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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月我們會開始詳閱士師記 1 章至 3 章： 

1)以色列民進迦南地後初期得勝 (1:1-18) 

2)以色列民短暫成功後轉為失敗 (1:19-36) 

3)以色列人背棄神約導致的後果 (2:1-5) 

4)約書亞死後以色列民在<行惡–受壓–呼救–得救>的循環中以及士師摘要(2:6-3:6) 

5)開始士師事跡的記載(3:7-31)  [3:7 - 16:31 都是關於士師事跡的記載] 
──────────────────────────────────── 
 
第一週 (8 月 4 日至 8 月 10 日) : 第一章 

釋經節錄： 

1:1-20 士師記承接約書亞記 24:29-33 的記載；約書亞死後，猶大和西緬一同去與剩
下的外族人爭戰。其中有幾件重要的事： 
1. 砍斷亞多尼比色手和腳的大拇指。 
2. 攻取耶路撒泠城。 
3. 攻擊住希伯崙的迦南人、殺了示篩、亞希幔、撻買。這事是發生在約書亞
死後。在約書亞記 15:14 節所記載，是迦勒先趕出示篩、亞希幔、撻買，但並
沒有殺他們。 
4. 攻擊底壁的居民、迦勒兄弟基納斯的兒子俄陀聶奪了底壁、迦勒將女兒押
撒給他為妻。這事也是在約書亞死後發生的。可是在約書亞記 15：15-19 節已
先有記載。 

1:2 當時約書亞雖然已死，但約書亞每行動之前必須先求問耶和華的榜樣、已存
留在以色列人心中。因此以色列民就在上去攻擊迦南人前先求問神。按照以
色列的預言、猶大是個小獅子（創49:8-12）。摩西在為以色列祝福時也曾預
言說：「求耶和華俯聽猶大的聲音……他曾用手為自己爭戰、你必幫助他攻
擊敵人」（申33:7）。約書亞分地給以色列人的時候、猶大族首先去見約書亞
要求分地（書14:6）。因此猶大族在以色列人中是走在最前面的。因此神吩咐
猶大當先上去、而且神已經將猶大的地交在猶大族手中。 

1:3 西緬支派這樣說是因為西緬所分之地是在猶大人地業之內（書 19:9）。 

1:5-7 亞多尼比色的意思是「閃電之主」。砍斷他手腳的大拇指、表示不許他作頭、
強逼亞多尼比色謙卑。亞多尼比色說他曾砍斷過七十個王的手腳大拇指，炫
耀他的力量比那七十個王大。現在神按他的行為報應他、使他不敢驕傲。 

1:8 耶路撒冷在猶大與便雅憫的邊界上，位於便雅憫屬地之內。猶大幫便雅憫攻
取耶路撒冷，但未完全取得此城，直至大衛時代才能完全佔領。 

1:11-15 俄陀聶原文意是「神的能力」。俄陀聶是士師記中提到的第一位士師；在此
展示了他超卓的才能，往後在第三章仍有俄陀聶的事跡。這一段經文在約書
亞記15:16-19節有同樣記載，很可能是約書亞死後的事，約書亞有這記載應該
是後來寫書的人補記的。 

1:16 棕樹城即耶利哥城。基尼人原文意是「打造金屬的人」。摩西岳父的後裔是住
在以色列人中的外族人、他們居住在猶大人中，以打造金器為職業。當猶大
人分地後、他們就住在猶大人所得的地、亞拉得以南的曠野、住在猶大人中。 

1:17 何珥瑪原文意是「毀壞」。洗法原文意是「瞭望台」。 

1:18-36 18 節以下是各支派攻取各地的綜合記述。這裡是以色列民失敗、墮落的開始。

22001133 年年度度  讀讀經經計計劃劃  

第第二二階階段段  ((七七至至十十二二月月))：：士士師師記記    「「惟惟喜喜愛愛耶耶和和華華的的律律法法，，晝晝夜夜思思想想，，這這人人便便為為有有福福！！」」  ((詩詩 11::22))  



第 2 頁，共 4 頁 
 

以色列民忘記了神的吩咐，與敵人妥協。聖經沒有記載這些支派為趕出外族
人先去向神求問。以色列人若不先求問神、只憑自己的力量，必然失敗。 

1:23 參創世記 28:18-19 節。 

1:34 亞摩利人強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們下到平原；表明亞摩利人的力量很強，
同時表明但族很軟弱、不能勝過亞摩利人。這也表徵了我們基督徒的肉體軟
弱、憑自己不能過得勝的生活。後來約瑟家勝了亞摩利人、表明得勝是屬於
約瑟家。約瑟家表徵得勝（創49:22-26、申33:13-17）。 

