道神为什么要将会幕建成移动的吗？对照以下

草图了解会幕的各个部分及摆设。  

帐幕及其外院  

 

会幕设在院子中央，周围用 137 米细麻作帷子，悬挂

在每根间隔 2.3 米的 20 根柱子上围成外院（A），唯一的

入口在东面，宽 9 米（出埃及记 27:9-18；38:9-20）。  

以色列人进入院内，便在祭坛处献祭（1）。祭坛外面

用铜包裹，与其他摆设一样是可以移动的（出埃及记

27:1-8； 38:1-7）。祭司用于洁净的铜盆（ 2）也放在院子

里（出埃及记 30:17-21；38:8；40:30）。这个放置着许多

铜器的院子象征对罪的审判，祭品必须经过火的考验。  

CD 

A 

B

3 
4

16 5 2



信心与敬拜的历史 89 

 

 
帐幕设在院子的西边（B），它长 13.7 米，宽 4.6 米，

分为两部分：圣所（C）和至圣所 (D)。圣所长 9.1 米，宽

4.6 米，至圣所长宽各为 4.6 米。只有东边的一个入口可

以进入圣所，唯有祭司才可以入内。在一层幔子后面便是

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可进入这一部分，而且每年只有一

天可以进去，那就是赎罪日。  

 
在圣所的北面是摆放食物的桌子（ 3），南面是灯台

（4），在分隔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前面摆着香坛（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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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圣物都用精金包裹。  

至圣所里摆着以色列宗教中 神圣的圣物，这就是约

柜（6）。根据出埃及记 25:10-22；37:1-9，它是用皂荚木

造的，长 1.1 米，宽、高各 84 厘米，里外都包着纯金，

柜盖称为施恩座。  

 

在代表神同在的施恩座的两头，是用黄金锤出来的两

个带翅膀的天使基路伯。其他民族用偶像代表他们的神，

以色列民则不同，他们不用任何物体来代表神。施恩座便

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出埃及记 30:6），也是神和人说话

的地方（出埃及记 25:22；民数记 7:89）。在赎罪日，大

祭 司 将 遮 盖 以 色 列 民 族 之 罪 的 血 洒 在 这 里 （ 利 未 记

16:14）。  

约柜里放着写有十诫的法版（出埃及记 25:21；31:18；

申命记 10:3-5）。后来，一罐吗哪和亚伦的杖也放进了约

柜（出埃及记 16:32-34，民数记 17:1-11）。  

会幕的建造以及其中的圣物，预表着基督和他事工的

方方面面，七件摆设中的每一件（包括施恩座在内）都代

表着一项具体的属灵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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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帐幕草图上代表各样圣物的数字旁边写上相应的

名称。  

9 请将右边列出的摆设名称与其各自代表的属灵真理

（左边）配搭。  

.. ..a 赞美、祷告与基督完美生命的馨香  1) 祭坛  

.. ..b 神与祂的子民同在  2) 铜盆  

.. ..c 基督的十字架和对罪的审判  3) 陈设桌  

.. ..d 与生命的灵粮—耶稣相交  4) 灯台  

.. ..e 洗净罪，罪得宽恕  5) 香坛  

.. ..f 因流血而施的恩典  6) 约柜  

.. ..g 基督——世界的光  7) 施恩座  

以上只是这些圣物所代表的一部分属灵含义，除此还

有许多其他的含义。  

祭司的职份   读出埃及记28—29章；利未记8—10章             

目标 4 描述祭司的职份如何预表信徒事奉神的方式。  

神的心意是使以色列成为圣洁民族，这就要求他们秩

序井然地进行敬拜，因此，神拣选亚伦来担任大祭司，亚

伦的四个儿子，拿答、亚比户、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作他的

助手。  

在设立正式的祭司职位之前，每个家庭的男性家长代

表他的全家来敬拜神。此前，圣经只提到过一个祭司，他

就是创世记 14:18 中神秘的麦基洗德。自从在埃及过了逾

越节之后，每一个以色列家庭的头生儿子都属于神（出埃

及记 13:1-2）。他们造金牛犊的罪使神拣选利未人（利未

族 的 男 性 成 员 ） 来 代 替 每 家 的 长 子 为 赎 价 。（ 民 数 记

3:5-1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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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要献祭并带领百姓献赎罪祭（出埃及记 28：1-43；

