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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歷史書 第三堂 士師記 

一、簡介 

作者：可能是末後的士師，先知撒母耳所寫 

撒上 7:13 撒母耳作士師的時候、耶和華的手攻擊非利士人。 
徒 13:20 此後(分地為業)、給他們設立士師、約有四百五十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時候。 

時間：1425-1120B.C.；地點：迦南地 

(士師時期共約有四百五十年，是以色列歷史中最黑暗的一段，記載以色列人中背叛神、拜
偶像、內戰、支派間的對立和爭執，淫亂、污穢、殘酷的殺戮等種種惡行。民數記是一卷

慘痛的書，述說以色列人因罪飄流曠野四十年；可是本書是一卷更慘痛的書，述說他們的

失敗，不只是四十年，甚至是十倍於四十年。) 

目的：本書說明人叛離神的傾向，就如以色列人蒙神大能的拯救出了埃及，又蒙祂奇妙的

帶領進了迦南，可是他們還會遠離背叛神，結果受神公義的審判。本書也說明神的

恩典和信實，只須以色列人真心悔改，向神呼求，神就垂聽他們的禱告，拯救他們

脫離仇敵的手，甚至七次背叛，七次被奴役，七次悔改，七次蒙拯救。 

鑰字：(一) ‘沒有趕出’; (二) ‘擾亂’; (三) ‘拯救’ 

士 2:10 那世代的人、也都歸了自己的列祖‧後來有別的世代興起、不知道耶和華不知道耶和華不知道耶和華不知道耶和華、也不

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士 2:11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巴力‧12離棄了領他們出埃及地的

耶和華、他們列祖的 神、去叩拜別神、就是四圍列國的神、惹耶和華發怒。 
士 2:14 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就把他們交在搶奪他們的人手中‧又將他們付與

四圍仇敵的手中、甚至他們在仇敵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 
士 3:9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的時候、耶和華就為他們興起一位拯救者救他們。 
士 2:16 耶和華興起士師、士師就拯救他們脫離搶奪他們人的手。 

士 21:25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主旨：自從約書亞死後，一直到掃羅作王止，這段時期可稱為士師時期。神引導以色列百

姓進入應許之地，並且應許要將全地賜給他們作為產業，可是他們失敗了。不僅他

們沒有得著該有的產業，反而落在他們仇敵的壓制之下。在這時期內，以色列人因

為不能驅盡滅盡留在迦南地的七族，而漸漸離棄神，隨從外邦的風俗，與外邦人通

婚，又拜別神。所以神照著祂以前多次警告的話，把他們交在外邦人手中。可是他

們一有悔改，神就俯允他們的禱告，藉著士師拯救他們。士師記是神治和君王（王

朝）之間的一個過渡，在君主時期還沒有引進而祭司又已經失敗之後，神採取了一

種緊急的處置，那就是士師們(審判者、管理者、拯救者)。 

本書中所題的士師有十三位：第一循環－俄陀聶(三 9)；第二循環－以笏(三 15)，珊

迦(三 31)；第三循環－底波拉(四 4)，巴拉(四 6)；第四循環－基甸(六 12)；第五循

環－陀拉(十 2)，睚珥(十 3)；第六循環－耶弗他(十二 7)，以比讚(十二 8)，以倫(十
二 11)，押頓(十二 14)；第七循環－參孫(十五 20)等。 

士師時代為一悲慘黑暗痛苦之時代，一切皆由「不知道耶和華」(2:10)為起首。「不

知道耶和華」是結果，起因是「別的世代興起」時，卻是一個不認識神的世代，此

世代不認識神是因為前代傳承上的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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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綱與內容 

(一)    士師時代前（1－2章） 

1. 以色列人信靠神（士一） 

士 1:1 約書亞死後、以色列人求問耶和華說、我們中間誰當首先上去攻擊迦南人、與他

們爭戰。2 耶和華說、猶大當先上去‧我已將那地交在他手中。 
士 2:7 約書亞在世和約書亞死後、那些見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長老還在的時

候、百姓都事奉耶和華。 
(士師記開頭的時候情形還不錯，還可以看見以色列人仍信靠神的光景。約書亞死的時候，
還有許多的地沒有得著；雖然他們已經憑著信心照著神的應許把地都分好了，但是他們還

要去爭戰來取得這些地；也就是說，所分給的土地是需要去爭戰來得著的。) 

2. 沒有趕出–同化成為日後混亂之因（士一 19, 21, 27, 29, 30, 31, 33） 

士 1:19 耶和華與猶大同在、猶大就趕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趕出不能趕出不能趕出不能趕出平原的居民、因為他們