思考問題： 

1 章 19 節和 4 章 3 節中同樣記載了以色列民面對擁有鐵車的敵人，但他們面對敵人的態

度、結果都很不同。試細閱比較兩段經文，以色列民失敗與成功的關鍵在於哪裡？ 

 

以色列各支派在攻佔土地時沒有順服耶和華的命令，完全消滅當地的敵人。想一想，你

是否與以色列人在同樣景況中？有沒有順服神？還是保留了內心一角給罪惡盤踞？ 
 
 
 
第二週 (8 月 11 日至 8 月 17 日)：第二章至第三章六節 
 

釋經節錄： 

2:1-10 「吉甲」原文意是：將埃及的羞辱「滾去」（書五 9）。 

有學者認為 1-5 節耶和華使者對以色列人說話的事、是約書亞死後發生的事，
所以 6-10 節應該放在 1-5 節之前。約書亞死後、以色列人離棄耶和華、行耶和
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所以耶和華的使者才會從吉甲來責備以色列人。 

2:11-13 巴力原文意是「主」、外邦迦南人的主。亞斯他錄原文是「羊羔」，是腓尼基女
神的名。以色列人進到迦南地的第一件惡事就是拜別神。 

2:15 耶和華所說的話：申 28:58-68 

耶和華所起的誓：申 29:10-29 

2:18 「後悔」原文意是「嘆氣」。神為以色列人行邪淫嘆氣，是責備的嘆氣。為以
色列人的呻吟嘆氣，是憐憫的嘆氣；並非神後悔了。 

2:20-3:6 根據 2:20-3:6 可以知道外邦人沒有完全被消滅的一些原因: 

1)以色列民沒有聽從神的吩咐，把迦南人及其他外邦人一一消滅 

2)神藉此給新一代──那些不知道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
事的世代──學習戰爭的機會，好對付在武器與戰術上都佔優勢的敵人；也
藉著與迦南人的爭戰中認識神是唯一及至高的拯救者和帶領著，並學習跟隨
和事奉祂。 

3)考驗以色列民對神的信心。 

4)神給人悔改得救的機會，但以色列民反用此機會與拜偶像的迦南人混居並婚
嫁，而且拜他們的假神，這也是神懲罰以色列人的第二個原因。 

思考問題： 

2章10節中提到「後來興起的另一世代不認識耶和華，也不知道祂為以色列所做的事。」

你認為是什麼原因以致新一代的人民不認識耶和華，也不知道民族的歷史、經歷？ 

 

你有沒有聽從並遵行神給我們的大使命，去使不認識耶和華的人都得聞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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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8月18日至8月24日)：第三章七節至三十一節 

1) 第一個<行惡–受壓–呼救–得救>循環以及 

士師記中提及的第一位士師:俄陀聶 (3:8-11) 

2) 第二個循環以及第二位士師:以笏(3:12-30) 

3) 第三個循環以及第三位士師:珊迦(3:31) 

釋經節錄： 

3:8 古珊利薩田：原文意是「行惡的古珊」。「古珊」字根是「古實」、黑色的意思。
他不屬神在迦南地留下的幾族人、神也將以色列人交付他手。 

3:9 俄陀聶：原文意是「神的力量」。 

3:10 神的靈降在俄陀聶身上，也降在基甸(6:34)、耶弗他(11:29)、參孫(14:6)身上。在
舊約神的靈在人身上的工作是降在人身上，但不住在人裏面。 

3:12 伊磯倫原文意思是「牛」，又有「圓形」之意、形容肥胖。 

3:13 摩押人和亞捫人：摩押是羅得與大女兒亂倫生的兒子、亞捫是羅得和小女兒亂倫
生的兒子(創19:37)。摩押王巴勒曾收買貪財的先知巴蘭去咒詛以色列人，但由於
神的攔阻，巴蘭反祝福以色列人(民22:6,23:11)。最後巴蘭為了害以色列人犯罪、
設計使摩押女子引誘以色列人行淫、以致神擊殺以色列人24000人死於瘟疫(民
25:1-9,31:13-16)。摩押人和亞捫人是代表淫亂的肉體，因此必須除去。摩押人和
亞捫人的子孫，雖過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華的會。以色列人一生一世永不可尋求
他們的平安和他們的利益(申23:3-6)。以色列人是不能和摩押人與亞捫人交往
的。摩押人和亞捫人住在約但河的東邊，不是神在迦南地留下的幾族人。但由於
以色列人行惡，得罪了神，神就允許摩押王伊磯倫強盛。 