利未记 16:1-34），帮助百姓明白神的旨意（民数记 27:21，

申命记 33:8）。在利未人的协助下，祭司要负责照管和监

督会幕的管理，他们是律法的维护者，也是以色列民族的

教师。  

祭司必须过圣洁的生活（利未记 21:1—22:10），穿特

制的圣衣（出埃及记 28:40-43； 39:27-29），大祭司也是

如此（出埃及记 28:4-39）。祭司和大祭司都要通过一个盛

大的献祭仪式来承接圣职（出埃及记 29:1-37；40:12-15；

利未记 8:1-36）。你有时间应进一步学习以上内容。现在，

我们来看看这些事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联系。  

我们同样奉召事奉神，彼得前书 2:5-9 告诉我们，当

代的信徒与旧约时代的祭司有某些相似之处，像祭司一样

过一种与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可以从旧约时代祭司职分

中了解到事奉神究竟意味着什么。  

10 将彼得前书 2:5-9 与前面关于祭司圣职的章节比较，

在笔记本上写下祭司职分如何诠释当代信徒事奉神

的两种方式。  

献祭     阅读利未记 1—7 章  

目标 5 使献祭的名称与其所代表的意义相吻合。  

向神献祭的敬拜方式并非始于西奈山。献祭和奉献无

疑是一种惯例。该隐、亚伯和挪亚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出

埃及记 5:1-3， 18:12， 24:5）。神在西奈山颁布献祭的律

法目的是为给敬拜提供具体的指示。  

祭品共分五类，其中四类要流血：1）赎罪祭，2）赎

愆祭，3）燔祭，4）平安祭。第五种是素祭，是不流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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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用于前四种献祭的动物是洁净驯服的，如绵羊、山羊、

牛犊等，极贫穷的以色列人可以用鸽子代替。  

祭牲流血献祭的一般程序是：  

1．  以色列人将动物献于坛上。  

2．  他把手按在动物头上，表示那动物是代替他本人

被献上的。  

3．  那动物被宰杀。  

4．  它的血被洒在祭坛基座周围。  

5．  根据献祭的类别来决定是焚烧整只还是一部分。  

这些献祭与人的需要和行为有关。注意下表中每一种

献祭的目的，并阅读圣经中描述献祭的有关段落。  

献祭  目的  圣经出处  

赎罪

祭  
为使误犯的罪得赦免  

利未记 4:1-35；
6:24-30 

赎愆

祭  
为侵犯了他人权利或违背了

神的律法所犯的罪得赦免  
利 未 记 5:14 —

6:7；7:1-7 

燔祭  表示分别为圣  
利未记 1:3-17；
6:8-13 

平安

祭  

表达感恩之情、祈愿或甘心

献祭；  
代表神与人的亲密关系  

利未记 3:1-17；
7:11-34；19:5-8；
22:21-25 

素祭  
代表人的劳动所获，象征人

的工作是为神而做。  
利未记 2:1-16；
6:14-23 

 

仔细阅读下列图表。注意神为献祭规定的顺序是：平

安祭（相交）、素祭（事奉）和燔祭（委身与顺服）——

都是甘心献上的，而赎罪祭和赎愆祭，却是强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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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献祭都预表救赎主——耶稣基督。自愿的献祭表

