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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27 日 

主日講台信息 

「誰來繼承」  

／鍾興政牧師 

經文：民數記第二十七章 6－23 節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西羅非哈的女兒說得有理。你定要在他們父親的弟兄

中，把地分給他們為業；要將他們父親的產業歸給他們。你也要曉諭以色列人說：

人若死了沒有兒子，就要把他的產業歸給他的女兒。他若沒有女兒，就要把他的

產業給他的弟兄。他若沒有弟兄，就要把他的產業給他父親的弟兄。他父親若沒

有弟兄，就要把他的產業給他族中最近的親屬，他便要得為業。這要作以色列人

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華吩咐摩西的。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上這亞巴琳山，觀看

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後，你也必歸到你列祖（原文作本民）那裡，像

你哥哥亞倫一樣。因為你們在尋的曠野，當會眾爭鬧的時候，違背了我的命，沒

有在湧水之地、會眾眼前尊我為聖。（這水就是尋的曠野加低斯米利巴水。）摩

西對耶和華說：願耶和華萬人之靈的神，立一個人治理會眾，可以在他們面前出

入，也可以引導他們，免得耶和華的會眾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華對摩

西說：嫩的兒子約書亞是心中有聖靈的；你將他領來，按手在他頭上，使他站在

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面前，囑咐他，又將你的尊榮給他幾分，使以色列全會眾

都聽從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亞撒面前；以利亞撒要憑烏陵的判斷，在耶和華面

前為他求問。他和以色列全會眾都要遵以利亞撒的命出入。於是摩西照耶和華所

吩咐的將約書亞領來，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面前。按手在他頭上，囑

咐他，是照耶和華藉摩西所說的話。」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歡迎各位在線上和我們一同來崇拜。雖然在疫情當中，

我們可以在線上來一同敬拜神是非常值得感恩的。 

今天我們要在崇拜當中進入民數記第二十七章。在進入民數記第二十七章之

前，我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不曉得各位是否曾經繼承過什麼東西，或者是土地、

金錢或者是任何的物品。你有繼承過嗎？ 

我是沒有繼承過土地或金錢，但在十多年前，我在美國讀神學院的時候，我

記得在我們那個宿舍裡面，每一年有神學生畢業之後，他們會留下很多的鍋碗瓢

盆，有一些很好的鍋子、盤子，到現在我們都還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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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的繼承 

