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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士師時期(二) 

       --黑暗中的光明 

(四). 基甸 (士 6-9) 

基甸的時代，是在主前 1162 年到 1122 年，基甸是西瑪拿西支派，就是約旦河西的瑪拿

支派的人，居住在俄弗拉，俄弗拉在基利波山的西

北一點，這是基甸他出生的所在。 

 

第六章第一節，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

事，神讓他們交在米甸人手裏七年，米甸人是從南

邊而上，這個米甸人是跟亞瑪力人一起來合攻，他

們一路攻到了迦薩這一帶，這邊有一句嚴重的話，

第四節，對著他們安營，毀壞土產，直到迦薩，沒

有給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驢也沒有，那些

人帶著他們自己的牲畜帳棚來，像蝗蟲那樣的多，

人和駱駝無數，進到國內，毀壞全地。 

 

這句話有一點埋下伏筆，也就是大衛的家庭，為什

麼他生為耶西的後代，而耶西是俄備得的兒子，俄

備得是波阿斯的兒子，波阿斯是一個大財主，可是

到了耶西的時候你會發現，家裏似乎蠻窮的，就跟

這個非利士人的侵略是非常有關係的。 

 

以色列人因為這樣的緣故極其窮乏，他們就呼求耶

和華，於是耶和華的使者到了俄弗拉，約阿施的兒

子基甸正在酒榨那裏打麥子，為要防備米甸人，這

個時候基甸看見了耶和華的使者向他顯現，他就

說，耶和華若與我們同在，何至遭遇這一切的事

呢？然後基甸就用了羊毛和草地，一乾一濕交錯的

來驗證，到了最後，他終於知道是神要他率領以

色列人來打米甸人跟亞瑪力人。 

 

七章一節，基甸又名耶路巴力，他就在兩萬兩千

人中間挑選了一萬人，再從一萬人中間挑選了三

百人，就用這三百個以色列人去攻打強敵，你就

會發現三百個人對抗十二萬拿刀的外族，可以知

道真的是一個神蹟，是神藉著基甸行了神蹟，然

後基甸就帶給了以色列人有四十年之久的和平。 

 

但是，基甸自己家裏發生了家變，他親生的兒子

有七十個，被他一個妾所庶出的兒子叫亞比米勒

所殺，亞比米勒這個庶出之子作了三年的僭越的

王，之後亞比米勒也被人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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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耶弗他 

再往下面的一個士師呢，是耶弗他，耶弗他是主前 1078-1072 這段時間，士師記的第十

章第八節，那個時候，以色列人又在非利士人跟亞捫人的手下受到侵害 18 年，於是神

為他們興起了耶弗他。 

 

第十一章第一節，耶弗他出身是很低微的，因為他是個妓女所生的兒子，但是神用他！

他在基列成長，基列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基列耶琳，基列耶琳在便雅憫跟猶大的邊界，便

雅憫支派的人，他作士師的時代，也是參孫作士師的時代，他們兩個人相差的年代很短，

耶弗他主前 1078-1072，參孫主前 1075-1055，差不多同時。耶弗他，基本上是對抗亞

捫人，亞捫人從東邊而來，但是參孫基本上是對抗非利士人，在西邊，兩個人的遭遇也

是各不相同。 

 

耶弗他打了勝仗，讓國中太平，當他打了勝仗他心裏歡暢的時候，他許了一個願，他說，

當我回到家誰第一個出來迎接我，我就把他獻給耶和華為祭，沒有想到，竟然是他獨生

的女兒，他說，哀哉，我的女兒，你使我甚愁苦，叫我為難了，因為我已經許了願不能

挽回，這是士師記第十一章的三十五節，結果最後是這個女兒終身為處女，耶弗他很輕

率地許了這個願，然後許了願他不能不還願，結果竟然是為難的一件事，實際上神也不

喜悅人將這個兒女獻為祭物的，那這件事情讓我們有一個提醒，我們不輕易地許願，我

們若許了願要還願，但是許錯了願，我們需要認錯，所以許願是一件很嚴肅的事，耶弗

他他作了士師六年，他死了就葬在基列的一座城。 

 

(六). 參孫 

第六位是參孫，這位參孫也很特別，在他的年代，以色列最大的強敵是非利士人，因為

他們有製造鐵器的專利，他們來到這裏定居下來的時候，他們實在人高馬大，然後又有

鐵器，有五城聯盟，迦薩，亞實基倫，亞實突，迦特，還有以革倫，這五個城他們形成

一個聯盟，對以色列人來說，一直要到掃羅時代，還是為患的一個強敵。 

 