明祂的位格、性情与顺服，强制的献祭表示祂为赎我们的

罪必须做的牺牲。每一种献祭还代表我们对神敬拜的一个

方面。例如，燔祭的馨香蒙神悦纳（利未记 1:9）。同样，

我们全心全意侍奉神，也是蒙神悦纳的（罗马书 12:1）。  

11 献祭的名称（右边）与其表示的意义（左边）相吻合，

将字母写在相应的词组前面。  

a  事奉神                 1）赎罪祭  

b  误犯的罪               2）赎愆祭  

c  侵犯他人的权利          3）燔祭  

d  分别为圣                4）平安祭  

e   感恩                  5）素祭  

f  祈愿  

g  心甘情愿的表示  

h  不流血  

预表基督

的牺牲  

平安祭：  
感恩、祈愿、甘心情愿  

素祭：  
事奉  

燔祭：  
完全委身  

自愿献祭  

神的

次序

人的

次序  

赎愆祭：  
与神分离  

赎罪祭：  
被称为义  

强制献祭  

预表基督的

位格与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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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代表人的劳动  

 

节期    阅读利未记 16、23—25 章  

目标 6 认识特定的节期与人属灵经历的关系。  

神用一种方式来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祂的

特殊子民，是被呼召脱离罪并与神相交的。我们刚刚读过

的五种献祭告诉我们，要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信守节期

是信徒与神之间立约关系的一部分（出埃及记 20— 24

章）。  

每年要三次守节期，庆祝七个节日，这些节期非常重

要，所有以色列男丁都须参加（出埃及记 23:14-17）。  

 

以下图表诠释了每个节期对当代信徒来说所代表的

属灵经历。  

因耶稣

的宝血

得救 

安 息 日  

逾
越

节
 

除
酵

节
 

初
熟

节
 

五
旬

节
 

吹
角

日
 

赎
罪

日
 

住
棚

节
 

与神

同行 

得儿子

名分的

盼望 

为福音

做见证

圣 灵

充满 分别

为圣罪得

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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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做以下观察：  

1．  安息日是一切属灵经历的基础（利未记 23:1-3）。

希伯来书第 4 章教导我们，信的人可以凭信靠主

安息。  

2．  七个节期与我们的七种属灵经历有关联：得救、

罪得洁净、分别为圣、被圣灵充满、做见证、得

儿子名分、经历神的同在。  

12 将节期名称（右边）与其代表的对当代信徒的意义（左

边）的词组相配搭。  

 

.. ..a 与神同在  1) 逾越节  

.. ..b 被接纳进入神的家  2) 除酵节  

.. ..c 洗净罪  3) 初熟节  

.. ..d 向神委身  4) 五旬节  

.. ..e 见证福音  5) 吹角日  

.. ..f 因基督的宝血得救赎  6) 赎罪日  

.. ..g 感受圣灵充满  7) 住棚节  

数点与组织各营    阅读民数记 1—10 章  

目标 7 选择以色列营地组织所诠释的属灵原则的正确

表述。  

民数记表明神是秩序的创造者。神的祝福降临在合一

有序的民族身上。祂晓谕摩西、亚伦数点各支派人口，组

织各营（民数记 1—2 章）并拣选领袖、祭司和利未人，

分配给他们各自的职责。  

下列图表说明神如何把祂的子民聚在自己周围。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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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十二个支派围绕着会幕安营，在自己的位置上保卫着

会幕。利未人（分为三个家族：米拉利人、革顺人和哥辖

人）紧靠着会幕安营。摩西和亚伦及祭司的家族把守着会

幕的大门，这个门是通往会幕和至圣所的唯一入口。  

研究过这个安排的人认为当时的营地占地方圆约 31

平方公里，将近三百万人井然有序地白天随云柱，晚上随

火柱行动（民数记 9:15-23）。多么壮观的景象啊！  

13 各支派围绕会幕安营的组织形式说明了这样的原则： 

a) 神所有子民都有同样的地位和职责。  

b) 神给予祂的子民秩序和组织。  

c) 组织百姓原是领袖们的意思。  

d) 有一部分人被排除在神的组织计划之外。  

        

以法莲  迦得  西缅   流便    西布伦 

（南）

革
顺
的
子
孙

 

