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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士師時期 (一) 

            -- 從約書亞到眾士師 

 

五、約書亞的遺命(書 23-24) 

現在要來到這個約書亞記最後的兩章，也是約書亞自己生平的最後一段，約書亞記第二

十三章，“耶和華神使以色列人安靜，不與四圍的一切仇敵爭戰已有多日，約書亞年紀

老邁。”所以在這裏，他就要把他的遺命留下來。這裏二十三章的十四節，約書亞在示

劍對他的子民說什麼，十四節：我現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們是一心一意知道耶和華

神所應許賜福你們的話沒有一句落空，都應驗在你們身上。耶和華你神所應許一切的福

氣怎麼樣臨到你們身上，他也必照樣使各樣的患難臨到你們，如果你們謹守遵行就蒙

福，如果你們轉離不跟隨你們就受到咒詛，耶和華怒氣必大大發作，使你們在他所賜的

美地上速速滅亡。 

 

1．與百姓立約 

所以，約書亞在最後遺命的時候給他們復習了他們爭戰的過去，然後給他們兩個吩咐，

一個是剛強壯膽，專靠耶和華，一個就是分外謹慎，專愛耶和華，這是他最後人生的兩

個吩咐，然後到了二十四章，又是一個立約的儀式，在示劍，這一段是非常有名的約書

亞的一個演說。 

 

我們看一下第十四節﹕ 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實意的事奉他，將你們列祖在大河那

邊以及在埃及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華，或者你們以為事奉耶和華不好，今日你

們就可以選擇你們所要事奉的，究竟是在列祖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還是你們住在這地

亞摩利人的神呢？還是耶和華，帶領我們出埃及進迦南的這永生的神呢，約書亞到了最

後要立約的時候讓他們做一個抉擇，每一個人做抉擇出於他的自由意志，他就必須為自

己的抉擇來負責，所以這裏百姓他們在十六節回答說，我們斷不敢離棄耶和華去事奉別

神，因為我們的神曾將我們從列祖，從埃及為奴之地領出來，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因

為他是我們的神，所以從十九節就開始立約的儀式，約書亞又再說，你們不能事奉耶和

華，因為他是聖潔的，是忌邪的神，必不赦免你們的過犯罪惡，你們如果離棄耶和華去

事奉別神，神必降禍，所以百姓回答說，我們要選擇，我們定意要選擇事奉耶和華，約

書亞對他們說，你們自己作見證吧，他們說我們願意作見證，那你們如果是這樣，你們

要除掉中間的外邦神，專心歸向，那麼，百姓回答說，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聽他的話，

所以來來回回有三次，表示這事是確定的。 

 

所以二十五節，當日約書亞與百姓立約，在示劍為他們立定律例典章，寫在神的律法書

上，又將一塊大石頭立在橡樹下，在耶和華聖所的旁邊，約書亞對百姓說，看哪，這石

頭可以為我們作見證，因為是聽了耶和華所吩咐我們一切的話，所以如果你們背棄的

話，這石頭可以向你們作見證，然後打發他們各歸各家去了。約書亞在他一百一十歲的

時候就死了，然後葬在他自己的產業亭拿西拉，就是迦實山的北邊。 

 

2．歸葬約瑟骸骨 

還有一件事，很感人的，就是約瑟的棺木一直停在埃及，等待要出埃及入迦南的時候能

夠歸葬他的祖墳。這件事情是在四百多年以後，是摩西他們出埃及，約書亞進迦南，第

三十二節，以色列人從埃及所帶來的約瑟骸骨，埋葬在示劍，這示劍就是雅各從前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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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銀子向哈抹所買來的，這就做了約瑟子孫的產業，所以將來如果我們有機會去到聖

地，還能看到以色列人祖先的墳墓。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從出埃及到了最後約瑟的骸

骨歸葬，這整個從創世記到約書亞記都連起來。 

 

