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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士师记到这里已经结束。剩下的部分不是按历史时间顺序记载下来的。

从第十七章开始的是士师记的附录，大致告诉我们约书亚之后以色列国的道德状况及一些

相应的故事，一些是紧接着约书亚之后发生的事。所以，要请你将你思想中的时钟往回倒。

我们以按时间顺序来到了参孙时代。参孙之后兴起的是撒母耳，读完路得记后我们会回到

那里。

但现在我们要进入本卷书的附录。在此后几章，我们将读到士师时代以色列国中的一些道

德败坏事件。这是要让我们深入地看到在这段时间里，神子民没把神当作他们的王时，道

德败坏的情形。

第一个故事是从第十七章开始，

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一千一百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

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阿，

愿耶和华赐福与你。」米迦就把这一千一百舍客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

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

还他母亲，他母亲将二百舍客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

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得，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作祭司。那时以

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师记 17：1－6）

这里对以色列人的道德堕落有一个清楚的看法：他们忘记了一个事实，即神是他们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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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是顺服神，而是根据个人眼中看为正的来行动。这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时期，每个

人都凭己意而行，就像今日的现实主义，每个人都凭感觉而行，没有什么正确的或错误的

方式。只要感觉好，就去做好了。这就是当日在以色列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情形，各人都

按自己眼中看为对的而行，没有真正顺从神和神的律法。

这里，米迦所造的像不是异教偶像的像，无疑的，是他认为的上帝的像。但是神在十诫的

第二条里，明确地说不可铸像并向它跪拜。因此，他制作上帝的像违背了神的诫命。他造

神的像，不是要离开耶和华转向巴力、摩洛或其他别神。他造了一个放在家中的耶和华神

的像，再佩上以弗得，想把对耶和华的敬拜整个弄在一起，在家里设立了一个小小的敬拜

中心，好在那里祷告敬拜。

这是神明明禁止的。他已失掉神同在的感觉，想要找一些东西来提醒自己神的同在，就在

自己家里设立了一个小小的敬拜中心，作为自己在那里祷告的私人祭坛。

无论何时人们制作偶像，都表明他已失掉神同在的意识；其次，这也意味着他渴望自己能

意识到神的同在。因此他就设立神像来帮自己意识到神的同在。所以这实际上表达了渴望

自己重拾那失去了的与神活泼相交的关系。

一个人设立偶像，实际上就是在见证自己与神的关系中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需要一些

东西来提醒自己神的同在。而任何像和偶像都是灵性败坏的标记。

注意到米迦没有真的背离耶和华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一直都提到耶和华的名，但他在与耶

和华的关系上，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所以会去作这些小神像，在家里设立一个敬拜祷

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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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

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

从那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

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

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士师记 17：7－10）

这是利未支派败坏之处，他们成了职业宗教人士，有点像为了年薪十舍克勒银子，一套新

装和他每日的食物，出卖自己来做宗教事务。

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作

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

人作祭司。」（士师记 17：11－13）

这是个图利行为。我知道自己会发达起来，因为我有个利未人当祭司，这是他雇这利未人

的唯一原因。这样他就能发达，换句话说，这是要利用神来得利。

保罗在新约里讲到那些以敬虔为得利门路的错误。他说这是毒害人的，他说：远离那些以

敬虔为得利门路的人。米迦就有这种错误观念：「噢，我现在请了一个利未人作祭司，神

会一定会让我发达的。」可见，他是想花钱雇一个祭司，以铺成自己的发达之道。

第十八章

这些就是这一故事背景。这个从伯利恒来的年轻利未人，在米迦的家里作了私人雇佣的职

业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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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士师记 18：1）

因为他们不能把非利士人从亚实突，亚实基伦，迦萨和美丽的山谷区驱逐出去。他们在这

时仅拥有一小片区域——小小的以实各谷，就是耶路撒冷向特拉维夫方向，离耶路撒冷二

十英里的地方。但是大片区域都被非利士人占着，他们不能把他们赶走。所以他们就开始

另觅他处居住。他们差遣六个人到全国各地去看是否另有让他们但支派居住的地方，好让

他们有更多地方耕种等等。因为现有的地方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但人从琐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

