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第二季裝備課程  『士師記、路得記』課程表 

 

《士師記》與《路得記》都是講述以色列人在約書亞之後在建立王國前的歷史。 

  從士師記看見進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一直在罪的循環中，未將迦南人全部滅絕， 

  卻選擇與迦南人妥協，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以至於受仇敵羞辱欺壓，當他們 

  在痛苦中呼求，耶和華就興起了士師，來拯救他們。這些士師有男有女，來自各個 

  支派，並不完全，甚至軟弱，然而『他們因著信，制伏了敵國，行了公義⋯軟弱變 

  為剛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 (來 11:33-34) 

  從路得記看見外邦的女子路得，定意選擇跟隨神，從咒詛走向有福，她被波阿斯贖 

  回與遮蓋，成了大衛王的先祖，更是有分於耶穌基督的家譜。 

  讓我們從這兩卷書中來學習屬靈的教訓與借鏡，選擇跟隨神是直奔有信、有望、有愛 

  的蒙福之路。 

 

 

4/11 士師記(1) 

              士師記全貌與士師時代的起始 

士師記 1-2 章 

4/18 士師記(2) 俄陀聶, 以笏、珊迦 

              底波拉  

士師記 3-5 章 

4/25 士師記(3) 

              基甸 

士師記 6-9 章 

5/2 士師記(4) 陀拉、睚珥 

              耶弗他、以比讚、以倫、押頓 

士師記 10-12 章 

5/9 士師記(5) 

              參孫 

士師記 13-16 章 

5/16 士師記(6) 

宗教、道德、政治的敗壞 

士師記 17-21 章 

5/23 路得記(1) 走出咒詛走向蒙福的確據  

 

路得記 1-2 章 

5/30 路得記(2) 走出咒詛走向蒙福的確據 

 

路得記 3-4 章 

 

教師：劉梅蕾師母 belindamliu@rolcc.net 

裝備中心：equipping@rolcc.net 

班長： 

上網收聽、收看、下載講義：倍恩傳媒 http://www.double-portion.org/ 

上網收聽、下載講義： 生命河靈糧堂 http://www.rolcc.net/rolcc/sundayschool 

 

 

 

 

 



2021 第二季裝備課程 

士師記（1）                  士師記簡介與士師時代的起始               劉師母 

 

	ㄧ.	簡介 

1. 士師記是舊約十二卷歷史書的第二卷書，而根據猶太傳統，希伯來文舊約聖經 

     是以三部分組成: 律法書、先知書和聖卷。而士師記被列為先知書中的前先知書 

     第二卷。 

 

2. 士師記與約書亞記有極大的對比，約書亞記：得迦南地承受神的應許，各支派團

結一心抵抗仇敵，看見以色列人順服蒙福的光明面。士師記：任意而行承受神的

審判	，各支派各懷私心，自相殘殺，看見以色列人背逆妥協墮落的黑暗面。 

 

3. 士師時期：大約是西元前 1200 到 1050 年左右。一般認定士師時期以「掃羅建

立王朝」（西元前 1043 年）作為結束。 

 

4. 作者：撒母耳(撒上 3:19-21, 7: 13, 15-16) 

         寫作時間：大約是大衛在希伯倫作王之時， 同時期掃羅之子伊施波設及元帥押尼 

         珥在約但河東作王。 士師記主要是表明掃羅不是神所設立的那君王， 大衛才是合 

         神心意的君王。 

士 1:9         猶大支派作帶領  

士 1:27-36  強調進迦南許多未征服之地  

士 19-21 章 基比亞事件(掃羅是便雅憫之派)  

士 21:25     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5. 士師：希伯來原文的動詞意義是：「扮演律法的賦予者、審判者、管理者」， 

                 在士師記中的士師是審判者, 也是軍事領袖更是拯救者（士 2:16-19） 

 

6. 士師記中的基督：祂是我們的士師	 
 

7. 士師記中的敵人：士 3:1-4		
 

8. 士師記的歷史循環：墮落 à受壓 à悔改à 拯救 

『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 17:6, 18:1, 19:1, 21:25） 

               足見以色列人不以神為王，不遵行神的旨意，不但沒有將迦南人全部 

               滅絕，反而與敵人妥協， 與他們結盟（士 2:2），接著與迦南人聯婚 

               結親（士 3：5-6），效法迦南人的惡習，去事奉他們的神，行耶和華 

               眼中看為惡的事，因而惹神發怒，最後招致羞辱，受仇敵欺壓，當他們 

               受仇敵欺壓擾害時， 在痛苦中就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就興起士師，拯救 

               他們脫離仇敵的手，但士師死後，他們又轉去行惡（士 2:16-19）。 



 