亞瑪力人：是以掃的後裔(創36:12)。亞瑪力原文是「好戰」或「勞力」。耶和華
對摩西說：「我要將亞瑪力的名號從天下全然塗抹了。……又說耶和華已經起了
誓，必世世代代和亞瑪力人爭戰」(出27:14-16)。亞瑪力人代表好戰的肉體。 

棕樹城就是耶利哥(申 34:3)。 

3:15 以笏在希伯來文有「到底君王在哪裡」之意，可見以色列民在外族欺壓下的沮喪。 

3:31 珊迦原文意是「刀劍」。亞拿的兒子原文有「伯亞拿地之人」的意思、或是一種
頭銜。珊迦並非以色列姓氏，可見他並不是以色列人。但他仍幫助以色列人，顯
示當時以色列人與當地人已有交往、接觸。有學者認為他只是一名戰士，但大部
分學者認為他是士師之一。珊迦用的趕牛棍子可以長達約 3 公尺，棒的一端有
尖銳的金屬片用來趕牲畜用，另一端則是有一個類似鑿形的刀片用來清潔犁
頭。所以這種棍子也可以拿來作為兵器用在戰場上。 

在第三章中提及了三位士師，請根據第三章的敘述將他們的事跡填在下表，比較一下， 
答案在後頁： 

以色列被哪地
的人欺壓 

耶和華興起
哪位士師 

所屬支派 如何為以色列取得和平 以色列境取得
多少年和平 

 

 

俄陀聶    

 

 

以笏    

 

 

珊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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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雖然士師記對俄陀聶、以笏及珊迦的記錄或個人描寫比往後提及的士師較少，你可以從

第三章中分析一下這三位士師他們的獨特之處，或他們是否一位好的屬靈領袖嗎？ 

 

在距離耶和華興起一位士師拯救以色列民脫離欺壓、取得平安僅僅數十年，以色列民又

再行惡。你認為是什麼原因？我們今天的基督徒又是否一樣，在認罪悔改後不多日子，

又再犯同樣的罪？ 

 

 

 

第四週 (8 月 25 日至 8 月 31 日)：小結、重讀 2:11-23 節 
 
上一個月查閱士師記時有將以色列各支派的戰爭及他們沒有趕走的族群記下嗎？以下
是答案，看看你記下的是否正確： 

 

以色列支派 所攻佔的地方 存留了哪些人？ 

猶大和西緬 耶路撒冷、山地、南地、高原、希伯崙、
底壁、洗法、迦薩、亞實基倫、以革倫 

不能趕出平原的居民 

便雅憫 耶路撒冷 耶布斯人 

約瑟 伯特利 

希烈山、亞雅倫、沙賓 

城內的其中一家人 

亞摩利人 

馬拿西 伯善、他納、多珥、以伯蓮、米吉多 屬這些鄉村的居民 

以法蓮 基色 住在其內的迦南人 

西布倫 基倫、拿哈拉 住在其內的迦南人 

亞設 亞柯、西頓 住在其內的迦南人 

拿弗他利 伯示麥、伯亞納 住在其內的迦南人 

 

三位士師在第三章中的事跡： 

以色列被哪地
的人欺壓 

耶和華興起
哪位士師 

所屬支派 如何為以色列取
得和平 

以色列境取得多
少年和平 

米所波大米 俄陀聶 猶大 出去與敵人爭戰 40 年 

摩押 以笏 便雅憫 用一把兩刃劍刺
殺摩押王伊磯倫
後，帶領以色列
人擊殺了約一萬 

摩押人 

80 年 

非利士 珊迦 不詳/非以
色列人 

用趕牛的棍子打
死六百非利士人 

不詳 

思考問題： 

以色列一再離棄神，罔顧先前神拯救他們的大能，反而敬拜被他們擊敗的敵人的偶像，
令人匪夷所思。人有時候就在這種愚頑、受苦的循環中掙扎而無法掙脫。我們現在看士
師記的時候會覺得以色列人很愚昧，可是我們現在是否也在這種「愚昧」、「受苦」、
「呼救」、「蒙恩」又接著「繼續愚昧」的循環中掙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