3．約書亞生平總結 

我最後講一個故事我們就結束，有一種花叫做龍舌花，一百年才開花一次，所開的花，

纖細而美麗，雖是小小的一朵，它綻放的時候，所顯示的，是它一百年來每一個時刻所

吸收的日月的精華。我想約書亞記，約書亞是整個的靈魂人物，是他把摩西的棒子接下

來，把以色列人出埃及繼續往前帶進了迦南，約書亞能夠成為領袖，被神所用，實在是

有他背後那麼長的一段時間，就像龍舌蘭一樣，百年綻放一次。他是神所養兵千日用在

一時的人物，因為他早年是跟在摩西的身邊，那樣的謙卑，那樣子地順從地學習，在以

色列的口傳歷史當中說，當摩西為約書亞按立的時候，約書亞知道他艱巨的任務，是要

面對那城牆高大城池堅固的迦南人的時候，他趴在地上大哭，後來是摩西把他扶起來，

跟他說神既然選定你，神自己有供應，神有預備，神有帶領，約書亞覺得自己不行，但

是因著他的忠心，和他在神面前，日日夜夜這樣的被神所裝備，他成了這一世代帶領以

色列人進入迦南的一個領袖，我想，神也是要在我們中間興起這樣的領袖，那我們平日

自律，默默地擺上，這些裝備都絕不徒然，神要使用我們在他的國中成為他的棟樑，我

們感謝主賜下約書亞記，讓我們有所學習。 

 

參、士師時期 （士師記） 

征服迦南之後不久，就開始了士師時期，士師記的二章八到十節﹕ “耶和華的僕人，嫩

的兒子約書亞，正一百一十歲的時候就死了，以色列人將他葬在他地業的境內，就是以

法蓮山地的亭拿西烈，在迦實山的北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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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這中間相隔的時間

不是太久，但是他們竟然忘掉了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去叩拜別神，就是四圍列

國的神，惹耶和華發怒，並離棄耶和華去事奉巴力和亞斯他錄，這句話是一個提綱挈領，

於是就開始了新的一個世代，這個世代是一個混亂的世代，就是士師的時代。 

 

一、士師時代的年表 

我們現在先看 “舊約歷史年代綜覽”(下頁).亞伯拉罕的年代在主前 2166-1991 年之間，共

175 年，以撒在 2066-1886BC 之間，他活了 180 歲，雅各 2006-1859BC，他活了 147 歲，

這是根據 Leon Wood “以色列史綜覽”，他所給我們的年代；下麵摩西在 1526-1406BC

之間，他活了 120 歲；約書亞, 我是根據 F.B.Meyer，就是邁爾博士他所給我們的年代，

就是當約書亞征服迦南之後，他年 90 歲，再過 20 年，110 歲的時候他過世，所以，如

果征服迦南在 1399BC，他那一年是 90 歲，那麼他就是 1489 年出生，然後到 1379 年他

過世，這是約書亞的時代。 

 

我們下面看到比較著名的六位士師(參本課最後之 “附註”)，第一位是俄陀聶，主前

1367-1327，40 年之間作以色列的士師，你就會發現，約書亞 1379 過世到俄陀聶 1367

他作士師，中間相隔，不到 20 年的時間，這 20 年之間，以色列百姓就隨從當地的居民，

拜當地的諸神，這是惹神發怒的。所以我們就發現人是何等容易健忘而且忘恩，俄陀聶

之後是以笏，以笏之後底波拉，然後基甸，耶弗他和參孫，這六位士師的興起，有耶和

華的靈和他們同在，也是在時代需要之下，他們蒙神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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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記循環圖” 

 

 

二、 士師時代的模式 

 

 

士師時代的六個循環  

 經文 行                             惡 奴        役 呼      救 拯  救 

1 3:7-11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忘記耶和華他

們的上帝，去事奉諸巴力和亞舍拉 

在米所波大米王古

珊利薩田手下八年 

呼求耶和華

的時候 

俄陀聶 

太平 40年       

2 3:12-30 

 

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摩押王伊磯倫 

十八年 

呼求耶和華

的時候 

以 笏 

太平 80年 

3 4:1-5:31   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迦南王耶賓 

二十年 

呼求耶和華 底波拉        

太平 40年 

4 6:1- 8:35   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米甸人七年  呼求耶和華 基 甸 