摩
西
和
亚
伦

 

哥辖的子孙

各支派的位置 
 

（北） 
便雅悯  但  亚设  拿弗他利   犹大 

以萨迦 玛拿西 

米拉利子孙

会幕 
和庭院 

（西）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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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子民怀疑和彷徨  

目标 8 找出关于以色列人怀疑与彷徨的经历的描述，以

及这些事件所教导的属灵功课的表述。  

经过在西奈山的预备之后，以色列人又走了 11 天，

来到巴兰旷野的加底斯巴尼亚。他们团结一致，有秩序地

行进。但是后来百姓们却口发怨言，心怀悖逆（民数记

11:1-35），领袖之间，甚至摩西家里的人也互相嫉妒（民

数记 12:1-16）。众人的怀疑和不信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4 请再查看本课开始的地图，判断下列表述的正误。  

a) 加底斯巴尼亚比利非订更靠近西奈。  

b) 巴兰旷野在书珥旷野的南面。  

c) 加底斯巴尼亚和巴兰旷野都在埃及东面。  

因信心不足而被耽延  

在巴兰旷野时，摩西派了 12 个探子前往迦南。他们

回来都报告说那个地方果然不错，但那里的人也都高大壮

实。其中十个宣称他们不可能占领迦南，还鼓动众人返回

埃及，另外的两个人，约书亚和迦勒却坚信他们能够取胜。

百姓因不肯相信神会将此地赐给他们，而成了一群暴民，

并扬言要用石头打死他们的领袖。  

神要审判这些人，决意击杀他们。摩西像上次众人铸

造金牛犊之后一样，再次为他们向耶和华求情，摩西为百

姓代求并得到了神的原谅。结果，那十个不信的探子死于

瘟疫，除约书亚和迦勒以外的其他 20 岁以上的人，不得

进入应许的迦南地。众人便悔改，但他们又再一次违背摩

西的命令，企图攻打迦南，结果被亚玛利人和迦南人杀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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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数记 14:1-45）。  

15 希伯来书 3:16—4:7 谈到以色列人的不信，他们的经

历给今天的我们何种警戒呢？  

a) 我们应信靠神的话语，坚定信心并凭信心行事。  

b) 我们应等到神显出超自然的兆头后再顺从衪。  

c) 如果我们认识的人怀疑神的话，我们应等他们相

信了后再顺服神。  

在耽延的旅程中学习  

民数记这部书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在旷野或沙漠中旅

行。自他们从迦南被击退之后，以色列人在沙漠上流浪达

38 年之久（申命记 2：14），直到整整一代人全部死亡（民

数记 15:1—20:13）。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的实现虽然被耽

搁了，但神一直是信实的，祂每日供给他们食物，用火柱

和云柱引导他们，并在会幕接受他们的敬拜与献祭。  

我们在民数记 16:1-50 中读到可拉、大坍和亚比兰聚

众攻击摩西，结果他们与其家眷和其他 14，700 名以色列

人都遭灭绝。这时，神确定了设立亚伦为大祭司的职份，

祂使亚伦的杖开花兴旺（民数记 17 章）。  

民数记 15—22：1 还描述了许多其它事件。遭遇火蛇

的经历（民数记 21:6-9）表明人们需要信心，被蛇咬伤的

人，只要仰望摩西挂在杆子上的铜蛇便能得救了。  

我们还可以从这几章中的其它事件中学到许多功课。

神是满有慈爱、乐于饶恕的，尽管我们会错失祂完美的旨

意，但祂仍带领我们。怀疑的代价是如此惨重！我们也会

像以色列人那样心存惧怕，享受不到神赐给我们的美意，

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在困难面前视自己如同蚱蜢（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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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13:33），当我们只把自己的力量与困难相比较而忘记