今天的經文裡面，特別是在民數記第二十七章說到了聖經當中的幾件重要的

繼承事情，第一件就是土地的繼承，第二件是領導人的繼承，第三件是屬靈的身

分跟產業的繼承。 

在今年一月開始，我們就從民數記的第一章，一直到如今現在已經是六月底

了。民數記說到的是屬神的百姓如何來繼承神聖的約。當然我們知道神透過摩西

來帶領以色列百姓離開埃及，然後到了曠野之後，神開始來告訴神的百姓你們應

該要怎麼樣來整隊，怎麼樣在神的律例當中告訴他們，按著次序來行。後來上帝

也要繼續來幫助以色列百姓，透過他們在曠野的種種的事情來訓練他們。過去的

幾個星期，我們看見了上帝也透過各種環境來試探跟考驗神的百姓。這裡面都希

望在神的百姓透過這些事情之後，他們可以有屬靈的繼承。 

1.土地的繼承 

所以今天的經文當中我們看見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二十七章的一開始，

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在上帝的子民裡面，女兒是否可以繼承土地產業

嗎？ 

我想過去的以色列人當中，每一個要繼承產業的應該都是男子，但是我們從

剛剛所讀的經文裡面，我們知道在民數記第二十七章的第 1 節和第 2 節，那裡

有講到屬約瑟的兒子瑪拿西的各族裡面，有一個人叫做西羅非哈，西羅非哈他沒

有兒子，但是他有五個女兒。這五個女兒他們來到了會幕門口，找摩西和祭司以

利亞撒，跟眾首領，並且在全會眾的面前，他們把他們的問題提出來。他們是否

可以繼承土地的產業呢？ 

他們有一個很清楚的問題就是，他們覺得不公平，因為他們的父親死在曠

野，他並沒有跟可拉黨的會眾來攻擊神，他也沒有自己死在罪惡當中，只是因為

他的父親沒有兒子，這樣從此之後他的名就要從他的族中除掉，為什麼呢？因為

當他沒有土地可以繼承的時候，這一塊所有的以後以色列人要分的產業裡面，就

沒有西羅非哈的名字，所以這五個女兒就把這樣一件事情帶到摩西的面前。當然

我們也知道，摩西在第 5 節說到，摩西就把他們的案件呈到耶和華的面前。 

在這段的聖經裡面我們看見了，當摩西把這個問題帶到了神的面前的時候，

神親自來斷定這個案件。上帝曉諭摩西說，第 7 節說到，西羅非哈的女兒說得有

道理，你們定要在他們父親的弟兄中，把地分給他們為業；要將他們父親的產業

歸給他們。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我相信上帝看見了一些重要的屬靈的原則，第一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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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是上帝的子民當中，不論男人女人在神的眼中，他們的價值是一模一樣

的，雖然過去都是繼承給兒子，但是當兒子就是沒有兒子的時候，女兒也可以繼

承，這是神親自來斷定的。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當我們讀到民數記第二十七章

的時候我們知道，上帝怎樣來看繼承的問題。第一個就是在土地的繼承上面，不

管是男人不管是女人，神說如果他們都是屬於上帝的百姓，他們都有資格來繼承。 

2.領導人的繼承 

當然第二個繼承的問題在今天的經文裡面我們看見的是，領導人的繼承的問

題。這段聖經在 12 節開始，耶和華就對摩西說，你上了亞巴琳山，觀看我所賜

給以色列人的地。為什麼帶摩西來看呢？因為摩西已經年紀老邁，摩西已經快要

壽終正寢了，上帝要親自告訴摩西說，你和你哥哥亞倫一樣，你不能夠進去應許

之地。上帝給摩西一個清楚的理由在 14 節裡面說到，因為你們在尋的曠野，當

會眾爭鬧的時候，違背了我的命，沒有在湧水之地、會眾眼前尊我為聖。這是在

上個月的經文裡面我們看見的。 

當摩西和亞倫他們帶領以色列百姓在這一件事情當中他們做錯了，但是誰要

來帶領以色列百姓進入應許之地呢，神不想要跟摩西打哈哈，好像跟他猜謎語，

但是這個時候他是摩西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位上帝願意把一切的事情

清楚告訴他的人，所以如果不是亞倫也不是摩西的話，那麼到底是誰呢？ 

所以在這段聖經，神要告訴摩西之前，我們看見了摩西的一段跟神的對話，

也就是，這是摩西的禱告，神要把心意告訴摩西之前，摩西已經把他想要告訴神

的事情帶到禱告當中。我們從經文的 15 到 17 節，各位可以看見，摩西對耶和

華說，「願耶和華萬人之靈的神，立一個人治理會眾」。這段談到的是一個領導人

的傳承。 

親愛的弟兄姊妹，摩西他知道這個時候他要離開了，但是如果我不能進去的

話，那他怎麼樣來預備這樣的一個領導人的傳承呢？他向神禱告，他的禱告是，

願耶和華萬人之靈的神，立一個人來治理會眾。他知道對這樣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需要在神的面前來跟神陳明。並且在 17 節說到，「可以在他們面前出入，也

可以引導他們，免得耶和華的會眾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我們看見摩西是

一位不自私的領導人，他沒有為自己來說什麼，他知道他需要在神的面前懇求神

來預備一個可以治理會眾的人。 

為什麼說他是沒有自私的人呢？各位，我們可以從在出埃及記第十八章 2

到 5 節看見了一件事情，摩西並不是沒有兒子，在出埃及記第十八章摩西有兩個

兒子，一個叫做革舜，革舜的意思是我在外邦作了寄居，另外一位叫做以利以謝，

他說，因為我父親的神幫助了我，脫離 救我脫離法老的刀。這兩位兒子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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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應該和他的妻子在這段的曠野之旅當中他們是在一起的。摩西不自私，摩西

