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聖潔會培育課程 2020 年第二季—《士師風雲錄》

講師：陳庭芝

士師風雲錄—第一課
（一） 導論
 『約』的背景
 亞伯拉罕之約（創十七 1~8）。
 西乃之約（出十九 4~6；廿四 1~8）。
 摩西重申陳明這『約』及其禍褔後果（申六 1~5；七 1~6；三十 15~20）。
 約書亞帶領進入迦南地後，重申以色列民與神的立約（書廿三章；廿四 14~28）。
 時代背景：
 約書亞已死。失去摩西和約書亞作屬靈領袖，亦沒有訓練和選立繼承人。
 「支派同盟」之間的團結變得鬆散。
 面對強大的外敵迦南人，在軍事和宗教上都受到挑戰。
 漸漸忘記列祖與神所立的約，不知道耶和華曾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離棄了耶和華，
事奉外邦神。（士二 6~11）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十七 6、十八 1、十九 1、廿一 25）
 士師記的結構：
 前後呼應的兩個序（一 1~三 6）和兩個跋（十七章~廿一章）
 中間主體的士師循環框架：—『背叛→受壓迫→呼求→拯救』
 扇形結構
A
外患：以色列人與外邦交戰（一 1~二 5）
B
以色列人拜外邦神（二 6~三 6）
C
士師循環（三 7~十六 31）
B’
以色列人拜偶像（十七~十八章）
A’
內戰：以色列人與自家人交戰（十九~廿一章）
（二） 第一個序：以色列人攻佔迦南地—軍事上的失敗（士一：1~二 5）
 約書亞臨終的吩咐並重述福禍之約（書廿三 1~16）：
 耶和華為以色列人爭戰的事實，為他們趕出迦南人，顯出神的應許實現和守約。
 以色列人當大大壯胆，遵行摩西律法，謹記與神的立約，要趕出迦南人，不可與他
們攙雜，不可事奉拜他們的神，若違約，必招致失敗、禍患、陷網羅，至終滅亡。
 約書亞死後以色列各支派與迦南人爭戰得地的情況（士一 1~36）
支派名稱
攻佔得地
沒有/不能趕出
猶大、西緬（一 比色、耶路撒冷、希伯 趕出山地的居民。
1~20）
倫，底壁。何耳碼迦
不能趕出平原的居民，因
薩、亞實基倫、以革倫 為他們有鐵車。
並三地的四境。迦勒從
希伯倫趕出亞納族的
三個族長
便雅憫
未有趕出耶路撒冷的耶布
（一 21）
斯人，耶布斯人仍與便雅

耶和華的作為
耶和華已將那地交
在他手中；
將迦南人和比利洗
人交在他們手中；
耶和華與猶大同
在。

憫人同住。
約瑟家
（一 22~26）
瑪拿西
（一 27~28）

伯特利（路斯），

釋放了伯特利的引路人和
他一家，他們後來築了一

座路斯城。
伯善、他納、多珥、以 沒有把他們全然趕出，使
伯蓮和米吉多。
這些迦南人做苦工；迦南
人便執意住那些地方。

耶和華與他們同
在。

中華聖潔會培育課程 2020 年第二季—《士師風雲錄》

支派名稱
以法蓮
(一 29)
西布倫
（一 30）
亞設
（一 31~32）
拿弗他利
（一 33）
但
（一 34~36）

攻佔得地
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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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不能趕出
沒有趕出基色的迦南人，迦

耶和華的作為

南人仍住在以法蓮人中
間。
基倫和拿哈拉

沒有趕出那地的居民，於是

迦南人仍住在西布倫人中
間，成了服苦的人。
亞柯和西頓；亞黑拉和 沒有趕出那地的迦南人，亞
亞革悉；黑巴、亞弗革 設就住在他們（迦南人）
與利合
中間。
伯.示麥和伯.亞納；
沒有趕出那地的居民，於是
拿弗他利就住那地的迦南
人中間。
亞摩利人執意住在希
亞摩利人強迫但人住在山
烈山和亞雅倫並沙
地，不容他們下到平原。
賓。然而約瑟家勝了他
們，使他們成了服苦的
人。