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

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作甚么，

你在这里得甚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作祭司。」他们对他说：「请

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

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士师记 18：2－6）

换句话说，你们尽管平安地去，神会在你前面带领你们，让你们在所行的道路兴盛。

五人就走了，来到拉亿，见那里的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

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士师记 18：7）

他们找到了拉亿城，那里的人过得很随意，也不与别人交易，离西顿也很远。事实上他们

与西顿隔着黎巴嫩山。他们孤立无援，看来很容易攻打。

他们居住在一个如此美丽的地方，正好有约但河流过，又靠近约但河的源头，没有水污染，

河水清澈，而且还有很好的耕地，真是个漂亮而肥沃的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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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你瞧，若能住在这里该多好。」于是，他们回到他们支派住地，描述他们所发

现的地方说：那里很美很出色，适于生活，真是好地方，是以色列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因此，他们派出了六百人的军队去攻取这城。他们再次来到以法莲山地这祭司那里，进去

对他说：「嘿，我们部落需要一个祭司，你若成为一个部落的祭司岂不比一个家庭的祭司

更好吗？我们会给你更好的薪水。」

这样，这年轻人就跟他们一起走了。但他连偶像也一起抢走了。米迦回到家，他发现偶像

被拿走，祭司也不见了，又听一些邻居聚集在一起说：「他们从那个方向去了。」所以就

赶紧去追他们。

那六百人都是奔赴战场的膘悍的战士。米迦却追上去说：「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的祭司和我

的银偶像带走？」等等。他真的就与他们对上了。

他们说：「你这个家伙是在自找麻烦，最好回家去，小心被修理。」他环顾四围，看到这

些人都身带刀剑，就决定回家，三十六计走为上。

这些人带着这年轻人，来到拉忆，夺取了那城，消灭了那地的居民。这样，但支派的大部

份人就迁移上来，住在呼拉谷的上方，有约但河从黑门山发源蜿蜒而过。这样，那地就成

为但支派的地盘，被称为但，河也被称为约但河。约但的意思是「出于但」。因为这里是

约但河的源头，所以这河取名为约但，即从但而出的河。

以上讲的是许多小故事中的一个。从接下来的第二个故事则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特定时

间里，以色列的文化和宗教的混乱状况。这是一个关于利未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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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士师记 19：1）

以色列没有王，神要以色列成为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由神来作王，百姓都顺服祂的统治。

但这里「以色列没有王」的宣告，意指百姓不顺服神，因此混乱不堪。每个人都照自己认

为正确的而行，因此造成很大的混乱。

这里讲这些事不是要表达谴责，事实上只是想表明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以色列民中存在

的混乱，全部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

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

子为妾。（士师记 19：1）

一个祭司娶妾是错误的，要注意那不是他的妻，而是妾。这是在效法周围外邦人的习俗，

连祭司也受到了影响。此时，他的妾离开他，出去作妓，然后就回到了她住在 伯利恒的父

家。数月过后，他想念回家的妾，决定把她带回来。他们是同居的关系；没有结婚而生活

在了一起。

今日一些人认为自己很摩登，很时髦——你看，「我们住在了一起。」似乎他们是很时尚，

很特别。事实上，这在很久前就有了，已经很老套了。犯罪行为往往最初就已经有了。

他下到伯利恒她父亲家，与她谈话要她跟他回去。他在她父亲面前表现很好，让她父亲很

喜欢他，她就决定与他一起回去，但是她父亲说：「啊，不急，让我们喝点酒，开心开心。」

这样，他们就一起喝酒直到天将晚的时候，那人说：「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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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你今晚不能走，明天再走，明天再上路。」他只好留下。第二天他们起来，又开始

庆祝，整日饮酒直到晚上才说：「我要走了。」

「哦，你不能走，现在天黑了，等到明天再走。」这样，他又留了一夜。之后，同样的事

再次发生。

到下午他说：「嘿，我要走了。」

「啊，不，不，今晚留下，明天起早好赶路。」

他说：「嘿，我必须走了。」他就准备了两头驴，他带着他的妾和仆人，开始从 伯利恒回

以法莲。

到了夜晚，他们来到耶布斯，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这里离伯利恒约五里路。仆人说：「我