為了這個強敵，神揀選但族的一個家庭，瑣拉人，這個家人叫作瑪挪亞，他和他妻子不

生育，但是神為了要拯救以色列人，讓他們懷孕生了一個兒子，而且出生以後就不可用

剃頭刀剃頭，清酒濃酒淡酒都不喝，一切不潔之物不可吃，不可碰，要歸耶和華作拿細

耳人。三章二十四節，這婦人果然生了參孫，耶和華的靈與他同在，大大感動他，在瑪

哈尼但，就是瑣拉跟以實陶的中間，參孫在那裏長大。 

 

很可惜，參孫大有能力，可是他卻不能節制他自己的情慾，十四章描述他跟女性之間很

輕率的關係，他看到女子他就要求父母為他娶來，第十五章也描述他火爆的脾氣，但是

不管怎麼樣，參孫大有能力，十五章十四節，參孫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著喧嚷，耶

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在士師時代，是神的靈降臨在他們身上，他們大大受感，他們

就大有能力，他當時已經被非利士人用繩子綁在臂上，就像要火燒的麻一樣，他竟然掙

脫了繩子，然後見一塊未乾的驢腮骨就伸手拾起來，用以擊殺一千人，這就可以看到他

的力氣有多麼的大。 

 

在二十節，當時非利士人轄制以色列人的時候，參孫作士師二十年，但是我們再往下去

看第十六章，英雄難過美人關，他最後還是在大利拉這個妓女的身上，跌得非常地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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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妓女大利拉探出了他能力的來源在他的頭髮，就趁著睡覺的時候，把他的頭髮剃

掉，然後他被非利士人所拘鎖，挖了他的眼睛，把他帶到了迦薩，把他用銅鏈鎖起來，

在監牢裏推磨，耗盡了他的年日，等到他的頭髮逐漸再長起來的時候，他說他要報仇，

他要雪他個人的仇，也要為耶和華把那個名再奪回來。 

 

你看到在第三十三節，非利士人他們獻給大袞神的這個祭典的時候，參孫來到他們中

間，因為他們要他戲耍，這時候參孫就告訴一個孩子說，你讓我扶著這兩根柱子，於是

他就用盡他所有的力氣左手抱一根柱子，右手抱一根柱子，屈身，然後柱子就倒塌下來，

在他死的時候，他殺了三千男女，比他生前所殺的還要多。但是這個參孫悲劇性的士師，

給了我們很大的警惕，當我們服事神的時候，我們要相當的節制，要全然地遵守神的誡

命，要歸耶和華為聖。 

 

四、士師時期的一首田園曲--路得記 

我們要接著講路得記，路得記也是在士師的時代，它所在的年份大約是在基甸作士師的

時候，基甸的年份是在主前 1162-1122 這個時候。 

 

路得記第一章第一節，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遇饑荒，在猶大伯利恒，有一個人帶

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往摩押地去寄居，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兩個兒子

一個叫瑪倫一個叫基連，都是猶大伯利恒以法他人，他們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裏，然

後下面說，後來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婦人和兩個兒子，兩個兒子娶了摩押

女子為妻，一個叫俄珥巴，一個叫路得，在那裏住了約有十年，瑪倫和基連也死了，剩

下拿俄米沒有丈夫也沒有兒子，這又是當時的另一個悲劇，這個家庭的悲劇竟然是在他

們寄居摩押十年之後發生，剩下拿俄米沒有丈夫也沒有兒子。這時候拿俄米就起身要回

去，你看在六節說，她與兩個兒婦起身從摩押地歸回，因為聽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

賜糧食與他們。 

 

這是一個所謂浪女回頭的故事，拿俄米原來的名字是甜的意思，但是這個時候她的心境

完全是苦的，在路途的當中，十一節講了一句話非常地傷痛，她說，我的女兒們吧，你

們回去吧，為什麼跟著我呢，我還能生子作你們的丈夫嗎，就算我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