沒有先想到我要把我的這個繼承的領導人的這樣的一個問題先來訓練我的兒

子，摩西一直在尋求神的心意，求神來為以色列百姓來預備一個適合領導他們的

人。摩西不是先想到兒子。 

當然各位可以想像，現在的很多的我們在尋求領導人的這樣一件事情當中，

有時候我們在團契或在教會，有時候我們不容易就是尋找我們的孩子就來繼承，

可是親愛的弟兄姊妹，會不會有時候我們要尋找一位接班人的時候，我們想到的

是比較和我合得來的人，比較靠近我的人，跟我想法是貼近的人，或者是我比較

可以掌握的人。摩西都沒有這樣想，摩西的心意就是求神來立一個人可以治理會

眾，免得耶和華的會眾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這是一位不自私的領導人，他

說出來的禱告，他在神面前陳明這樣一件事情。 

當然我們知道這樣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從摩西的禱告裡面我們也看見

當摩西說到，16 節說，「願耶和華萬人之靈的神」，這件事情我們看見了摩西對

上帝的一個心意的瞭解，這讓我們聯想到在新約的提摩太前書，那裡說到，因我

們的指望是在乎永生的神，祂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位上帝是萬人的靈的神，祂是萬人的救主，是什麼意思

呢？如果祂是照顧人靈的神，那麼祂也是救贖人的神，祂必然展現這位神的一些

重要的特質。神是信實的，神是照顧人的，神是救贖人的，神是供應祂百姓的，

神是保守祂百姓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們在這麼嚴重的疫情當中，我們不能夠實體的來到

教會來敬拜神，但是不論我們在什麼地方，當我們要敬拜上帝的時候，我們想到

這位神是萬人之靈的神，祂是信實的，祂是照顧人的，祂是救贖我們的，祂是供

應我們的，祂是保守我們的。所以，摩西的禱告也是我們的禱告，我們希望這位

神是一位能夠在我們一切苦難當中和我們經歷同受苦難的神。以賽亞書第六十三

章 9 節就說到這樣一件事情，「他們在一切苦難中，他也同受苦難；並且他面前

的使者拯救他們；他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們；在古時的日子常保抱他們，懷搋他

們。」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疫情當中，你有感受到神對你的保抱，對你的懷搋嗎？

神的慈愛憐憫在這樣的一個困境當中，祂要救贖我們，祂也與我們一同在經歷這

樣的苦難。 

所以當我們讀到摩西的這樣一段的禱告的時候，我們知道他是不自私的領

袖。當然我們從後面的 18 到 20 節也看見了，神就回應摩西，當摩西有這樣禱

告的時候，神跟摩西說，「嫩的兒子約書亞是心中有聖靈的；你將他領來，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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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頭上」。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出於神的，神知道雖然摩西帶領以色列百姓出了埃

及，現在要引領以色列百姓進入應許之地的不是摩西，但是神有預備，當神要興

起下一代年輕的領導人的時候，聖靈是有預備的。所以在 18 節說到，「嫩的兒

子約書亞是心中有聖靈的」。這一位約書亞，上帝親自來引領跟揀選他，所以他

的心中有聖靈。 

我們也看見了，當神告訴摩西說，「你要按手在他的頭上，又將你的尊榮給

他幾分，使以色列全會眾都聽從他」的時候，我們知道這個按立，並不是人的按

立，人的按立是透過神的按立，人的按立來確認這件事情。神叫摩西來按立約書

亞，是神的心意。神過去怎麼樣讓摩西在祂的會眾當中有尊榮，現在也要透過這

個按立，讓約書亞在會眾當中有幾分的尊榮，以致於全以色列的會眾都聽從他。

這是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出於聖靈的引領跟揀選。 

當然，各位，我們在看見這樣的一個按立是神的按立，並不是人的按立之後，

我們知道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約書亞他是預表耶穌基督的。親愛的弟兄姊妹，

約書亞的名字，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華是救主，耶和華是拯救。約書亞原先

的名字是何西阿。約書亞的名字是摩西告訴他說你要改名為約書亞。但是約書亞

在新約裡面就是耶穌。這一位舊約的約書亞要預表新約耶穌基督。所以我們剛剛

所讀的經文在民數記第二十七章的 21 到 23 節當中，「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亞撒面

前；以利亞撒要憑烏陵的判斷，在耶和華面前為他求問。他和以色列全會眾都要

遵以利亞撒的命出入。」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看見了這一位即將要成為以色列新的領袖，上帝為他