了神的时候，我们的旅程象他们的那样，也将是失望之旅。 

16 请选出以下关于旷野流浪的正确表述。  

a) 由于众人没有信心，神离开他们让他们孤独地在

旷野漂流。  

b) 尽管众人怀疑神，但在他们漂流途中神仍与他们

同在。  

c) 由于神仍与众人同在，因此他们的怀疑并没有什

么影响。  

       神的子民听到的 后命令  

 
   阅读民数记 35 章，申命记 1、7、11—12、27—28、

30、34 

目标 9 辨认申命记中关于摩西临终训诫的正确表述。  

在漂流了 40 年之后，以色列人来到死海东面的摩押

平原扎营。民数记 33:50—36:13 和整部申命记，记录了

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接受的 后命令。  

以色列人跨越约旦河之前一个月，摩西给了他们 后

的信息。他花了大约 7 天时间向他们大声呼吁，他的听众

都是 60 岁以下的新一代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写的 后

一章外，摩西的信息贯穿了整部申命记。其内容可分为三

个部分：  

1. 申命记 1—4 章：概括神对以色列民族的启示。  

2. 申命记 5—26 章：劝诫以色列民要在爱中顺服神

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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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命记 27—33 章：关于他们进入迦南地的警诫和

预言。  

摩西在申命记 6:5 中的话总结了我们所学到的内容，

阐明了我们与神关系的关键所在：“你要尽心、尽性、尽

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从这一段我们看出，爱是信心和敬

拜独一真神的关键，爱意味着委身和全心全意地投入，要

求人过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神就是这样爱我们的，我们

也能够这样去爱（比较约翰一书 4:19）。你还要特别注意

申命记 28:1-14，如果以色列人顺服神，他们将会成为一

个怎样的民族。  

在旧约各卷书中，申命记是耶稣引用 多的，也是新

约作者提及 多的。请将申命记 8:3，6:13，16 章和 10:20

与马太福音 4:1-11 和路加福音 4:1-13 相对照，注意耶稣

和魔鬼争战时是如何应用神的话语。  

17 请选择正确概括申命记内容的句子。  

a) 摩西论及以色列历史的不同时期的几次演讲。  

b) 关于祭司职份的律法——大祭司、圣衣、分别为

圣的特别仪式。  

c) 回顾神对以色列民族的作为，提醒百姓不忘神的

律法，颁布百姓居住在迦南地时当守的命令。  

我们学习了神的子民从被埃及奴役的状态释放之后，

信心和敬拜增长的历史。在申命记的末尾，大能的领袖摩

西已是 120 岁的老人。申命记 32 章记录了他为以色列唱

的诗歌。他在加底斯违背了神的命令（民数记 20:10），

因此不得进迦南地，但神带他到尼波山上，将那地方指给

他看，他就死在山上，神葬了祂的仆人摩西。摩西不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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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了神的子民 40 年，而且还写下了旧约中四分之一的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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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1 将神向以色列颁布的三种律法（右边）与描述它们的

相应词组（左边）搭配。  

.. ..a 国法  

.. ..b 十诫  

.. ..c 关于敬拜  

.. ..d 性质永不改变   

.. ..e 为母之道  

1) 道德律  

2) 民事律  

3) 礼仪律  

2 请选出以下关于祭司职份的正确表述。  

a) 任何祭司都可以进入至圣所。  

b) 神设立祭司是因为祂要人民有秩序地敬拜。  

c) 在以色列人到达西奈山之前，利未人就被拣选为

祭司了。  

3 献祭分为两类——强制的与自愿的。将左边的词组与

右边的两类献祭相搭配。  

.. ..a 赎愆祭和赎罪祭  

.. ..b 预表神子的牺牲  

.. ..c 人的秩序由此开始  

.. ..d 平安祭、素祭和燔祭  

.. ..e 神的秩序由此开始  

.. ..f 描绘神子的性格  

.. ..g 与事奉有关  

.. ..h 与对罪的审判有关  

1) 自愿的献祭  

2) 强制的献祭  

4 根据希伯来书 4 章，能进入神的安息的是那些  

a) 相信祂的话的人。  

b) 不为自己的物质需要工作的人。  

c) 守旧约全部律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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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巴兰，以色列人从迦南退回来是因为  

