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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探那地】民數記十三21-25 

• 21.他們上去窺探那地，從尋的曠野到利合，直
到哈馬口。22.他們從南地上去，到了希伯崙；
在那裡有亞衲族人亞希幔、示篩、撻買。（原
來希伯崙城被建造比埃及的鎖安城早七年。）
23.他們到了以實各谷，從那裡砍了葡萄樹的一
枝，上頭有一掛葡萄，兩個人用槓擡著，又帶
了些石榴和無花果來。24.（因為以色列人從那
裡砍來的那掛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實各
谷。）25.過了四十天，他們窺探那地才回來， 
 



【實地回報負面表達】民數記十三26-33 

• 26.到了巴蘭曠野的加低斯，見摩西、亞倫，
並以色列的全會眾，回報摩西、亞倫，並全
會眾，又把那地的果子給他們看；27.又告訴
摩西說：我們到了你所打發我們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奶與蜜之地；這就是那地的果子。28.

然而住那地的民強壯，城邑也堅固寬大，並
且我們在那裡看見了亞衲族的人。29.亞瑪力
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亞摩利人住
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邊並約但河旁。 



• 30.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說：我們立刻上去
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31.但那些和他同去的
人說：我們不能上去攻擊那民，因為他們比我們
強壯。32.探子中有人論到所窺探之地，向以色列
人報惡信，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吞吃居
民之地，我們在那裡所看見的人民都身量高大。33.

我們在那裡看見亞衲族人，就是偉人；他們是偉
人的後裔。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樣；據他
們看，我們也是如此。 
 

【正面表達誇張回報】民數記十三26-33 



【百姓不信反應】民數記十四1-4 

• 1.當下，全會眾大聲喧嚷；那夜百姓都哭號。2.

以色列眾人向摩西、亞倫發怨言；全會眾對他
們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這
曠野。3.耶和華為什麼把我們領到那地，使我
們倒在刀下呢？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擄掠。
我們回埃及去豈不好嗎？4.眾人彼此說：我們
不如立一個首領回埃及去吧！ 



【信心宣告回應】民數記十四5-10 
• 5.摩西、亞倫就俯伏在以色列全會眾面前。6.窺探地的
人中，嫩的兒子約書亞和耶孚尼的兒子迦勒撕裂衣服，
7.對以色列全會眾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之
地。8.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
賜給我們；那地原是流奶與蜜之地。9.但你們不可背叛
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
並且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
不要怕他們！10.但全會眾說：拿石頭打死他們二人。忽
然，耶和華的榮光在會幕中向以色列眾人顯現。 
 



【瘟疫擊殺不信】民數記十四11-12 

• 11.耶和華對摩西說：這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
呢？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蹟，他們還
不信我要到幾時呢？12.我要用瘟疫擊殺他們，
使他們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後裔成為大國，
比他們強勝。 
 



引言：何能真窺那美地 

•

•

• 十三21.他們上去窺探那地，從尋的曠野到利合，直到哈
馬口。22.他們從南地上去，到了希伯崙；在那裡有亞衲
族人亞希幔、示篩、撻買。（原來希伯崙城被建造比埃
及的鎖安城早七年。）23.他們到了以實各谷，從那裡砍
了葡萄樹的一枝，上頭有一掛葡萄，兩個人用槓擡著，
又帶了些石榴和無花果來。24.（因為以色列人從那裡砍
來的那掛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實各谷。）25.過了四
十天，他們窺探那地才回來，           民十三21-25 

 



一、進入美地轉折點上(十三26-33) 



1.傳遞感受及表達 

一、進入美地轉折點上 

• 十三26.到了巴蘭曠野的加低斯，見摩西、亞倫，並以色
列的全會眾，回報摩西、亞倫，並全會眾，又把那地的
果子給他們看；27.又告訴摩西說：我們到了你所打發我
們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與蜜之地；這就是那地的果子。
28.然而住那地的民強壯，城邑也堅固寬大，並且我們在
那裡看見了亞衲族的人。29.亞瑪力人住在南地；赫人、
耶布斯人、亞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邊並約但
河旁。                               民十三26-29 
•

•



2.操練獲取正向力 
•十三30.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說：我們
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 
                            民十三30 

•
•
•
•

一、進入美地轉折點上 



3.誇張負面妖魔化 
•十三31.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說：我們不能上去攻擊那
民，因為他們比我們強壯。32.探子中有人論到所窺
探之地，向以色列人報惡信，說：我們所窺探、經
過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們在那裡所看見的人民
都身量高大。33.我們在那裡看見亞衲族人，就是偉
人；他們是偉人的後裔。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
一樣；據他們看，我們也是如此。   民十三31-33 

一、進入美地轉折點上 

•



二、不信反應遠離美地 
•十四1.當下，全會眾大聲喧嚷；那夜百姓都哭號。
2.以色列眾人向摩西、亞倫發怨言；全會眾對
他們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
這曠野。3.耶和華為什麼把我們領到那地，使
我們倒在刀下呢？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擄掠。
我們回埃及去豈不好嗎？4.眾人彼此說：我們
不如立一個首領回埃及去吧！ 

                                民十四1-4 



1.不信惡信所感染 

•十四1.當下，全會眾大聲喧嚷；那夜百姓
都哭號。                   民十四1 

二、不信反應遠離美地 

•

•

•



2.懷疑質問發怨言 

•十四2.以色列眾人向摩西、亞倫發怨言；全會眾
對他們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
在這曠野。3.耶和華為什麼把我們領到那地，
使我們倒在刀下呢？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擄
掠。我們回埃及去豈不好嗎？      民十四2-3 

二、不信反應遠離美地 

•

•



3.叛逆否定走回頭(十四4) 

•十四4.眾人彼此說：我們不如立一個首領回
埃及去吧！                   民十四4 

二、不信反應遠離美地 

•

•



三、相信應許必得美地 

 

 

 

 

 

•十四5.摩西、亞倫就俯伏在以色列全會眾面前。6.窺探地的
人中，嫩的兒子約書亞和耶孚尼的兒子迦勒撕裂衣服，7.

