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抱怨
梅瑟五书



(户10:11) -以色列人终于由西

乃起程。

梅瑟对未来非常乐观(户
10:32)。

每次约柜起行和停留的时候，

都很有信心 (户 10:35-36)。

但到了(户 11-25章)，情况变
得糟糕。



主题(与出
15:22-17:16相

似)

1. 以色列民众对旅途中所遇到的

情况抱怨—反映他们失信于天主。

2. 反抗行使权威者。

3. 天主对犯错的人的惩罚。

4. 梅瑟和亚郎代表以色列子民和

天主沟通（中间人）。



抱怨

(户 11:1-3) - Taberah =“燃烧着”-表现天主的情绪

1. 天主因以色列民众的抱怨向他们发怒(户 11:1; 
11:30,33; 12:9; 21:5)

2. 他们受到了惩罚(户 11:1;11:33 12:20;21:6)。



3. 梅瑟代表百姓向天主祈祷(户 11:2; 12:13; 14:13-19; 
21:7);

4. 惩罚是有期限的(户 11:2;12:13-15;21:8-9);

5. 给这个地方起的名字，反映了所发生过的事情(户
11:3;34;20:13)。



(户11:4-34)

渴望在埃及的生活-(户11:4-5)。

这反映了他们对天主过去带他们出
离埃及所做的一切缺乏感恩之情，

他们也对天主将来为他们要做的事

缺乏信心。

毕竟他们要去的是“流奶流蜜之地”
。



天主将这种抱怨解释为对祂的
拒绝(11:20)。

天主恩赐他们食物，但也给他
们降下瘟疫。

这个地方名叫“克贝洛特·阿塔瓦

”，意即“贪婪的坟墓”(11:34)。



侦探和他们的
报告

1. 福地确实是好的(户 13:27);

2. 但是那里的居民很强盛(户 13:28)。

3. 加肋布和若苏厄，态度积极；但(户
14:6-9)，其他的侦探对进入福地不抱希望

。

4. 于是以色列民众决定返回埃及(户 14:1-
4)。



5. 天主非常愤怒，甚至想毁灭他们(见
出32:10)。

6. 梅瑟为他们祈祷，天主宽恕了他们
。但是：

离开埃及的人民，一个也不得进入福地

，他们的子孙要留在旷野中四十年 –
侦探们在福地的四十天，一日算一年。



7. 使百姓灰心丧胆的侦探们
死了(户 14:36-38);

8. 百姓悔改，想要进入客纳
罕地，但这又违背了天主所

说的那40年。因此，他们
被打败了(户 14:39-45)。



科辣黑和他的同党(《户籍纪》第16章)

(户 16:3) –科辣黑和他的同党挑战梅瑟的权威。

(户 17:6) -百姓因梅瑟和亚郎杀了科辣黑和他的同党，就责
备他们。

这次灾祸致死人数14700人(户 17:14)



缺水(户20:1-13)

人民觉得还不如死去(户 20:3)。

很明显，击打磐石两次，并且说了一句话，
表明梅瑟和亚郎没有遵从天主(户 20:10)。



(户 21:5)又没有了水，也没有饼，他们厌倦了吃玛纳。

蛇攻击以色列人，人们第一次承认他们的罪。

然后天主告诉梅瑟该如何补救(户 21:6-9)。



出谷纪和户籍纪

■ (出15:22-17:7) -天主考验人民的信心和服从(出
15:25-26; 16:4; 20:20)。

■ 但是，后来以色列人试探天主(出 17:2; 户 14:22)。

■ (出 15:26) -百姓若服从天主，祂就不将埃及人所遭
遇过的一切灾祸降于他们。

■ 但是，在《户籍纪》第11-25章，天主多次“打击”以
色列人。



■ 以色列人因为渴望回到埃及，他们给自己遭来
了痛苦 – 如同天主用奇迹异事打击埃及人一样 (
出 7:25; 9:15; 12:12-13)。



对权威者的挑战



米黎盎和亚郎
向梅瑟挑战

(户 12:1-2)

亚郎—大司祭;

米黎盎-女先知(出15:20)

