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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士師記的內在意義和以色列在敬拜神之事上的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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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認識(know)士師記的內在意義(the intrinsic significance)： 
在士師記一章一至二十節，以色列人求問耶和華，這描繪以色列人信靠神的美
麗光景；這幅與主是一的美妙圖畫，豫表神與祂子民生機的聯結，乃是接續約
書亞記裏以色列人最初進入美地時的一，如約書亞六章[耶利哥的得勝]所描繪
的—民二七21，撒上二二10，二三9～10，撒下二1。 

 按照舊約全面的觀點，神在西乃山[頒布十條誡命]娶了以色列爲妻—出二十6註1： 
出20:6 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施慈愛，直到千代。 

• 在神的觀念和願望裏，祂要作以色列的丈夫，也要以色列作祂的妻子，在這美妙的婚
姻聯結中，活在與祂最親密的接觸裏。 

• 撒母耳在寫歷史書時，將士師記放在約書亞記之後，給我們看見以色列對她的丈夫是
過怎樣的生活。[信靠丈夫的妻子(信靠神)  成了淫婦(離棄神)  背道(漸漸敗壞)] 

• 如士師記所揭示，以色列無心作耶和華的妻子；她離棄作她丈夫的神，與別神行了邪
淫，向這些神跪拜—二11～13，17，三7，八33，十6，參耶十一13，結十六25～26，何一2，二2。 

在士師記一章一至二十節猶大和迦勒的記事之後，本書所記載以色列的歷史，
滿了淫婦的腐爛敗壞： 

士1:19 耶和華與猶大同在，猶大就得了山地為業，只是不能趕出山谷的居民，因為他們 
             有鐵車。 

• 約書亞記是一卷滿了以色列在耶和華面前奇妙的戰勝迦南居民的歷史書；士師記卻是
一卷滿了以色列離棄耶和華，在仇敵手下悲慘失敗的歷史書。 

 士師記的內容包括以色列人信靠神，離棄神，遭仇敵擊敗，在悲慘的情形中
向神悔改，藉着士師得蒙拯救，其後又漸漸敗壞；這成爲士師記裏重複七次
的循環—一1～2，二11～三11。 

※[壹] 主觀並內在認識神的心意一神作丈夫與人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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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記二章一節說到耶和華的使者—五23，民二二22： 
士2:1 耶和華的使者從吉甲上到波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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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的使者就是神自己，在祂神聖的三一裏作僕人服事祂的選民—參來一14。 

創16:7 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往書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見她(夏甲)，[所是三一神自己] 

來1:14 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爲那些將要承受救恩的人効力麼？[所作服事人] 

三一神的具體化身是基督，基督就是耶和華的使者，作爲舊約裏行動的耶和華 

，照顧以色列人—出三2註1。 
出3:2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中火焰裏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卻沒 
          有燒燬。 
出3:2註1 耶和華的使者這名稱，主要是指神的兒子基督，受神差遣（參約八42）拯救祂的
百姓脫離他們受苦的處境。（參士六12～22，十三3～22。）根據2節和6節，耶和華的使
者這位受差遣者，就是差遣者耶和華自己，（參亞二6～11，）而耶和華就是三一神(6，
15)。爲了呼召並差遣摩西，差遣者神以受差遣者的身分向他顯現 (參約二十21)。 

基督是耶和華的使者，意思就是神在祂神聖的三一裏指派並託付祂自己，採取
行動照顧祂的子民。 

因爲以色列沒有作正確的妻子，這位作以色列丈夫、元首和王的耶和華，就成
了祂妻子的僕人：[內在意義] 
• 耶和華來到妻子這裏，不是作丈夫、元首或王，乃是作耶和華的使者，就是耶和華所
差遣者—亞二9～11。 

• 旣然以色列沒有將耶和華當作元首，祂就作僕人服事以色列；祂在士師記二章一至三

節裏神對以色列的話不是責備或命令，乃是一個僕人的勸戒。[所說像僕人的勸戒] 