们最好进城过夜。」

他说：「不，我不想在不属于以色列人的城里过夜，我们继续走吧。」他们就来到拉玛，

它是在耶路撒冷北边的郊区，他们不中意，就再往北走，到了便雅悯人的一个城，叫作基

比亚。

他告诉他的仆人：「我们就在这里过夜。」

他们就往前走．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就

坐在城里的街上，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士师记 19：14－15）

当时没有旅馆。人们都很好客，会招待你到他们的家。当时旅行在外，受人款待是很常见

的事，你们往往会说一句：「进来与我们同过一夜吧。」可这时，却没有人接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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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人从田里回来，他工作得较晚，也是从以法莲山区回来。也就是说，他是以法莲支

派的人，不是便雅悯人，当他看到这位老兄在街上，就说：「你在街上作什么？你不能在

街上过夜。」

他说：「没有人邀请我到他家过夜。」

他说：「那就到我家来吧。」

他说：「你从那里来？」

他说：「我来自以法莲，从伯利恒的旅途回来」。「哦，我也来自以法莲，你来自那里，

你知道某某地方，某某地方吗？等等」，「是的」，他们一边走一边闲聊，然后就到了他

家里。到了夜晚，基比亚的人来敲大门，说：

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士师记 19：22）

我们发现引起神审判并毁灭所多玛的事，正好在便雅悯支派，祂自己的百姓身上发生。当

时，天使来到所多玛罗得家中，城里的人围着房子说：「送他们出来，我们好认识他们」，

即「我们好与他媾合」，或「与他发生同性性行为」。而在这里，我们看到道德上的这种

败坏，甚至发生在神的子民便雅悯人中间。这就让你看到了士师时代，以色列人道德败坏

的情况，也看到了当时的整体文化状况。

老人说：「嘿，这人是我的客人，我有个女儿是处女，还有他的妾，你们向她俩作你们想

作的事吧，但不要碰我的客人。」

女人，要感谢耶稣基督，祂为女权所作的是绝对荣耀的，你看看今天世界上那些基督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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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不大的文化里女人的地位，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是耶稣基督祂把女人从奴仆般的，被男

人随意卖掉的地位，提升到在神眼里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不论男女，

都没有性别的高低，他们是平等的。

耶稣把女人从异教文化里被视如尘土般的从属地位提升起来，给了她们以尊重和尊严。这

在异教文化里的男人是不愿给的。你今天去以色列看看贝都因女人，就会感谢耶稣基督为

你所作的。是祂提升了女人的地位，带给她们尊重、荣耀、名誉和平等。

但士师记这里，祂还没有来。人们仍在随从周遭的文化。这个老人愿意把他还是处女的女

儿给这群充满肉欲的人群——「不要动来我这里的客人。」他们最后把那妾送了出去。那

些人整夜强暴她，一个接一个直到隔天早晨，她爬回到房子的台阶，死在那里。第二天早

晨，祭司出来对她说：「起来，我们走吧，你怎么了？」却没有回音。他去摸她，发现她

死了，就把她放在驴背上，带她回到以法莲他的家中。他把她的尸体切成十二块，送给以

色列的各个支派。

第二十章

此刻，他所希望的事就要发生了。以色列的各支派都很震惊。收到残缺不全的肢体，或一

只脚，或一个头时，他们都相当惊吓。于是，他们聚集到了一起，那人就讲述 便雅悯人在

基比亚对他所作的恶事。以色列人都受到了很大刺激，都起来反对便雅悯人。他们聚集了

四十万人的军队，决定去攻打他们。

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争战呢？」

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士师记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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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犹大支派就上去攻打基比亚，但是便雅悯人很强硬。他们有七百人能用投石器在百码

外投石，百发百中。

犹大支派上来攻打基比亚，当然便雅悯人也出来迎战。他们说：「把那些干这些恶事的家

伙交出来，我们要杀死他们。」

便雅悯人不愿将他们交出来，他们说：「你们来抓他们吧。」这多少带着点挑衅的成份。

但是犹大人却被便雅悯人打败了，在战斗中被杀了二万二千人。以色列人就来鼓励他们。

并决定第二天再次开战。

未摆阵之先，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号直到晚上，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