太平 40年 

5 10:6-12:7 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巴

力和亞斯他錄，並亞蘭的神、西頓的神、

摩押的神、亞捫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      

非利士人和亞捫人

共十八年 

只求你今日

拯救我們 

耶弗他 

6 13:1-16:31   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非利士人  參 孫 

四十年 

三、士師時代的故事 

 

   亞伯拉罕(2166-1991BC) 

         以撒(2066-1886BC)                  

          雅各(2006-1859BC)         摩西(1526-1406BC)  約書亞(1489-1379BC)     

                                               俄陀聶(1367-1327BC 作士師) 

                                               以笏(1309-1229BC 作士師) 

                                          底波拉(1209-1169BC 作士師) 

                                          基甸(1162-1122BC 作士師) 

                                          耶弗他(1078-1072BC 作士師) 

                                          參孫(1075-1055BC 作士師) 

 

士師時代裏一個模式(“士師記循環圖” 1)，就是

當他們拜別神的時候，耶和華的怒氣向他們發

作，將他們交於四圍仇敵的手中，於是他們就

呼求耶和華來拯救，耶和華為他們興起了士

師，拯救他們脫離仇敵的手，可是，當他們脫

離仇敵的手，他們又重新再重蹈覆轍，又再犯

罪離棄耶和華，這樣周而復始有六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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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陀聶 (士 1-3:11) 

 

 

 

 

 

 

 

 

 

 

 

 

 

 

 

 

 

俄陀聶的時代，在 1367-1327 這 40 年中間，發生兩件事情，就是士師記的十七章到二

十一章，這個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是士師記的一個附錄，就是用比較像是報導文學的手法

來描述當時的社會景況。這邊記載兩件事： 

 

1．但族的遷徙 ( 士 17-18) 

士師記第十七章，在以法蓮山地，有一個人家，米迦偷了他母親一千一百舍客勒銀子，

原來他母親非常憤怒咒詛那偷竊人，但是當他母親知道是兒子偷竊的時候，就說，我兒

啊，願耶和華賜福於你，於是米迦把錢還給他媽媽，他媽媽竟然用這個錢，用了兩百舍

客勒的銀子交給銀匠，鑄成銀像放在米迦的家裏，米迦家裏有了神像，他又製造了以弗

得，然後派他的自己的一個兒子來作祭司。這樣的做法是完全違反神的規定，神是有定

規的，要服事他，不是我們隨自己意思，必須是利未人的支派才可以作祭司，不可以在

自己家裏面設立神像，這個違反了十誡裏面，不可有任何拜偶像的行為，所以米迦他是

任意而行，可是很特別的。 

 

就是在這個時候，竟然從南邊猶大這個地方來了一個伯利恒的少年人，他是正牌的傳道

人，十八章的三十節，這裏講到這個少年人是摩西的孫子，革舜的兒子約拿單。約拿單

他來到了這個米迦的家，就作了米迦一家的祭司，因為米迦說，我每年給你十個舍客勒，

一套衣服，還有食物，利未人約拿單就情願跟那人同住，那人看這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兒

子一般，好，這樣子呢，這個利未人約拿單，他就是為了度日，為了飲食，他在這個家

作了祭司。 

 

十八章描述但人的遷徙，原來但人在約書亞在世的時候，給他們分配的土地，記載在約

書亞記第十九章的四十節到四十六節，還有士師記十八章一到十四節，地名都是在但族

的這個產業的裏面，(參考本課最後“士師時期的地圖”)你會發現瑣拉，以實陶，然後還

有所謂以倫，亞雅崙，它們以西的地方是亞摩利人跟非利士人所居住的，那麼這個地方

 