他们有权柄，但梅瑟有着特

殊身份(户 12:8)。



结果—米黎盎生病了。梅瑟为她求情，

但她要在营外被隔离七天(户 12:15)。

他们挑战梅瑟的权威，这令人吃惊。

梅瑟与别人分享他的权柄(户 11:24-30)
。

他是谦卑的(户 12:3)。



科辣黑 –《户
籍纪》第16章

(户16:2) 科辣黑是肋未人，也

是议会的一员。

他们似乎在挑战天主提出的阶
级制度(户 8:5-26)。

科辣黑似乎也想要司祭的身份
——他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肋未人

(户 16:8-11)。



■ (户 16:3) –特辣黑挑战梅瑟的基础-“全体会众都是圣洁的”。



达堂和阿彼兰

(户16:12-15) -在他们看来
，埃及才是 “流奶流蜜之

地”，而不是客纳罕地。

他们认为梅瑟只是想统治
以色列人。



天主的回应-(
户16:31-35)

科辣黑，达堂，阿

彼兰这三个家族都

被大地吞噬。

250名支持者被火吞
噬。



亚郎的棍杖 -《户籍纪》第17章

(户 17:23) -亚郎的棍杖发芽，显示他

在其他支派当中的独特地位。

(户 17:25) –棍杖该提醒其他以色列人

，不要再挑战亚郎的权威。



亚郎和肋未人的关系

(户 18:6-7) -肋未人是上主给亚郎的“礼物”。

司祭和肋未人都是被天主拣选的特殊角色，来完成天主交

给他们的任务。

所以，别人篡夺他们的职务是错误的。



取洁水

(户 16:3) -全会众都是圣洁的，科辣黑。

但是《户籍纪》第19章——制取洁水的仪式强调了司祭的特殊中

介角色。

这也表明，凡犯罪的，就成为不洁的，需要经过一个净化过
程。



背叛信仰(《户籍纪》第25章)

人民崇拜巴耳

培敖尔-叛教者;
又与摩阿布女

子行淫。

又有24000人
死于瘟疫。



1. (户 25:6) –民众表示悔改;

2. 亚郎的孙子丕乃哈斯杀了一个无视天主诫命的以色列人，因此受到赞扬。

此外，丕乃哈斯的行为被描述为一种赎罪的行为—瘟疫在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就停

止了。

丕乃哈斯获得“永享司祭品位的盟约”(户 25:13)。



■ 3. 这一事件显然标志着当年出离埃及时的最后的以色列成人
的死亡。



目的地—福地



尽管经历了这些失败，目标仍然未变 – 福
地。

以色列人慢慢地向福地行进。

《户籍纪》第21章：三个拦路的君王被打败
了:

客纳罕王阿辣得 (户 21:1-3);阿摩黎王息红(
户 21:21-31)和巴商王敖格(户 21:33-35)。

(户 14:45) – 以色列人曾经在曷尔玛战败，
但(户 21:3) -在那里胜利了。



贝敖尔的儿子巴郎-《户籍纪》第22-24章。

天主不允许他诅咒，但“强迫”他祝福以色列(户
23:7-10,18-24;24:3-9,15 - 19)。

(户 23:10)与(创 13:16; 28:14)

户 23:21)与(创 17:8)

(户 24:9)与(创 12:3)

(户 24:17)与(创 17:6, 16; 49:10)



因此，除了以色列人

的罪和天主的愤怒，

还有天主的恩许。

他们将继承天主应许
给他们先祖的土地。



和新约的联系

耶稣受诱惑 (玛 4:1-11; 路 4:1-13);

以色列人失败了，耶稣，作为新的以

色列人，成功了。



(若 3:14-15) –(户 21:4-9) -生命来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若 6:25-29) -耶稣和玛纳。

(若 6:47-51, 58) -耶稣赐下永生，玛纳只能维持今生。

(若 6:41,43) -许多人抱怨，像在(户 21:5)一样。

有趣的是，关于生命之粮的言论发生在增饼奇迹之后(若 6:1-15)。



(格前 10:6-10) -旷野的经历对基督徒是一个警告。

最终天主提供了救助(格前 10:13)

(格前 10:4) -耶稣是“属灵的磐石”(申 32:4,15,18,30-31; cf 32:37)。

基督是活泉 - (若 7:37-39)。



(希 3:7-19) -引用(
咏 95:7-11)。

因为以色列人的不

信，他们没有进入
福地(希 3: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