開路，上帝也為他預備另外一位祭司來和他一同來配搭。當然，我們說到在新約

的耶穌基督，祂不只是領袖，祂也是那位大祭司，祂結合了領袖和祭司兩個身分，

但是在這裡，約書亞是領袖，神為他預備另外一位祭司，跟他一同來事奉。 

所以，中間我們看見了，以利亞撒要把烏陵，來透過這個烏陵來判斷。烏陵

是什麼意思呢？祭司以利亞撒的職分是代表以色列的全會眾，他的胸前有一個決

斷的胸牌，上面有 12 顆的寶石，中間都刻了 12 個支派的名字，把烏陵放在決

斷的胸牌裡面，是要把神現在對全會眾的心意光照出來。烏陵，原文的意思就是

light，就是一個光照。烏陵放在祭司的胸牌前面，就是神的心意可以光照出來。

他們要來尋求上帝的心意，不是人的心意。 

3.屬靈身分和產業的繼承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一位新的被按立的領袖，他不僅僅是新的領袖，也透過

這一位新的領袖約書亞的按立，我們看見了一個很重要的屬靈的身分跟產業的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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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也就是在約書亞的剛剛被揀選出來的這段聖經裡面，我們看見了約書亞並不

是單獨一人，在剛剛所讀的經文裡面，19 節和 22 節，我們都看見了是約書亞和

全會眾。19 節說到，「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面前，囑咐他」，22 節更

說到，「於是摩西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將約書亞領來，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

會眾面前。」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今天讀這段經文，你會覺得說這段經文跟我有什麼關

係呢？當神按立了從摩西之後要按立新的領袖，跟我們現在的基督徒有什麼樣的

關係呢？如果神要挑選摩西，那就挑選摩西，反正我不是摩西。神要挑選約書亞，

那就挑選約書亞，反正我也不是約書亞，跟我們有關係嗎？如果繼承的這個領導

人是摩西跟約書亞之間的關係，那麼跟我的關係是什麼呢？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裡說到了有很重要的一個關係就是，約書亞是和全會眾

一同來領受這樣的一個職分。約書亞如果要完成神給他的託付和使命，那麼全會

眾要和他一同來行。當耶穌基督來到我們當中，祂要把祂的救贖，祂的關懷，祂

的保守，祂的供應，祂的慈愛，祂的信實向我們顯現的時候，我們一樣有這樣的

一個需要和神聯合的一個回應，我們需要和耶穌基督一同來面對，當神願意領我

們到新的應許之地的時候，這一段屬靈的路程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做。所以，當

我們今天在疫情當中，我們遇見了這麼大的困難，我們要結合在神的帶領當中，

在耶穌基督的保守看顧當中。 

記得在希伯來書第十三章，講到了幾件事情。希伯來書第十三章第 7 節和第

8 節說到，「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

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

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或許我們會經歷了不同的牧師，不同的傳道，不同的一些

教會的領袖來幫助我們，但是有一位領袖，祂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不變的，

就是耶穌基督。希伯來書告訴我們說，過去引導我們每一位。這些的引導我們在

神的面前，要遵行上帝道的人，我們要想念他們，我們要效法他們的信心，在效

法當中我們要留心察看他們為人的結局。各位注意到，這裡留心察看他們為人的

結局，並不是說我要看他好戲，是我們看見他屬靈的榜樣的時候我們如何透過他

們的為人，我們來效法他們的信心。如果我們是願意這麼做的話，我們也是效法

了耶穌基督。 

當約書亞被按立出來，約書亞他的生命的年歲也是有限的，在上帝的子民當

中，世世代代，神都按立了不同的領袖來引領祂的百姓要進入那應許之地，可是，

只有這位耶穌基督，祂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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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第十三章的後半段也再次提醒我們這些全會眾，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來做。當我們知道，我們不只是要留心，我們不只是要效法，第十三章 17 節更

說到，「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而且要順服，因為他們為你們靈魂時刻警

醒，好像那將要交帳的人。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致憂愁；若憂愁就

於你們無益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聽了很多的講道，我們上了很多的課，我們讀了很多

的聖經，但是，我們需要把這樣的一個對上帝、聖經的瞭解，神學的一個瞭解，

我們要時刻的警醒、活出來。我們要依從那些引導我們，並且要順服。順服不是

單單的說，「喔，他說的，我就說 yes」而已，是我們要警醒，我們要行道，我

們特別在有困難，有疫情的時候，我們要把上帝的道如何在我們生命當中我們要

行出來，以致於真正交帳的時候不是說，「某某某，神問你說，以前告訴你的事

情，你現在做了嗎？」，我們要交帳，因為那些為我們靈魂時刻警醒的牧人他們

要交帳，當我們交帳的時候他們也能夠交帳，我們不要讓他們憂愁，我們要讓他

們交的時候是有快樂的。 

結語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當我們讀到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們想到了這段經文