你們能等他們長大嗎，你們能等他們不嫁人嗎，我的女兒們，你們不要這樣，我為你們

的緣故甚是愁苦，因為耶和華伸手攻擊我，你知道這真的是形勢比人強，即便兩個兒婦

願意跟她，但是真的是現實環境的考慮，俄珥巴放聲而哭就回去，但是路得在這兒，一

章十六節，她很堅定地說，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裏去，我也往哪裏去，你

在哪裏住宿，我也在哪裏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這一個外邦

的摩押女子能夠以拿俄米的耶和華神為她的神，以她的民為她的民，以她的國為她的

國，她甚至說，你在哪裏死我也在哪裏死，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降，重

重降罰於我，可以知道婆媳的感情非常好，拿俄米原來是一個心甜，口甜，嘴甜，人甜

的人，因為她名為甜，拿俄米，雖然這個時遭難，但是她的兒婦仍然要跟她，所以拿俄

米看見路得定意跟隨自己，就不再勸她。 

 

拿俄米和她兒婦摩押女子路得，回到伯利恒，正是動手割大麥的時候，大約就是在五旬

節的這個前後。這個故事很感人，因為充滿了溫馨，有拿俄米跟路得之間的婆媳的愛，

也看到了波阿斯跟路得之間的那個高貴的男女之愛，再來我們最後也看到當地居民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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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愛。在士師時代，這些小人物所綻放出來的光明，真的是讓我們感覺非常的溫馨。

士師時代有兩種人，一種人是士師型的，當耶和華的靈降臨的時候他們大有能力，但他

們的私生活常常就是放縱，可是有一批像路得記的這一些路得記型的人，他們是小人物。 

 

我們來看一下一章的第十九節，當她們回到伯利恒城，合城的人都驚訝，婦女們說這是

拿俄米嗎，拿俄米說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瑪拉，瑪拉就是苦，因為全能者使我受了

大苦，我滿滿出去，我空空地回來，耶和華降禍與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這樣，為

何還叫我拿俄米呢，這些小人物，放出了大光明。 

 

我們看二章一節，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親族中，有一個叫波阿斯，這個親族，是一

個很特殊的用詞，我們會發現路得記四章當中沒有提到一個愛字，可是這個親族之愛在

這個中間，而且這個親族是有能力的大財主，我們接下去看，摩押女子對拿俄米說，容

我去田間，我蒙誰的恩就在誰身後拾起麥穗，拿俄米說你只管去，第三節說她恰巧來到

以利米勒本族人波阿斯那塊田地，這個恰巧是出於神的引領，就把她帶到了這個波阿斯

田裏，一個外邦女子是不懂得這些的，在以色列人當中他們長兄過世，他弟弟可以娶寡

嫂為妻，然後為他的長兄留後存名，神就這樣，把一個毫不知情的摩押女子帶到了這個

波阿斯的田裏。 

 

第四節，波阿斯正從伯利恒來，對收割的人說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他們回答說願耶和

華賜福與你，這看到主僕之間的愛，這個波阿斯是一個大財主，不是財氣粗大的一個財

主，他是一個很高貴的財主，他說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下面呢，他就注意到那個摩押

女子，問他們說那女子是誰，他們就告訴他說是跟著拿俄米回來，他就對路得說，第八

節，你不要往別人田間去，就在我這裏和我的使女在一處，他們不可欺負你，路得俯伏

在他面前說我是外邦人，蒙你的恩顧念我，波阿斯他說我已經聽說了，因為自從你丈夫

死後，你向你婆婆所行以及離開父母來到本地，我們這地的人都告訴我，他給她祝福，

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蔭下，願你滿得他的賞

賜。路得就說，主啊，我這樣子在你面前蒙恩，你是用慈愛話安慰了我。 

 

下面有一段很美的描述，就講到吃飯的時候，波阿斯對路得說，你來這裏吃餅，就把餅

蘸在醋裏，然後我們中文聖經說，路得在收割人的旁邊坐下，他們把烘了的麥穗遞給她，

其實原文是他把麥穗，把烘了的麥穗遞給她，就是波阿斯把烘好的麥穗遞給了路得，她

吃飽了還有餘剩的。 

 

15 節，她起來拾取麥穗，波阿斯吩咐僕人說，她就是從捆中拾取麥穗，也要容她，不

可羞辱她。要在捆中抽出一些，留在地上，任她拾取，不可叱嚇她。以色列人自己，在

埃及作過寄居的，所以他們對寄居者特別有一份憐憫之心，波阿斯這裏說，甚至從捆中

留下一些扔在地上，讓她去拾取，所以這樣路得在那一天，她吃飽了，零碎帶回去，而

且把所收到的帶回去，帶給婆婆，婆婆說，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麥穗，然後拿俄米就對兒