以色列各支派「骨牌效應」地沒有趕出（經文出現共九次—19,21,27,28,29,30,31,32,33）
屬地的迦南人，沒有聽從摩西和約書亞講述耶和華的吩咐：要全然趕出殺絕迦南人，仍
讓迦南人或被迫讓迦南人住在他們中間，成為以色列人漸漸變成『迦南化』的開始。
以色列人失敗，不能完全攻佔地土，未能趕出迦南人的原因何在？
 _______人才的缺乏？
 沒有求問__________？沒有信靠_________？
 失去「支派同盟」的團隊精神？
 _________沒有與他們同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耶和華使者的責備中（二 1~5），能否找出以色列民攻地未能趕出迦南人的真正原因？
 重申耶和華對以色列人的拯救歷史，並與以色列人所立之約。
 責備以色列人沒有聽從神的話。
 警告以色列人將會面對的結果。

（三） 第二個序：以色列人攻地失效的屬靈原因（士二 6~三 6）


兩個世代以色列人的比較（士二 6~11；書廿四 31）（請填寫下面的空格）
約書亞和那世代的長老在世 他們曾見過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
（士二 7；書廿四 31）
行的大事。
約書亞和那世代的人都離世
以色列人離棄耶和華
（士二 8~11）
去事奉外邦神



從本段（二 10~23）中找出以色列人衰敗的原因：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二 10）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二 11~12）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二 20）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二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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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師時代以色列入事奉別神的惡性循環（二 11~20）
以色列入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巴
力；離棄了領他們出埃及地的耶和華—他們列祖的
神，去叩拜四圍列國的神，惹耶和華發怒。並離棄
耶和華去事奉巴力和亞斯她錄。（二 11~13）

↘
士師死後，他們就轉去行惡，比他們
列祖更甚，去事奉叩拜別神，總不斷
絕頑梗的惡行。於是耶和華的怒氣向

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入發作，就把他們交
在搶奪他們的人手中，又將他們付與四圍仇

→

以色列入發作。
（二 19~20）

敵的手中。他們在仇敵面前再不能站立得
住；他們無論往何處去，耶和華都以災禍攻
擊他們。（二 14~15ab）


耶和華為他們興起士師，就與
那士師同在，士師在世的一切
日子，耶和華拯救他們脫離仇
敵的手。（二 18a）

↓

↙
他們因受欺壓擾害，就
哀聲歎氣，所以耶和華
後悔了（二 18b）

以色列人便極其困
苦（二 15c）

←
↙


他們卻不聽從士師，竟隨從叩拜別神，行了
邪淫，速速偏離他們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
們列祖順從耶和華的命令。（二 17）

以色列入離棄耶和華的循環模式

←

耶和華興起士師，士師就
拯救他們脫離搶奪他們
之人的手；（二 16）

神對待頑梗叛逆的以色列人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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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圖表錄自：袁海生牧師所著《黑暗的世代慈悲的上主》一書）

 耶和華留下幾族迦南人必不被趕出，用意為何？（二 21~三 4）
 試驗以色列人，看他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試驗那不曾知道與迦南爭戰的以色列人，好叫他們的後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試驗以色列人，看他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果：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
斯人中間，與這些外邦人結親，並事奉他們的神。（三 5~6）
（參考書 ： 1. 郭文池著—《誰是我王—從士師記看敬虔人生》
2. 吳獻章著—《背約沉淪的循環軌迹—士師記析讀》
3. 袁海生著—《黑暗的世代慈悲的上主》 ）

思想問題：
1. 從第一段序言中，你能否找出以色列人與迦南人爭戰失敗的主要原因為何？在
我們的人生歷程中，難免遭遇困難與挑戰，我們當怎樣勝過它？
2. 從上面第二段序言中，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背約、偏離列祖所行的道、離棄耶
和華去事奉別神，理應承受惡果，但耶和華神卻又三番四次興起士師去拯救他
們。有何原因？你對這樣的一位神有何更深的認識？
3. 從二 3、21~22；及三 1~4 的經文中，耶和華留下迦南人幾族，必不將他們趕出，
神的心意為何？
4. 今日我們已經立志跟隨主的基督徒、面對現今廿一世紀的潮流和社會局勢，是
否仍然能夠作鹽作光、見證基督？會不會跟隨潮流、被這個世代所同化？
5. 試思想自己作基督徒的靈命和生活見證的表現，是否與蒙召的恩相稱？有何軟
弱、或不恰當的地方？當如何去改善？

下一課要預讀的經文：
士師記三 7~五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