約書亞在主前 1446 年他和亞瑪力人爭

戰，這個我們已經說過，到 1406 年他進

入迦南，7 年之後，他完成征服迦南的行

動，俄陀聶 1367-1327，這是因為米所波

大米王古珊利薩田興起，壓迫了以色列

人，所以神興起俄陀聶作他們的士師，40

年之久國中太平，我們讀歷史需要把人，

事，時，地四個因素都考慮，而且綜合來

看，請翻到士師時期的地圖，俄陀聶他是

屬於猶大支派的人， 猶大支派，有幾個 

 

重要的城市，一個是希伯崙，這個就是迦勒的產業，然後，俄陀聶是迦勒的女婿，他

是迦勒兄弟的兒子，俄陀聶，他娶了迦勒的女兒為妻，然後他攻下了底璧，士師記的

第一章第十一節到第十五節記載，當他把迦勒的女兒押撒娶過門的時候，跟他說，你

向我爸爸來要這個上泉和下泉，跟他要地，那麼這件事情呢，在約書亞記也曾經記載，

約書亞記的第十五章的第十三節到第十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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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非常強悍，所以呢，但族的人只能在山地裏面居住，沒辦法下到平原。 

 

既然這麼難以生存，於是他們就想說我們另謀發展，派了五個勇士，從瑣拉和以實陶，

經過了以法蓮山地，一路要往北去探地，你知道嗎，當他來到以法蓮這個米迦的家裏的

時候，正好遇到了這個年輕的祭司，他們還一路往北就上到了這個拿弗他利的東北，就

是過了約旦河的拉億這個城，就佔據下來，在那裏居住，然後用他們原來的這個十二支

派裏面的但，就是他們原來的支派的名稱，來命拉億那個城為但城，所以他們就遷徙到

了但這個地方。 

 

但是當他們要回來的時候，又回到了以法蓮米迦的家，第十七節，探地的那五個人走進

來，將雕刻的神像以弗得，家中的家神神像都拿去，同時呢，他對年輕的這個利未人說，

第十九節，他說你作以色列一宗一支派的祭司好呢，還是作一家的祭司好呢，那當然是

作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所以祭司心裏喜悅，就拿著以弗得和家中的神像，雕刻的像進

入他們中間。 

 

所以這個年輕的利未人，他沒有異象，他是隨著哪里有水草就逐水草而居，到但的族中

去作他們的祭司，這件事情是神非常不喜悅的，因為你看到三十節，但人為自己設立那

雕刻的像，約拿單作他們的祭司，他的子孫也作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到擄掠的日

子，神的殿在示羅多少日子，但人為自己設立米迦所雕刻的像，在但也有多少的日子。 

 

2. 基比亞的暴行 (士 19-21) 

俄陀聶時代有另外一件事情，記載在士師記的十九章到二十一章，這件事情也是古今罕

見的一件慘劇，這裏講到，在以色列當中沒有王的時候，也是在以法蓮山地，有一個利

未人，他娶了猶大伯利恒的一個女子為他的妾，所以剛剛我們看到約拿單，他是伯利恒

的利未族，去到以法蓮山地作米迦家裏的祭司，後來又上到了但族，去到但一族那兒作

祭司，現在是以法蓮山地有一家利未人，娶了伯利恒的一個女子為妾，因為這個妾，有

婚外情發生，所以她離家四個月，她先生要把她帶回去，走的時候，他們到了耶布斯的

對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在便雅憫跟猶大支派的一個邊界的上面，那個地方地

勢非常的高，那他們呢，他們離開了伯利恒，往北走，要回到以法蓮的家的時候，靠近

了耶布斯。 

 

已經天黑了，所以呢那人他就說，我們還是再往前走一點吧，不要去住耶布斯外邦人的

城，我們再往北走一點就到了基比亞，基比亞呢也是在便雅憫境內，差不多在便雅憫跟

以法蓮，不到以法蓮那邊，他們遇到一個老人家，那老人家就說，你可以來我這裏過夜，

千萬不要在街道上過夜，沒想到，當這個基比亞的老人把這一對年輕的夫婦帶到他們家

去的時候，基比亞來了一群的土匪，這一群土匪就說，把這個男人交出來任我們待他吧，

但是那一家的主人就說，不好這麼作，我有個女兒是處女，還有這人有妾，任憑你們吧，

只是你們不可向這人行這醜事，這件事讓我們想起創世記所多瑪蛾摩拉的故事，當羅得

居住在所多瑪的時候，他們也是這樣的，當地居民同性戀的行為是這麼嚴重，現在士師

記在基比亞也是這樣，結果那些人不聽他的話。 

 