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第二日，以色

列人就上前攻击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接战，又杀死他

们一万八千，都是拿刀的。（士师记 20：23－25）

他们只好禁食祷告，向神呼求。我必须承认在这里我有点迷惑——为什么神送他们去打仗，

说：「去打吧」，他们却吃了败仗？我不知道，而且很困惑。他们头两天出去打仗前，尽

管神对他们说可以去，并且还说了让谁先去，却还是打了败仗。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

也许会说：「哦，你也说自己不懂，那就太糟糕了。」也许是吧，我确实不是什么都懂。

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今天早上在聚会后一位女士问我，她说：「为什么神预知参孙会失败，还拣选他呢？」这

是个好问题，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然而，我想说的是，关于神的事，我有许多还不明暸。

但我很高兴我不明白，因为这让我敬畏祂。我知道祂比我聪明。如果神所知道的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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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知道，我跟祂一样聪明，我怎么还能敬畏祂呢？不仅如此，这还让我有机会来操练信

心，虽然我不喜欢，但还是得常常被迫来操练。要知道，相信我不懂的就是信心，相信我

知道的则是理性，智慧。

我知道很多事，我相信它们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智慧告诉我：「这是对的」。我能用我的智

慧来衡量，来推理。所以如果你说：「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很好，还有很多的历

史证据可以证明。同样地，如果你说：「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没什么了不起，因

为有很多的历史事实及证据。如果说你能在历史上证明什么事，就能同样证明耶稣从死里

复活。如果历史能证明过去发生的事件的价值，能证明汉尼拔通过阿尔卑斯山，就能同样

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像你能证明汉尼拔通过了阿尔卑斯山一样，或是证明华盛顿通过

特拉华。因此，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我能照历史的方式证明耶稣

已从死里复活。但有些事不能证明，我得凭信心相信。这样神就能得荣耀。如果我说：我

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很好，鬼魔也相信，这能使我有什么特别吗？一点也不会。

但是，你来到信心的领域是不能证明的。在那里我只能凭信心相信那些事就是事实。祂死

了。没错，这是历史事实。但是，祂是为我的罪死了，就是我需凭信心接受的事实。祂死

时，神把我的罪放在了祂身上。我得凭信心接受这一事实。同样，祂复活了。这是历史事

实。但在祂的复活里，为我准备了称义。这就需要信心，使我得救的信心。这信心就是相

信我不明白的。我不明白祂是怎样为我而死，为什么要为我死。我不明白我如何能因祂的

复活而称义。但是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宣告的。

在我的基督教信仰经验里，有许多我相信的事不能进行推理证明。尤其是当人问我：「为

什么神要怎样怎样…？」时，我会说：「这就是你需要进深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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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神所有的原因。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以赛亚书 55：8）

因此，碰到不能用理性来理解的事时，我就凭信心相信，既然神这样说，我就这样信。靠

的是信心，不是推理。这样，我就进到了比理性更高的信仰实在之中。因为是神说的，而

祂不能说谎，所以我就相信祂所宣告的真理。尽管我不能进行推理，不能通过逻辑来理解。

因此，如果你问我：这里为什么神说：「好，去吧」，然后却让他们打败仗？我不明白，

但是这是事实，我相信这一点。

第三天，他们禁食祷告，等候神：「我们是否还要再去？」

「好，再去。」

这一次，他们改变了他们的策略。他们先派一些人在城池四围埋伏，便雅悯人出来时，他

们就佯退，把他们吸引到离城稍远的地方。然后，那些埋伏的人再进城放火。 便雅悯人回

头看见城池着火，无心恋战，结果被杀了两万人。有些想逃跑的也被他们捉住，杀了三千。

另外一处又被杀了几千。结果，几乎所有便雅悯族的男人都杀光了。事实上，只有六百个

男人逃过了这场杀戮，其他的都被消灭了。

第二十一章

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士师记 21：1）

便雅悯人作了这种事，我们谁都不让他们娶我们的女儿。这是他们的誓言。容我说，大多

数的发誓，比如像这一个，都是愚蠢的。在圣经中，多数的誓言都是愚蠢的。这一个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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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例外。当年，扫罗看见约拿单消灭了非利士人，就说：「谁在扫罗消灭完敌人以前吃