有鐵車。21便雅憫人沒有趕出沒有趕出沒有趕出沒有趕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 

3. 事奉巴力–離棄神惹耶和華發怒（士二） 

士 2:1 耶和華的使者從吉甲(十架的地位)上到波金(哭泣的人)、對以色列人說、我使你們

從埃及上來、領你們到我向你們列祖起誓應許之地‧我又說、我永不廢棄與你們

所立的約。2 你們也不可與這地的居民立約‧要拆毀他們的祭壇‧你們竟沒有聽

從我的話‧為何這樣行呢。3 因此我又說、我必不將他們從你們面前趕出。 
士 2:11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巴力‧ 
 
(二)    士師時代（3－16章） 

(以色列人開始墮落，離棄神，轉向迦南人的偶像，耶和華神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就把
他們交在仇敵的手中。但是等到以色列人悔改向神呼籲時，耶和華就憐憫他們，興起士師

拯救他們脫離仇敵的手。前後共有七次背叛，七次受奴役，七次蒙拯救，共有七個循環。) 

1. 第一次循環與士師俄陀聶（三章一至十一節） 

士 3:9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的時候、耶和華就為他們興起一位拯救者救他們、就是迦勒

兄弟、基納斯的兒子俄陀聶。10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他就作了以色列的士

師、出去爭戰‧耶和華將米所波大米王古珊利薩田交在他手中、他便勝了古珊利

薩田。11於是國中太平四十年。 

2. 第二次循環與士師以笏和珊迦（三章十二至三十一節） 

士 3:15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的時候、耶和華就為他們興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憫人基

拉的兒子以笏、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託他送禮物給摩押王伊磯倫。 
士 3:30 這樣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伏了。國中太平八十年。 
士 3:31 以笏之後、有亞拿的兒子珊迦、他用趕牛的棍子打死六百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

色列人。 

3. 第三次循環與女士師底波拉（四章至五章） 

士 4:4 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當時作以色列的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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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4:8 巴拉說、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9 底波拉說、我必與

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著榮耀‧因為耶和華要將西西拉(耶賓的將

軍)交在一個婦人(雅億)手裏。於是底波拉起來、與巴拉一同往基低斯去了。 
士 4:24 從此以色列人的手、越發有力、勝了迦南王耶賓、直到將他滅絕了。 
士 5:1 那時底波拉和亞比挪菴的兒子巴拉作歌、說、2 因為以色列中有軍長率領、百姓

也甘心犧牲自己、你們應當頌讚耶和華。 
士 5:31 耶和華阿、願你的仇敵、都這樣滅亡、願愛你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這樣

國中太平四十年。 

4. 第四次循環與士師基甸（六章至八章三十二節） 

士 6:11 耶和華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亞比以謝族人約阿施的橡樹下。約阿施的兒子基

甸、正在酒醡那裏打麥子、為要防備米甸人。(預備糧食是基甸的特點) 
士 6:14 耶和華觀看基甸、說、你靠著你這能力去從米甸人手裏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

遣你去的麼。15基甸說、主阿、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瑪拿西支派

中、是至貧窮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16耶和華對他說、我與你同在、你就

必擊打米甸人、如擊打一人一樣。 
(隨從基甸的本有三萬二千人，只因懼怕膽怯，二萬二千人被淘汰了（士七 3），又因放鬆
懈怠，不能儆醒(跪下喝水的)，九千七百人被淘汰了（七 8）。) 
士 7:20 三隊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著火把、右手拿著角、喊叫說、耶和華

和基甸的刀。21他們在營的四圍各站各的地方‧全營的人都亂竄‧三百人吶喊、

使他們逃跑。22三百人就吹角‧耶和華使全營的人用刀互相擊殺、逃到西利拉的

伯哈示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亞伯米何拉。 
士 8:4 基甸和跟隨他的三百人、到約但河過渡、雖然疲乏、還是追趕。 
士 8:28 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伏了、不敢再抬頭‧基甸還在的日子國中太平四十年。 

5. 第五次循環與士師陀拉、睚珥（八章三十三節至十章五節） 

士 8:27 基甸以此製造了一個以弗得、設立在本城俄弗拉‧後來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得行了

邪淫‧這就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網羅。 
(基甸和一個妓女所生的兒子叫亞比米勒，起來把基甸七十個兒子都殺掉了，只留了一個最
小的兒子叫作約坦；亞比米勒如荊棘卻被立為王，最後被婦人拋的磨石打破腦骨。) 
士 10:1 亞比米勒以後、有以薩迦人朵多的孫子、普瓦的兒子陀拉興起、拯救以色列人‧