這個年輕的先生把他的妾就交出去給他們，這些人就把他的妾淩辱從夜晚到天快要放亮

的時候讓她回去，沒想到這妾一到了門口就撲倒在地而死，可以說她是(受)淩辱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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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這個人就把他的妾馱在驢上，然後回到家，以法蓮的家中，就用刀把她屍身切成十

二塊，傳送到以色列的四境，凡看見的人都非常地氣憤，義憤填胸，他們就聚集起來從

但到別是巴，從北到南所有的以色列人聚集到米斯巴，米斯巴在便雅憫的境內，他們說，

從來沒聽過這樣的事情，這個事太嚴重，太醜陋，所以他們要討伐便雅憫。 

 

便雅憫勇士，他們拿刀的，用左手便利拿刀的，只剩下六百個人逃脫，這六百個人逃到

了臨門磐石，逃到那兒有六百個便雅憫的勇士，是沒有被殺的，但是，以色列的所有的

支派就說，我們不再將我們的女子給便雅憫的男丁，因為太可怕了，而且他們是在米斯

巴，所有的支派都上到米斯巴去發誓說我們不將我們的女兒給便雅憫支派為妻，一直到

現在，這個便雅憫支派只剩下六百個勇士。他們突然意識到，如果這六百個人又娶不到

妻子，那他們豈不是這一支派整個要消失嗎？ 

 

於是他們就開始放聲痛哭，說我們為什麼少掉了一個支派呢，然後他們就為便雅憫支派

想辦法，要給他們娶妻，所以在第二十一章的第十二節，他們在基列亞比人中遇到四百

個沒有出嫁的處女，基列亞比要過到約旦河東，但是還是少了兩百個，因為不足以分配

給六百個勇士，所以呢，他們後來又網開一面，就讓另外的便雅憫勇士，讓他們在節期

的時候，去埋伏在葡萄園裏面，然後從示羅的女子之中，去搶一個女子來作為他們的妻

子，這個事情是在伯特利以北示劍大路以東的示羅，他們每一年有年會的時候她們會跳

舞，但是示羅的女子也還是以色列女子，那他們就說，求你們看我們的情面施恩給這些

人，因為我們在爭戰的時候沒給他們留下女子為妻，若是你們給，就算有罪，這也不是

你們將女子給他們的，是我們請你們看在我們的面上這麼做，所以呢，好不容易，這個

便雅憫支派才又再修復起來，重新定居。 

 

那麼這兩件事情，在士師記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好像我們今天的號外新聞這樣的被報導

出來，就是在俄陀聶的時代。 

 

(二). 以笏 (士 3:12-31) 

俄陀聶之後，我們再回到士師記的第三章，第二位神興起的以笏，是因為當時摩押王伊

磯倫他來攻打以色列，佔據了以色列的棕樹城，18 年之久，所以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

伊磯倫 18 年，以笏就用左手勝了這個伊磯倫，然後他讓國中太平了 80 年，這 80 年是

很難得的一個安定的時期，這是因為南邊的埃及開始強盛，所以敵人就比較安靜，那麼

以笏帶給以色列人有 80 年的安定的時間，以笏的年代呢，是在主前 1309-1229 中間。 

 

 

(三). 底波拉 (士 4-5) 