9. 士師記中的 12位士師（士 3-16 章），六次背叛神與蒙拯救的循環 

     【林前 1:26~29】“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 

          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 

          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 

          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 

       【來 11:32~34】“我又何必再說呢？若要一一細說，基甸、巴拉、參孫、耶弗他、 

          大衛、撒母耳，和眾先知的事，時候就不夠了。他們因著信， 制伏了敵國，行了 

          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滅了烈火的猛勢， 脫了刀劍的鋒刃；軟弱變為 

          剛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  

a. 神從各族中興起士師他用男人，也用女人。 

b. 士師是神的揀選，不在乎身份地位，不是完全人。 

c. 士師是被神所用的拯救者，“神的靈就降在他身上”（士 3:10, 6:34,  

             11:29, 13:25, 14:6,19, 15:14）他就有能力起來為神工作。 

             

士師	 支 派	 敵 人	 欺壓/士師 年數 經 文 

a.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忘記耶和華─他們的 神，去事

奉諸巴力和亞舍拉，所以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就把他們交

在米所波大米王古珊利薩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事古珊利薩田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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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3:7~9】 

 

1. 俄陀聶	 猶大	 米所波大米人	   8         40  3:7-14 

b.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就使摩押王伊磯倫強

盛，攻擊以色列人。14於是以色列人服事摩押王伊磯倫十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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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14~15】 

2. 以笏	 便雅憫	 摩押人	 18         80 3:15-30 

3. 珊迦	 ？	 非利士人	 ？           ？ 3:31 

c. 以笏死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2耶和華就把他們付

與在夏瑣作王的迦南王耶賓手中；他的將軍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

夏羅設。【士 4:1~2】 

4. 底波拉	 以法蓮	 迦南人	 20         40 4:1-5:31 



d. 以⾊列⼈⼜⾏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就把他們交在米甸⼈⼿

裡七年。【⼠ 6:1】 

5. 基甸	 瑪拿西	 米甸人	  7          40 6:11-8:32 

6. 陀拉	 以撒迦	 (自相殘殺)	  ?          23 10:1-2 

7. 睚珥	 基列/瑪

拿西	 
(自相殘殺)		  ?          22 10:3-5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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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就把他

們交在非利士人和亞捫人的手中。【士 10:6~7】 

 

8. 耶弗他	 基列/瑪

拿西	 
亞捫人	 18           6 11:1-12:7 

9. 以比讚	 伯利恆/

猶大	 
?	  ?            7 12:8-10 

10.以倫	 西布倫	 ？	  ?          10 12:11-12 

11.押頓	 以法蓮	 ？	  ?            8 12:13-1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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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12.參孫	 但	 非利士人	 40         20 13:1-16:31 

 

b. 但人的遷徙--宗教的混亂((18:1-31) 

c. 基比亞的惡行與便雅憫支派？道德的混亂（20:1-21:25）*20:17		
	
	
	
	
	
	
	
	
	



二.	士師時代起始	
						A.  以色列人與迦南人的爭戰 

        1.  約書亞死後（士 1:1, 書 24:29-31） 

        2.  爭戰前的求問（士 1:1-2）: 猶大當先上去 

 

                3.  南部猶大家及三支派：猶大，西緬，便雅憫 

                     a. 便雅憫不能佔據耶路撒冷（ 士 1:21, 書 15:63 ）  

                     b. 迦勒將女兒押撒許配給俄陀聶（ 士 1:11-15, 書 15:15-19） 

                        押撒的幫夫: 求水泉，父親將上泉、下泉都給他們 

                        迦勒將亞納的三個兒子趕出（士 1:20, 書 15:14） 

  

                4. 中部約瑟家：瑪拿西、以法蓮 

                    a. 瑪拿西不能佔據迦南（ 士 1:27-28, 書 17:11-13） 

                    b. 以法蓮不能將迦南人趕出（士 1:29, 書 16:10）  

 

                5. 北部其他支派：西布倫、亞設、拿弗他利、但（士 1:23-36） 

 

            B. 耶和華的使者在波金顯現（士 2:1-5） 

           

            C. 以色列人在惡性的循環中（士 2:6-23） 

a. 不知道耶和華的世代 

b. 離棄耶和華去叩拜別神 

c. 神的怒氣發作，將他們交在仇敵手中 

d. 以色人被欺壓呼求 

e. 神興起士師拯救他們 

f. 士師死後，又離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