對以色列全會眾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之地。
8.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
們；那地原是流奶與蜜之地。9.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並且蔭
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
他們！10.但全會眾說：拿石頭打死他們二人。忽然，耶
和華的榮光在會幕中向以色列眾人顯現。   民十四5-10 
 



1.抗拒洪流挺身出 

• 5.摩西、亞倫就俯伏在以色列全會眾面前。6.窺
探地的人中，嫩的兒子約書亞和耶孚尼的兒子
迦勒撕裂衣服，7.對以色列全會眾說：我們所
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之地。      民十四5-7 

三、相信應許必得美地 

•



2.信心宣告不背叛 

• 8.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
把地賜給我們；那地原是流奶與蜜之地。9.但
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          民十四8-9上 

三、相信應許必得美地 

•



3.不要懼怕神同在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
並且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
們同在，不要怕他們！           民十四9下 

三、相信應許必得美地 

•

•



4.榮光顯現神介入 

• 10.但全會眾說：拿石頭打死他們二人。忽然，
耶和華的榮光在會幕中向以色列眾人顯現。 

民十四10 

 

三、相信應許必得美地 

•



結論：藐視不信失美地(十四11-12) 

 

 

 

 

 

• 11.耶和華對摩西說：這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
呢？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蹟，他們還
不信我要到幾時呢？12.我要用瘟疫擊殺他們，
使他們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後裔成為大國，
比他們強勝。 
 



1.藐視神 
•耶和華對摩西說：這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呢？ 
                                      民十四11上 

• 12.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
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13.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
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裡就剛硬了。
14.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
了。15.經上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
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   來三12-15 

•

結論：藐視不信失美地 



2.不信神 
•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蹟，他們還不信我要到
幾時呢？                          民十四11下 

• 16.那時，聽見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呢？豈不是跟著
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17.神四十年之久，又厭
煩誰呢？豈不是那些犯罪、屍首倒在曠野的人嗎？
18.又向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豈不是
向那些不信從的人嗎？19.這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
安息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           來三16-19 
 

結論：藐視不信失美地 

•



3.失去神 

•我要用瘟疫擊殺他們，使他們不得承
受那地，叫你的後裔成為大國，比他
們強勝。                民十四12 
 
 
•

結論：藐視不信失美地 



相信就現在得以進入那安息 

• 1.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就當
畏懼，免得我們（原文是你們）中間或有人似
乎是趕不上了。2.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
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道於他們無益，因
為他們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3.但我們
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說：
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來四1-3上 
 
 



態度決定是否拋錨於永恆的神 

• 9.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
民存留。10.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
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樣。11.所以，我們
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
樣子跌倒了。 

                                 來四9-11 

•
 
 
 



•

•



遍地要被神的榮耀充滿 

•然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榮
耀充滿。                    民十四21 
 
•

•



【查經大綱】民十三21-十四12 
主題：窺探迦南地地的表態及反應 

引言：窺探那地(十
三21-25) 

一、探子回報
(十三26-33) 

1.實地回報：
果然        

(十三26-27) 

2.負面表達：
然而        

(十三27-29) 

3.正面表達：
足能        

(十三30)    

4.誇張回報：
不能              

(十三31-33) 

二、百姓反應
(十四1-4) 

1.哭號發怨言  
(十四1-2) 

 2.疑上帝動機
(十四3) 

 3.另立一首領
(十四4) 

三、信心回應
(十四5-10) 

1.抗拒洪流  
(十四5) 

2.挺身而出   
(十四6) 

3.信心宣告  
(十四7-9)                                      

4.神怒顯現  
(十四10) 

結論：瘟疫擊殺(十
四11-12) 



【神學大綱】民十三21-十四12 

主題：不信惡心離棄神 

引言：窺探
睽違久慕地 

一、一樣回
報兩樣情 

二、接收信
息從負面 

三、信心回
應抗洪流 

結論：藐視
不信到幾時 



【講章大綱】民十三21-十四12 
主題：迦南美地啟示錄 

引言：何能真窺那美地  
(十三21-25) 

1.豐盛救恩 

2.美麗人生 

3.新天新地 

一、進入美地轉折點上           
(十三26-33) 

1.傳遞感受及表達 

2.操練獲取正向力 

3.誇張負面妖魔化 

二、不信反應遠離美地  
(民十四1-4) 

1.不信惡信所感染 

2.懷疑質問發怨言 

3.叛逆否定走回頭 

三、相信應許必得美地       
(民十四5-10) 

1.抗拒洪流挺身出 

2.信心宣告不背叛 

3.不要懼怕神同在 

4.榮光顯現神介入 

結論：藐視不信失美地
(民十四11-12) 

1.藐視神 

2.不信神 

3.失去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