a) 他们没有准备进去。  

b) 神不与他们同在。  

c) 他们不相信神。  

d) 所有探子都报恶信。  

6 从以下各项中选择神组织祂的子民的五种主要方法  

a) 道德律  

b) 祭司的职分  

c) 逾越节  

d) 会幕  

   e)  牺牲与献祭   

   f)  燔祭  

   g)  至圣所  

h)  各支派的位置  

   i)  祭坛  

   j)  节期  

7 判断下列表述的正误。  

a) 亚伯拉罕因守全律法而被神算为义。  

b) 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才向以色列人颁布律

法。  

c) 尽管当代的信徒不再谨守礼仪律，但它预表了许

多关于敬拜的真理。  

d) 以色列各营的安排，预表神期待人来到祂面前的

方式。  

e) 第一次向神献祭是由摩西在西奈山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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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将左边有关当代信徒的事实与右边的各项搭配。  

.. ..a 教会需要有确定的秩序和组

织。  

.. ..b 信徒必须过圣洁的生活，远

离罪。  

.. ..c 我们只有通过基督才能进入

神的安息。  

.. ..d 要除去罪，基督的牺牲是必

需的。  

.. ..e 信徒的属灵经验的基础是信

靠神。  

1) 祭司的职份  

2) 会幕  

3) 以色列营  

4) 牺牲与献祭  

5) 节期  

9 请将下列事件按发生的时间顺序用数字 1-8 排列。  

.. ..a 雅各带着他的十一个儿子到埃及投奔约瑟。  

.. ..b 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接受律法。  

.. ..c 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命令被逐出乐园。  

.. ..d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 40 年。  

.. ..e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 ..f 挪亚和家眷得救免遭洪水之灾。  

.. ..g 神阻止了人类造巴别塔的计划。  

.. ..h 亚伯兰（亚伯拉罕）离开吾珥前往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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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9 a 5）香炉  

b 6）约柜  

c 1）祭坛  

d 3）陈设桌  

e 2）铜盆  

f 7）施恩座  

g 4）灯台         

1 a）  对   b）  错   c）  错   d）  对  

10 两个 重要的方式是： 1）分别为圣和过圣洁的生活

（利未记 21：1-22：10）。2）献祭仪式表明了合神心

意的敬拜方式的重要性。（出埃及记 28：36-38）  

2 答案：为了说明神与祂的子民立约是以赎罪和牺牲为

基础的。  

11 a  5）素祭  

b  1）赎罪祭  

c  2）赎愆祭  

d  3）燔祭  

e  4）平安祭  

f  4）平安祭  

g  4）平安祭  

h  5）素祭  

i  5）素祭  

3 a 2）律法 5    c 1）律法 1-4 

b 3）律法 6、7、9   d 4）律法 8、10 

12 a 7）住棚节       e 5）吹角日  

b 6）赎罪日     f 1）逾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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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无酵节     g 4）五旬节  

d 3）初熟节  

4 你的回答应至少包括一种你可以在生活中实践每一

条诫命的方法。  

13 b）神给予祂的子民秩序与组织。  

5 b）律法使我们认识人的罪性，并寻求神的义。  

14 a）  错       b）  对       c）  对  

6  b) 各支派的数点与组织。  

15 a) 我们应信靠神的话语，坚定信心并凭信心行事。  

7  答：会幕建成可移动的，是因为不论他们走到哪里神

要与祂的子民同在，。  

16 b）尽管众人怀疑神，但在他们漂流途中神仍与他们

同在。  

8 对照关于会幕和圣物的描述。  

17 c)  回顾神对以色列民族的作为，提醒百姓不忘神的

律法，颁布百姓居住在迦南地时当守的命令。  



 

 



 

 

第二单元 

生活在应许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