※[貳] 神作耶和華的使者一為挽回敗壞且淫亂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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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1:1 約書亞死後，以色列人求問耶和華說，誰要為我們先上去攻擊迦南人，與他們爭戰？ 
士1:2 耶和華說，猶大要先上去，我已將那地交在他手中。 
士1:3 猶大對他哥哥西緬說，請你同我上我拈鬮所得之地去，好與迦南人爭戰…。 
士1:19 耶和華與猶大同在，猶大就得了山地為業，只是不能趕出山谷的居民，因為他們有 
            鐵車。 
士1:21 便雅憫人沒有趕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與便雅憫人同住 
            ，直到今日。 
士1:27 瑪拿西沒有趕出伯善和屬伯善鄉鎮的居民，他納和屬他納鄉鎮的居民，多珥和屬多 
            珥鄉鎮的居民，以伯蓮和屬以伯蓮鄉鎮的居民，米吉多和屬米吉多鄉鎮的居民；迦 
            南人執意住在那地。 
士1:29 以法蓮沒有趕出住基色的迦南人；於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蓮中間。 
士1:30 西布倫沒有趕出基倫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於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倫中間，成了 
            服苦役的人。 
士1:32 亞設人因為沒有趕出那地的居民迦南人，就住在他們中間。 
士1:33 拿弗他利沒有趕出伯示麥的居民和伯亞納的居民，於是拿弗他利人就住在那地的居 
            民迦南人中間；然而伯示麥和伯亞納的居民成了為他們服苦役的人。 
士2:7 約書亞在世的日子，以及約書亞死後，那些見過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長老 
          還在的日子，百姓都事奉耶和華。 
士2:10 那一代的人也都歸了自己的列祖；在他們之後，有另一代的人興起，不認識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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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2:17 但他們也不聽從士師，竟隨從別神，行了邪淫，向這些神跪拜，速速的偏離他們 
            列祖所行的道路，不像他們列祖那樣聽從耶和華的命令。 
士3:5 以色列人便住在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中間， 
士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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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師記中以色列姓漸漸敗壞的前因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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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記十七至十八章啓示以色列在敬拜神之事上的背道： 
背道的意思就是離開神的道路，而走別的道路，跟從神以外的事物；背道就是
在耶穌基督的名下，在敬拜神的掩飾下，爲自己作事—徒九2，十八26，彼後二2，
15，21，猶11，士十八30～31。[背道的定義/動機] 

士17:3 米迦就把這一千一百錠銀子還他母親。他母親說，我將這銀子從我手中分別爲聖歸 
            給耶和華，好給我兒子製作一個雕像，和一個鑄像。現在我還是交給你。[米迦神堂] 
士18:30 但人就爲自己設立那雕像；摩西的孫子，革舜的兒子約拿單，和他的子孫作但支 
              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擄掠的日子。[但另立敬拜中心] 
彼後2:2 也有許多人將要隨從他們的邪蕩，叫真理的路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 
彼後2:15 離棄正路而走迷了，隨從比珥之子巴蘭的路；巴蘭曾經貪愛不義的工價， 
彼後2:21 他們認識義路，竟轉離所傳授給他們神聖的誡命，倒不如不認識爲妙。 
猶11 他們有禍了！因爲走了該隱的道路，又爲工價向着巴蘭的錯謬直闖，並在可拉的背叛 
         中滅亡了。 

『米迦這人有了神堂，又製造以弗得和家中的神像，叫他一個兒子承接聖職作
他的祭司』—士十七5：[舊約][背道的情形] 
• 米迦的家是神堂，有偶像(idols)(作基督的頂替品[as replacements])、以弗得(代表神的
權柄)、以及雇用的祭司(代表聖品階級與平信徒制度—7～13)，這描繪今天基督徒中間
在敬拜神的事上背道的情形。 

士17:12 米迦使這利未人承接聖職，這少年人就作他的祭司，住在他家裏。 
士17:13 米迦說，現在我知道耶和華必以好處待我，因這利未人作了我的祭司。 
• 米迦的母親將東西獻給神，但她獻給神的東西攙雜着拜偶像的酵；基督教裏也有同樣
的攙雜與背道的光景存在。我們可將米迦的『神堂』這幅圖畫(5)，應用於基督教的情
形。今天的基督教有許多米迦的『神堂』；羅馬天主教、國教、各宗各派、和許多獨
立團體都是米迦的『神堂』，滿了偶像(full of idols)，作基督的頂替品(as replacements)。 

※[參] 以色列漸漸敗壞一在敬拜事上的可憎與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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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就爲自己設立那雕像』，並且『神的殿在示羅多少日子，但人爲自己設
立米迦所製作的雕像也有多少日子』—士十八30～31： [舊約][背道的源頭] 
• 但的背道乃是設立分裂的敬拜中心—十七9～10，十八27～31，王上十二26～31。 

士18:27 但人帶着米迦所製作的神像和他的祭司，來到拉億(利善)，到了平靜安然的民那裏 
              ，就用刀擊殺那民，又放火燒了那城， 
士18:31 神的殿在示羅多少日子，但人爲自己設立米迦所製作的雕像也有多少日子。 
王上12:26 耶羅波安心裏說，現在這國要歸大衞家了。 
王上12:27 這民若上去，在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裏獻祭，他們的心必歸向他們的主猶大王 
                  羅波安；他們必把我殺了，回到猶大王羅波安那裏去。 
王上12:29 他(耶羅波安王)就把牛犢一隻安在伯特利，一隻放在但。 
王上12:30 這事就成了罪，因爲百姓遠到但去拜那牛犢。 
王上12:31 耶羅波安造了邱壇的殿，又從那不屬利未人的百姓中，立人爲祭司。 

