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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讀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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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WLA Bible Reading Class



•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
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
後3:16-17）

•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2 Tim. 
3:16-17, NIV）

讀經班的金句

12/1/2013 Warren Wang



讀經：對著神調整自己

• 聖經是神的話語。當你讀經的時候，你不只是吸收
知識而已，而是一邊讀一邊「對著神調整自己」：

• 觀念上的調整：

1. 教訓（teaching）：傳授我們屬靈的真理

2. 督責（rebuking）：糾正我們錯誤的觀念

• 行為上的調整：

3. 使人歸正（correcting）：引導我們正確的道路

4. 教導人學義（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培育我們屬
神的品格

12/1/2013 Warren Wang



1. 願主的道興旺！

• 願主的道在我裡面興旺！

• 願主的道在教會興旺！

• 願主的道在社區興旺！

2. 願主賜福我讀經的日子！

讀經者的禱告

12/1/2013 Warren Wang



1. 上課之前讀完指定的經文（每週十章）

2. 有良好的學習態度，不遲到早退，不無精打采

3. 每次上課接受隨堂測驗（請勿看聖經）

讀經班的君子協定

12/1/2013 Warren Wang



士師記 10-19章



士師記的主題與分段

一. 士師記的主題是「在恩典中墮落」，所描述
的是一個浪子的故事（神是父親，以色列是
離開父親的浪子）。

二. 士師記的分段

1. 前言：「沒有趕出他們」：1-2章

2. 主體：「耶和華興起士師」：3-16章

3. 後記：「各人任意而行」：17-21章

12/1/2013 Warren Wang



混亂的原因：沒有趕出他們

1. 士師記的序言: 沒有趕出他們

2. 以色列人失敗的原因

3. 一個屬靈的功課: 在爭戰中成長, 在安逸中敗亡

4. 三百年的混亂

12/1/2013 Warren Wang



妥協的人生

1. 不但沒有趕出他們，而且還住在他們中間

2. 不但住在他們中間，而且還與他們婚嫁

3. 不但與他們婚嫁，而且還事奉他們的神

• 怎一個「竟」字了得？

• …要試驗以色列人，知道他們肯聽從耶和華藉摩西
吩咐他們列祖的誡命不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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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他們的女兒為
妻，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們的兒子，並事奉他們
的神。（士3:4-6）

12/1/2013 Warren Wang



士師記中的惡性循環

1. 犯罪：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
看為惡的事。

2. 苦難：神將他們交在敵人手中，
他們就受人奴役，極其困苦。

3. 呼求：以色列人因受苦而悔改，
呼求耶和華。

4. 拯救：神為他們興起一位拯救
者，就是士師，救他們脫離苦
難。

5. 太平：士師得勝之後，國中太
平一段時期。士師死後他們又
遠離神。

12/1/2013 Warren Wang

以色列人又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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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棄耶和華，不
事奉他。（士

10:6）



罪惡的循環

犯罪

受苦

呼求拯救

太平

12/1/2013 Warren Wang

他們太平日久，就行耶
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於是耶和
華將他們
交在仇敵
的手中