他住在以法蓮山地的沙密。2 陀拉作以色列的士師二十三年、就死了。 
士 10:3 在他以後有基列人睚珥興起、作以色列的士師二十二年。 

6. 第六次循環與士師耶弗他（十章六節至十二章） 

士 11:29 耶和華的靈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經過基列和瑪拿西、來到基列的米斯巴、又從

米斯巴來到亞捫人那裏。 
士 11:32 於是耶弗他往亞捫人那裏去、與他們爭戰‧耶和華將他們交在他手中。33他就大

大殺敗他們、從亞羅珥到米匿、直到亞備勒基拉明、攻取了二十座城‧這樣亞捫

人就被以色列人制伏了。 
(本書第十一章耶弗他許願獻女兒作燔祭的事，耶弗他許的願是如果神將仇敵交在他手裡，
又使他平安回來，無論什麼東西－包括家屬、奴僕、牛羊等－從他家門口出來，就必定歸

給耶和華，或者他必將那東西獻作燔祭。士師記十一章三十九節也特意明說耶弗他如何

‘照所許的願向她行’ ，就是他使他的女兒從此‘終身沒有親近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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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12:8 耶弗他以後、有伯利恆人以比讚、作以色列的士師。 
士 12:11 以比讚之後、有西布倫人以倫、作以色列的士師十年。 

7. 第七次循環與士師參孫（十三章至十六章） 

士 13:1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將他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 
士 13:2 那時有一個瑣拉人、是屬但族的、名叫瑪挪亞‧他的妻不懷孕、不生育。3 耶和

華的使者向那婦人顯現、對他說、向來你不懷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懷孕生一個

兒子(參孫)‧4 所以你當謹慎、清酒濃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潔之物也不可喫。5 你

必懷孕生一個兒子、不可用剃頭刀剃他的頭、因為這孩子一出胎就歸 神作拿細

耳人‧他必起首拯救以色列人脫離非利士人的手。 
(參孫雖然是拿細耳人，可是拿細耳人的每一條規定也都被他破壞了：拿細耳人淡酒濃酒都
不可喝，他偏偏到葡萄園裡去（士十四 5）；拿細耳人不可以挨近死屍，他卻拿死獅之內
的蜜吃（十四 8～9）；拿細耳人不可以剃頭，他卻把他長髮的祕密告訴女人，叫非利士人
知道他的能力在於頭髮，而剔去他的頭髮（十六 17～19）。所以我們可以說，他對待敵人
是非常勇敢的，可是對自己卻非常軟弱，沒有約束自己。) 
士 16:28 參孫求告耶和華說、主耶和華阿、求你眷念我‧ 神阿、求你賜我這一次的力

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報那剜我雙眼的仇。29參孫就抱住托房的那兩根柱子‧

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30說、我情願與非利士人同死‧就盡力屈身、房子倒

塌、壓住首領和房內的眾人。這樣、參孫死時所殺的人、比活著所殺的還多。 
 
(三)    士師時代內部的混亂和道德的敗壞（17－21章） 

1. 宗教的混亂（十七章～十八章） 

(以法蓮人米迦設立家中的神像，而且請利未人作祭司。後來有但人來將米迦所雕刻的像、
家中的神像，和祭司帶到但去（十八 17），來與在示羅的神的殿相對抗，所以十八章三十
一節說，「神的殿在示羅多少日子，但人為自己設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 

2. 道德的混亂（十九章） 

(有一利未人娶妾，後在回鄉時為便雅憫族基比亞人兇暴淫惡之匪徒所辱，將妾強姦致死。
可見當時社會真理道德滅盡，為世人所不齒。這個道德上的敗壞是很可怕的一個敗壞；因

著這個道德上的敗壞，就帶來支派間的殺戮。) 

3. 支派間的混亂（二十章～二一章） 

士 20:1 於是以色列從但到別是巴、以及住基列地的眾人都出來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

耶和華面前。2 以色列民的首領、就是各支派的軍長、都站在 神百姓的會中‧

拿刀的步兵共有四十萬。 
士 20:46 那日便雅憫死了的、共有二萬五千人‧都是拿刀的勇士。47只剩下六百人、轉身

向曠野逃跑、到了臨門磐、就在那裏住了四個月。48以色列人又轉到便雅憫地、

將各城的人和牲畜、並一切所遇見的、都用刀殺盡、又放火燒了一切城邑。 
(以色列在那四百多年的時間裡，發生這麼多的事，這是士師記極其黑暗的時代；他們不僅
被周圍的列族侵略、轄管、殺害，甚至他們自己內部也造成一再的敗壞和混亂。) 

總結：士 21:25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我們是有一位君王的，我們是有一位元首的。基督是主，祂是我們的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