第三個士師是底波拉，第四章的第四節，她也是女先知，是拉比多的妻，作當時以色列

的士師，她住在以法蓮山地，拉瑪和伯特利中間的棕樹下，以色列人上到那裏去判斷，

這個時候他們面臨一個強敵，是從北邊而來的，是迦南耶賓王，他是從夏瑣而來，就在

基尼烈湖往西北一點，基尼烈湖就是新約時代的加利利海，這個夏瑣耶賓王要來攻打以

色列人，所以這個女士師就起來，她去號召基低斯人，就是拿弗他利支派的基低斯人巴

拉，請他下來到他泊山，但是巴拉說，你要和我上去，你和我同去，一起號召西布倫跟

拿弗他利的人來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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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女士師也很有意思，她雖然是先知，是士師，但她也謹守她是女性的本分，她不是

自己去出頭，她是去請了巴拉而來，但是巴拉需要她輔佐的時候，她同去，不過，底波

拉跟他說，如果我和你同去，那麼將來你的榮耀就會歸給一個女人囉，那巴拉心裏還想，

可能是歸給底波拉，當然不是底波拉而是另外一位女性。 

 

然後底波拉說，我可以把耶賓的大將西西拉從他所居住的夏羅設，夏羅設在哪裏呢，在

迦密山以南，迦密山附近有個基順河，夏羅設就是在那裏，西西拉是那兒的人，底波拉

說我可以想辦法讓他下到基順河，再繞過米吉多，然後他要到他泊山去攻打巴拉所率領

的以色列軍隊，沒有想到就在米吉多的地方，神伸出他的膀臂，讓天下很大很大的雨，

所謂傾盆大雨，我們怎麼知道這件事情呢？ 

 

答案就在第五章二十一節，二十節說，星宿從天上爭戰，從其軌道攻擊西西拉，基順古

河把敵人沖沒，我的靈啊，應當努力前行。那時壯馬馳驅、踢跳、奔騰。原來是天降下

大雨，就在這個米吉多的戰場上，西西拉全軍潰敗，所以底波拉作了這一首詩，最後看

到三十一節，耶和華，願你的仇敵都這樣滅亡！願愛你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底

波拉之詩用這句話作為結論，很美，願愛神的人如日頭，日頭出現，光輝烈烈，願你的

仇敵都像西西拉這樣的毀滅，於是國中太平四十年，這是第三個士師的故事。 

 

思考問題： 

1. 請將約書亞臨終時向以色列百姓遺言的要點用你自己的話語複述一次！為什麼以色 

列人只過二十年就忘記拯救他們出埃及的神呢？這件事給我們怎樣的鑑戒？ 

2. 摩西的孫子拜偶像這件事給我們怎樣的警惕？基督徒如何確保繼續有敬虔的後裔？ 

 

附註﹕ 

本課所採士師的年代，與所選的六位士師，主要參考 Leon Wood 《以色列史綜覽》第

九章，其解釋如下﹕ 

 

“士師記牽涉到年代問題。書中所提及的年日，如迫害與平靜時期，包括參孫的時代，

共四百一十年，然而即使出埃及的日期非常早，也沒有足夠的時間空隙，讓這些事情佔

據四百一十年之久。列王紀上六章 1 節記載說，出埃及距離所羅門作王第四年開始建殿

的時候，只有四百八十年，兩個數目只相差七十年。但以色列人在曠野飄流四十年，約

書亞作領袖大概十六年，參孫之死與掃羅登基之間相距約五年，掃羅統治四十年(徒十

三 21)，大衛作王四十年，加上所羅門王即位四年，共一百四十五年。換言之，士師記

中的事實記載約超過七十五年。 

 

“然而，士師記本身提供了答案，暗示某些事件是同時發生的，例如士師記三章 30 節至

四章 1 節暗示，以笏拯救以色列人脫離摩押人後，珊迦就是在八十年太平的日子中作士

師的。根據士師記十章 7 節，耶弗他與參孫是同時活躍的，耶弗他專心應付約但河東的

亞捫人，參孫則集中注意力對付西方的非利士人。某些次要的士師，既然在不同的區域

活動，也可能是同時期的，例如陀拉在以薩迦作士師(士十 1～2)，睚珥則在約但河外的

基列地作士師(士十 3～5)。細心的研究發覺年代的出入可以正確解釋清楚，無需對經文

有不公允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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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時代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