他們極其困
苦，就呼求
耶和華

耶和華憐憫
他們，就興
起一位拯救
者來救他們

於是國中就
太平了一段

年日



12/1/2013 Warren Wang

士師 支派 敵人 經文

1 俄陀聶 猶大 米所波大米人 3:7-14

2 以笏 便雅憫 摩押人 3:15-30

3 珊迦 ？ 非利士人 3:31

4 底波拉 以法蓮 迦南人 4:1-5:31

5 基甸 瑪拿西 米甸人 6:1-8:32

6 陀拉 以撒迦 ？ 10:1-2

7 睚珥 基列（瑪拿西） ？ 10:3-5

8 耶弗他 基列（瑪拿西） 亞捫人 10:6-12:7

9 以比讚 伯利恆（猶大） ？ 12:8-10

10 以倫 西布倫 ？ 12:11-12

11 押頓 以法蓮 ？ 12:13-15

12 參孫 但 非利士人 13:1-16:31

十二士師



• 士師是平凡的人

• 士師是時代的產物：耶弗他獻活人為祭

• 士師受環境的影響：耶弗他受家人排擠而做了盜匪

• 士師並不是信心的偉人：基甸膽小多疑

• 士師也會犯罪，更會犯錯：參孫好色，基甸多妻

• 士師是不平凡的神所使用的平凡的人

• 耶和華觀看基甸，賜他平安

• 耶和華的靈在俄陀聶身上

• 耶和華的靈感動參孫

12/1/2013 Warren Wang

平凡的人，不平凡的神



士師得勝的原因：耶和華的靈降在他們身上

• 俄陀聶…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士3:10）

• 耶和華的靈降在基甸身上…（士6:34）

• 耶和華的靈降在耶弗他身上…（士11:29）

• 參孫…卻不知道耶和華已經離開他了（士16:20）

1. 舊約中也有聖靈充滿

2.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4:6）

3. 聖靈的充滿是關乎事奉，聖靈的果子是關乎生命

4. 參孫：有聖靈的充滿，無聖靈的果子。戰爭勝利
了，生活卻失敗了。

12/1/2013 Warren Wang

成事：關乎工作，而非關乎生命



草莽英雄耶弗他

1. 妓女之子

• 在莊嚴的聖經之中，居然有一位只應出現於水滸傳的
草莽人物，此人就是耶弗他。耶弗他是多妻家庭之下
的悲劇性產物，他的母親本是妓女，和他的父親基列
生下了耶弗他。孩子既然生下來了，基列就將他養在
家中。問題是，基列是有妻室的人，他的妻子也生了
幾個兒子。耶弗他這個「外面女人所生的兒子」在眾
嫡子之中求生存，本來就已不易，更何況他母親是為
人所唾棄的妓女。孩子是無辜的，但卻時常要為父母
所犯的錯誤而承受苦難。就這樣，耶弗他艱苦地長大
了，他的眾兄弟也長大了。長大的兒子要繼承父親的
產業，兒時尚且容忍他的同父異母兄弟，在現實的產
業面前，終於跟耶弗他翻臉了。

12/1/2013 Warren Wang



2. 落草為寇

• 但凡一個人有個溫暖的家，有個愛他和接納他的地方，
他是不會鋌而走險的。耶弗他的兄長們逼迫他，說「你
不可在我們父家承受產業，因為你是妓女的兒子。」於
是耶弗他只好離家出走，來到北邊的陀伯地。有些匪徒
到他那裡聚集，與他一同出入。就這樣，耶弗他當了一
幫匪徒的首領，嘯聚山林，打家劫舍，做些劫富濟貧的
勾當，闖出了一些名聲。

3. 臨危受命
• 亞捫位於基列的東邊，一直是基列人的死對頭。亞捫人強大

起來，要打以色列人，第一個下手的對象就是基列。族中的
那些長老眼見強敵壓境，於是想起了耶弗他。

12/1/2013 Warren Wang



3. 臨危受命：耶弗他不計前嫌，願意解救家鄉的
危難。

4. 先禮後兵：耶弗他在動武之前，先派了一個使
節團去和亞捫人講和。

5. 冒然許願：耶弗他受到迦南人的影響，在戰場
上冒然許下了以活人為祭的應許。

6. 遺恨千古：耶弗他的女兒成了應驗他應許的犧
牲品。不是別家失去一個兒女，而是他自己失
去一個女兒。

7. 霸王手段：耶弗他與基甸同樣都面對了以法蓮
人的挑釁，但卻採取了不同的解決方法。

12/1/2013 Warren Wang



壯士參孫

1. 不平凡的出生

2. 終身歸主的拿細耳人

3. 屬靈的平衡：神的賜下與人的獻上

4. 屬靈的失控：無與倫比的力量和不受控制的
慾望

5. 一語成讖：「參孫哪，非利士人拿你來了！」
（士16:9, 12, 14, 20）

6. 悲劇性的「不知道」：「他卻不知道耶和華
已經離開他了！」（士16:20）

7. 豐盛的祝福與荒廢的一生

12/1/2013 Warren Wang



聖經中最黑暗的記載

• 其實士師的故事在第16章參孫死後就講完了，後
面的那五章（17-21章）是全書的後記。這段後
記講了兩個故事：米迦事件和基比亞事件。這五
章的經文可說是整本聖經之中最黑暗的記載，給
人看到當神的子民任意而行之時他們的道德與靈
性可以淪喪到何種程度。

12/8/2013 Warren Wang



離經叛道的年代

• 士師記的結語: 17-21章

• 從時間上來看, 這並不是16章的延續

• 這段記載, 是士師時代的“樣品sample”

• 這部分的主題是“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 各人任
意而行.”

• 主要的故事有兩個: (1)米迦事件(2)基比亞事件

12/8/2013 Warren Wang



米迦事件: 以偶像為真神

• 一個任意妄為的兒子

• 一個沒有立場的母親

• 一個又拜真神又拜偶像的家庭

• 一個為利奔走的祭司

• 一個來自虛偽信仰的錯誤思想

• 米迦說：現在我知道耶和華必賜福與我，因我有
一個利未人做祭司。（士17:13）

• 一個形同強盜的支派

• 一個遺患無窮的措施

12/8/2013 Warren Wang



但支派的遷徙

• 但支派所分配到的土
地原本在南部，因為
無法趕除敵人，所以
放棄了分地，到北方
去搶了一塊地，並開
始拜偶像。

11/17/2013 Warren Wang



基比亞事件: 罪惡滔天

• 一個多妻的利未人

• 一個背著丈夫行淫的女人

• 基比亞：同性戀猖狂的城市

• 暴民圍宅：無法無天的社會

• 分屍送信：自私冷酷的丈夫

• 寧可打仗，不肯認錯的便雅憫人

12/8/2013 Warren Wang



「只有拯救者但卻沒有王」的人生

• 士師記的強烈信息：

• 「只有拯救者但卻沒有王」的人生，乃是最黑暗
的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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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21:25

• 耶穌是誰？

• 耶穌是你的救主，還是你的主？他是你的拯救者，
還是你的王？

• 只有救主但卻沒有主的人生，乃是最黑暗的人生！

12/8/2013 Warren 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