婦說，願那人蒙耶和華賜福，因為他不斷恩待活人死人，過去她的先生和她的兩個兒子

也曾經受過波阿斯的恩待，拿俄米又說，那是我們本族人，一個 “至近的親屬”。 

 

於是路得跟波阿斯使女常在一處拾取麥穗，直到收完了大麥和小麥。路得仍與婆婆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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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節期表上，以色列人他們動手割大麥的時

候，是大概三月、四月之際，也差不多就是守

逾越節的時候，他們守逾越節念雅歌，紀念神

把他們從埃及帶出來，那樣深厚無比、永恆不

變神的愛。 

 

這裏說到他們進伯利恒動手割大麥，一直到他

們大麥、小麥都收完了，路得仍與婆婆同住，

他們收小麥是在五六月之交的時候，也就是在

逾越節之後的五十天左右，這是五旬節，所以

以色列人他們在五旬節的時候讀路得記，紀念

波阿斯跟路得之間這份特別的愛情，而且路得

記被放到了聖經的正典裏面，而這個路得，在

我們救主耶穌基督家譜還占了一席之地，這是很特別的一件事。 

 

第三章這故事繼續發展，因為拿俄米她知道 “至近的親屬”是什麼意思，她就對路得說，

女兒啊，我不當為你找一個安身之處，使你享福嗎？你和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處，波阿

斯不是我們的親族嗎？他今夜在場上簸大麥，你要沐浴抹膏，換上衣服，下到場上，不

要讓那人認出你來，等他吃喝完了，他睡的時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進去掀開他腳上

的被，躺在他那裏，以後該做的事他必告訴你，路得說，凡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 

 

所以呢，路得就是順服她的婆婆，她婆婆知道該怎麼樣來為路得找一個婆家，那麼最好

就是這 “至近的親屬”。第六節，路得下到場上，照婆婆所說的而行，到了夜半，那人

忽然驚醒，翻過身來，不料有女子躺在腳下，就說，你是誰？她說，我是你的婢女路得，

求你用你的衣襟遮蓋我，因為你是我一個 “至近的親屬”。 

 

這話很感動，求你用你的衣襟遮蓋我，一個寡婦，年輕的寡婦失去了丈夫，似乎沒有人

遮蓋她，這裏她說你是我一個 “至近的親屬”，求你用你的衣襟遮蓋我，她來尋求他的

護庇，波阿斯對她說，女兒啊，願你蒙耶和華賜福，你末後的恩比先前更大；因為少年

人無論貧富，你都沒有跟從。波阿斯深深地稱讚路得的品格高尚，因為她沒有被貧富所

移動。她還是那樣的堅貞，現在他說，女兒啊，你不要害怕，凡你所說的，我必照著行，

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賢德的女子，波阿斯認定路得是個賢德的女子，路得也的確是。 

 

下面第四次出現這個詞，我實在是你一個 “至近的親屬”，只是還有一個人比我更近，

你今夜在這裏住宿，明早他若肯為你盡 “親屬的本分”，就由他盡吧，倘若不肯，我指

著永生耶和華神，我必為你盡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明。這個地方波阿斯他知道這個 “至

近的親屬”的本分，是為已死的族人娶過他的遺孀，同時也把這個已死的親人留下名字

來，把第一個孩子也歸給他。 

 

十四節，路得就躺在他腳下直到天亮，人彼此不能分辨的時候起來，波阿斯說，不可使

人知道有女子到場上來，然後又給她六簸箕的大麥，讓她回到婆婆那裏。婆婆就對路得

說，女兒，你只管安坐等候，看這事怎樣成就，因為那人今日不辦成這事必不休息。所

以這個彼此之間的互動，充滿了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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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又是一個特別的字出現，波阿斯到了城門，坐在那裏， “恰巧”波阿斯所說的那

至近的親屬經過，已經是第四次神所引導的時刻。然後，這個城門是他們議事的所在，

如果有任何交涉或者刑事的案件要判定的時候都是在城門口，波阿斯就說，某人哪，你

來，他就坐下來，然後從長老中選了十人，對他們說，請你們坐下在這裏，對那至近的

親屬，波阿斯說，那摩押回來的拿俄米，現在要賣我們族兄以利米勒那塊地，他要賣那

塊地，那就要有人贖，所以他說，我想當贖那地的是你，其次是我，此外再沒有別人，

你可以在這些人面前和本國長老面前說明，你若肯贖就贖，若不肯贖就告訴我. 