任何东西都要被咒诅。」这是愚蠢的誓言，因为当天稍后，战士们追赶非利士人时，都很

饥饿。他们又昏又弱，因为他们没有进食，已经筋疲力竭了。他们本来可以杀更多的 非利

士人，打个大胜仗。

可是，扫罗愚笨的誓言却是毫无根据：「在扫罗完成任务前，任何人进食就当受咒诅。」

——这有点高抬自己。当然，他的儿子约拿单没有听到父亲的话，正忙着与非利士人战斗。

跑过森林时，看到了蜂蜜，他就用矛挑着它来舔着吃，这样就恢复了力气，能继续战斗。

之后，扫罗说：「今天谁违背了我的誓言？」

没有人出来检举。他就说：「把人分成两部分，你们和我儿约拿单要挚签」，这签落在扫

罗和他儿子身上，他说：「约拿单，你作了什么？」

「嘿，父亲，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经过森林时，看到蜂蜜，就用矛挑着吃了。我就重

新得力了。嘿，父亲，你说那些话是愚蠢的，看看这些家伙多软弱，如果他们更有力，我

们今天就能把非利士人斩尽杀绝了，但是他们却精疲力尽了。」

扫罗气极败坏地说：「把他处死。」哦，看这个蠢家伙，难怪他在结束他生命前他自己承

认说：「我活得像个蠢人。」那真是名符其实。

耶弗他也发过蠢誓。我们读过，还记得吗？「第一个从我家出来的我要作燔祭献给主。」

圣经多次说到要谨慎你的言语。进到神的殿，你要闭紧你的嘴巴，以免你开口得罪神。我

想这不是一句箴言，但它应该是。最好是闭上你的嘴让人以为你是笨人，然后才开口，解

开疑团，因我们的嘴常常带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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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誓言也同样愚蠢。便雅悯人被消灭后，只残留了六百人。这时他们想：「哦，我们

将失掉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要被消灭，这太可怕了，我们不能这样作，我们怎么办呢？」

「是否有那个城没送人来参战？」

有人说：「我没有看到从基列雅比的人。」他们就去核实。

「有从基列雅比来的吗？」没有从基列雅比来的人。

「让我们去基列雅比，除了处女以外，我们去杀光他们所有人员。然后将处女带来，让她

们嫁给这些人。这样就不会违背誓言了。」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和他们一起发誓，他们就

要去杀光所有基列雅比人。这真可怕。其实是在用更大的愚行来遮盖原来的愚行。要知道，

一旦你开始犯罪，就会一个接着一个犯下去，让你越陷越深。这真是悲剧。他们就这样做

出了可怕的事。

他们到了基列雅比，杀光所有已婚的女人、所有的男丁。把所有处女都带了回来，但还是

不够。仍有许多便雅悯男子没有妻子。他们问自己：「我们要怎么办？」

当时示罗是宗教中心。他们就在示罗设宴，在筵席中，会有年轻的处女出来跳传统民族舞

蹈。

他们就问便雅悯人，有谁还没有妻子的？「在筵席中，当年轻处女出来时，你们就藏在树

丛里，如果你看到钟意的女子，就带她走吧。」好像是萨第霍金斯反过来的故事，如果示

罗人来跟我们说：「嘿，他们绑架了我们的女儿。」我们就说：「行了，算了吧，我们会

保护你们的。」那一年筵席开始时，示罗的年轻处女出来跳传统舞蹈。这些便雅悯人就找

着喜欢的女子，带着跑了。这样，便雅悯支派就被保留，没有从以色列族中被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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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圣经不赞成这事。事实上，圣经谴责这种做法。这是错的，愚蠢的。但是事情就这

样发生了，因为他们失去了神是他们的王这一意识。而这刚好让大家看到士师时代， 以色

列的信仰和民风有多混乱。

最后，这卷书以和开始相同的词句结束：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师记 21：25）

我要告诉你，当人任意而行，往往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许多人的精神和道德水平都很低，

不能让人照他们所想的生活。否则，他们就会形同野兽。可见，让我们的生命顺服神，让

祂作我们的王是何等重要啊！

下一讲我们将进入美丽的路得记，让我们起立。

让我们一起来唱根据民数记第六章写的这首歌。很长时间来，我一直想请克瑞斯多教我们

唱这首合唱曲。它有点像离别之歌，我想聚会结束时唱它特别好。让我们离别时，彼此来

宣告神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