告訴我們三件事情，在土地產業的這樣的一個繼承上，上帝是不偏待人的，所以

今天，不論男人不論女人，不論你的職業是什麼，不論你住台北，你住高雄，你

住台中，你住任何的地方，上帝對這些在祂的子民當中，祂是一視同仁。如果你

願意遵行上帝的話，上帝要把那個繼承權給你。 

第二件事情我們看見了，神在這段聖經當中祂怎麼樣來揀選領導人。摩西，

他是一位不自私的人，但是我們也看見了，這領導人的揀選是出於聖靈的引導和

帶領，所以我們這些全會眾，我們看見的時候，我們要瞭解我們屬靈的身分和產

業，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進入那個應許之地來領受這樣的產業，但進入應許之

地之前，我們要繼承這個約我們要確認我們的身分，所以今天在我們這段的經文

當中，讓我們再次的思想。親愛的弟兄姊妹，你願意繼承屬靈的產業嗎？如果你

願意，你應該怎麼樣來做。 

很多時候，感謝神，在這疫情當中，我們首先就間斷了我們對上帝的敬拜，

在主日崇拜當中，感謝神，過去的幾週裡面，我們看見了許多的弟兄姊妹他們回

到了線上的崇拜，他們知道在這樣的一個敬拜當中，神是全知全能，神超越一切

的時空，神在各樣的環境當中，神都願意與我們同在，所以我們在敬拜裡面，我

們這一群願意繼承屬靈產業的上帝的子民，我們守住主日崇拜，我們不要像有一

些人停止聚會慣了，我們就離開，慢慢離開上帝。所以我們在主日崇拜當中繼續

來敬拜神。 



 

8 

但第二件事情我們看見了，既然神是不偏待人的，如果我們願意繼承這屬靈

的產業，那麼，我們必然常常在禱告裡面看見，你或許有一些服事的事工在你手

上，你要如同摩西一樣，在神的面前我們是否願意來為這些事工，從你第一天開

始你就為這些事工能夠有繼承人來禱告，不管你有多年輕，或許你會說：「我是

幼契的，我是青契的，我是信友團契、社青團契的，我們還很年輕」，對，但是

不管你有多年輕，你從第一天開始，當你有那個神給你的屬靈的職分的時候，你

來為上帝的繼承人來禱告，如同摩西一樣。當然我們知道，所有屬靈的繼承是出

於聖靈的引領，如果你願意的話，那心中有聖靈，把聖靈願意打開你的心，讓神

的靈住在我們心裡的，願意分別為聖的，願意讓神的聖靈來掌管你心的，神必然

可以使用。親愛的弟兄姊妹，你願意繼承這屬靈的產業嗎？ 

最後，就是如果有屬靈的領袖在教會、在團契在引領我們的時候，我們這一

群全會眾要怎麼樣來回應，怎麼樣來跟隨他，怎麼樣來順服。很多時候我們在現

在的教會裡面，我們或許都有很高的知識，我們也讀了很多的聖經，我們也很多

的經驗，但是聖經告訴我們說，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行，我們不要叫他們為我們

屬靈光景來憂愁，好叫他們在交帳時候可以快樂。不只他快樂。我們這些繼承屬

靈產業的人，當我們願意按照上帝的話語來行的時候，我們自己也因為得著這屬

靈產業，我們在神的面前也蒙祂的喜悅。 

禱告 

主，我們再次的感謝你，謝謝主你愛我們，你揀選我們，你引領我們，主啊，

在今天的崇拜當中，謝謝主你透過今天的這段經文再次的提醒我們，主啊，在你

的面前，每一位屬你的百姓，主你沒有偏待人的心，但求你幫助我們，光照我們，

當我們願意把我們自己擺在你面前的時候，求主你將你的心意，常常光照我們，

顯明，以致於我們可以順服你。主啊，在團契，在教會當中，主啊，也求你興起

那屬靈的領袖，也幫助我們作為一個能夠繼承屬靈產業的會眾，謝謝主，我們向

你感恩，特別在疫情當中，我們懇求你的保護，我們這樣一起的禱告，是奉靠耶

穌基督寶貴的聖名，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