• 但作爲小獅子，爲得更多地土(表徵基督)爭戰，但得勝成功之後，成了驕傲、單獨並獨
立的—申三三22，書十九47，士十八27～31。 

創49:17 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虺，咬傷馬蹄，使騎馬的向後墜落。 
申33:22 論但說，但為小獅子，從巴珊跳出來。 

• 這些但人所得着的，使他們驕傲並獨立，不願服從主所命定的—士1～31節，申十二5，8： 
申12:5 但耶和華你們的神從你們各支派中，所選擇出來立祂名的地方，就是祂的居所，那 
            是你們當尋求的，你們要往那裏去， 
士17:6 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 
但因着很成功，就變得驕傲並單獨；他只關心自己，不關心別人。背道的源頭乃是不
關心別的支派；不關心基督身體其他的部分，乃是背道的源頭。 

• 在整個以色列歷史中，沒有一件事比但設立分裂的敬拜中心這個背道的事，更有罪、
更損害神的百姓—創四九16～18，申三三22，士十八1，30～31。 

• 每一個分裂的中心，都是爲着某個人的私利設立的；這樣的作法不傴引起分裂，也引
起爭競—1，13～31節，創四九16～18，申三三22： 9 



• 在基督教的歷史裏，有過許多的『但人』，他們不願意服在別人之下，反而設立了另
外的敬拜中心—士十八1，13～31。 

• 防止落到背道中，最好的路是顧到整個身體，並且顧到主一個工作中獨一的見證。 

林前10:17 因着只有一個餅，我們雖多，還是一個身體，因我們都分受這一個餅。 

聖經很強的豫言，主回來以前，在祂的子民中間有很重大背道的事：[新約] 
帖後2:3 不要讓任何人用任何方法誘騙你們；因爲那日子以前，必有背道的事先來，並有 

               那不法的人，就是滅亡之子，顯露出來； 

彼得後書的背景和負擔是背道的事—就是偏離神真理的正路—二1： 
彼後2:1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申言者，照樣，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教師，偷着引進毀壞人 

               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也不承認，自取速速的毀壞。 

• 背道的事將信徒從神的經綸岔到那迷惑人的哲學，屬人的邏輯裏—西二8。 

• 背道者的教訓乃是引導他們有分於帶進死亡的知識樹。 

林後11:14 這並不希奇，因爲撒但自己也裝作光的使者。 

• 彼得對付背道的事所用的抗毒劑，乃是生命的供備和真理的啓示—彼後一3～21： 

在三至十一節，彼得用那爲着正當基督徒生活之神聖生命的供備，豫防背道的事。 
彼後1:3 神的神能(神聖生命的能力)，藉着我們充分認識那用祂自己的榮耀和美德呼召我們 
              的，已將一切關於生命和敬虔的事賜給(分賜、注入、栽種)我們。 
在十二至二十一節，他用神聖真理的啓示，豫防背道中的異端—二1註3。 
彼後1:19 我們並有申言者更確定的話，你們留意這話，如同留意照在暗處的燈，直等到天 
                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裏出現，你們就作得好了； 
彼後1:20 第一要知道，經上所有的豫言，都不是人自己的見解；[聖經完全是神逐字默示的] 

• 因着今日的基督教滿了背道，主需要一個恢復—恢復生命和真理。 
約10:10 賊來了，無非是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 
約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10 



今天，在背道的時候，我們需要見證(testify)神純正話語完全的啓示，並需要
爲着神的話裏所啓示更深的真理(the deeper truths)爭戰(to fight)，這些真理包括： 

• 關於神永遠經綸的啓示—弗一10，三9。[神永遠的經綸/計畫] 
弗1:10 爲着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 
            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弗3: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 關於神聖三一的啓示—林後十三14，啓一4～5。[三一神] 
林後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 關於包羅萬有之基督的身位與工作的啓示—西二9，16～17，三11。[基督] 
西2:9 因爲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西2:17 這些原是要來之事的影兒，那實體卻屬於基督。 
西3: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爲奴 
            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 關於終極完成的賜生命之靈的啓示—約七39，林前十五45下，啓二二17。[那靈] 
林前15:45下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啓22:17 那靈和新婦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 
              取生命的水喝。 

• 關於神永遠生命的啓示—約三15～16。[分賜永遠的生命] 
約3: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 
約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遠 
            的生命。 

• 關於基督的身體(就是神的召會)的啓示—林前十二12～13，十32。[基督身體/召會] 
弗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着召會作萬有的頭； 
弗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林前12:27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作肢體。 11 



我們的操練與應用 

12 

看 見 (啟示) 操 練 (實行) 

基督是我們的真丈夫 
作耶和華的使者服事我們 

回到作妻子的正確地位 

神所喜悅的獨一敬拜立場 
基督身體合一的立場 

仇敵撒但扼殺眾肢體盡功用 

不為自己 
顧到並持守基督身體的合一 

人人盡肢體生機的功用 

撒但是背道/毒素的源頭 
基督是抗毒劑 

藉神聖生命的供備(生命成熟長大) 
藉真理的啟示(持守真理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