 

這裏一再出現這個 “贖”字，這個 “贖”字是跟 “至近親屬”有關的，惟有 “至近親屬”可

以 “贖買”已死的人的產業。那人說，我肯贖，波阿斯說，那你從拿俄米手中買這地的

時候，要娶那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為妻，使他在死人產業上存留他的名。這個時候那

人說，我這樣就不能 “贖”了，因為與我產業有礙，你可以 “贖”我所當 “贖”的，我不

能 “贖”了，所以這一再出現這個”贖”字。 

 

下面第七節，以色列人，從前以色列人定奪什麼事，或 贖回或交易，這人就脫鞋給那

人，以色列人都以此為證據。這是所謂脫鞋的一個儀式，是一個證據，那人就對波阿斯

說，你自己買吧，就把鞋子脫下來，波阿斯就對長老和眾民說，今日你們作證，凡屬於

以利米勒，基連，瑪倫的，我都從拿俄米手中置買，又娶瑪倫的妻摩押女子為妻，好在

死人產業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名在本族本鄉滅沒。你們今日可以作見證。 

 

所以城門的那些眾民和長老都說，我們作見證，願耶和華使你進你家的這女子，像建立

以色列家的拉結、利亞二人一樣。願你在以法他享亨通，在伯利恒得名聲，以法他就是

伯利恒的另外一個名稱，這是一個平行的對句，願耶和華從這少年女子賜你後裔，使你

家室像從他瑪猶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樣，於是這個故事的結局是波阿斯娶了路得為妻，

生了一個兒子。婦人就對拿俄米說，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今日沒有撇下你，使你

無至近的親屬。願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聲，他提起你的精神，奉你的老，因為是愛慕

你的那兒婦所生，你有這兒婦比有七個兒子還好。拿俄米把孩子抱在懷中，作了他的養

母。鄰舍的婦人就說，拿俄米得孩子。給孩子起名叫俄備得。俄備得就是耶西的父，耶

西就是大衛的父。 

 

大衛就是我們以下要談論的，這個以色列王國歷史最興盛的時候，在這裏我們作一個結

論。我們看到，我們的神，他從不偏待人，他真願意，普天之下他的兒女都愛他，來享

受他所賜的福，這個摩押女子，摩押人，是羅得從他的大女兒所生，是一個亂倫的結果，

本來摩押人是受咒詛的，不得入耶和華的會，但是這摩押女子堅定地跟隨耶和華，竟然

從波阿斯生了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先祖，就是大衛。 

 

在耶穌基督的家譜裏面，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三節猶大從他瑪氏生法勒斯，法勒斯生

希斯崙，希斯崙生亞蘭；亞蘭生亞米拿達；亞米拿達生拿順；拿順生撒門；撒門從喇合

氏生波阿斯；所以有解經家說，撒門很有可能就是那個去探耶利哥的兩個探子裏面的一

個，他從喇合生了波阿斯，波阿斯的妻和波阿斯的母親，喇合跟路得都是外邦女子，但

是卻在我們耶穌基督的家譜上佔有一席之地。我們的神是何等地愛那來跟從他，來投靠

他的人，我們感謝神，這給了我們很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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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路得記裏面一再出現 “至近的親屬”，預表了耶穌基督就是我們 “至近的親

屬”，不但充滿了愛，而且大有能力，買贖我們，我們的主是我們至近的親屬，箴言有

一句話說： “有一朋友比弟兄更親密”(箴 18:24)，那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弟兄為

患難而生”(箴 17:17)，但 “有一朋友比弟兄更親近”。感謝我們的主耶穌，也感謝神在

路得記裏面留下了這個伏筆--波阿斯。 

 

路得記，短小但是充滿了愛，雖然沒有著一個愛字，卻充滿了愛，在士師這個黑暗的時

代，有士師這一型個人主義的，個人魅力很強的領袖，卻充滿了一批小小的人物，在田

園之中放出了黑暗中的光明，就是路得記，感謝主。 

 

思考問題： 

 

1. 在士師記裏有哪兩位士師被稱為『大能的勇士』，哪一位的稱號是神的使者給的？請

分析這位士師如何從一個膽怯的人成為『大能的勇士』；有哪些事件或人物塑造了這

位士師？哪一個事件是最關鍵的事件？哪一個人在他人生最重要的關頭幫助了他？

他最終還是靠誰的口才真正建立了他的信心呢？ 

 

2. 猶太人在什麼節期朗讀路得記？為什麼路得記會被放在猶太人的正典裏？從波阿斯

與路得的愛情故事裏，我們可以學到哪些功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