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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記第二章 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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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你們也不可與這地的居民立約，要拆毀他們的祭壇。

你們竟沒有聽從我的話！為何這樣行呢？』

3 因此我又說：『我必不將他們從你們面前趕出；

他們必作你們肋下的荊棘。

他們的神必作你們的網羅。』」

4 耶和華的使者向以色列眾人說這話的時候，

百姓就放聲而哭。

5 於是給那地方起名叫波金，眾人在那裡向耶和華獻祭。

希伯來文 Bokiym，哭的意思

勝利後的危機勝利後的危機

三5-6 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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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根本的觀念就是在給這一本書作定位，

從約書亞死後到撒母耳記上第一章第一節，共有四百年，

應當聽從跟他立約的神、信實的神、神的五經，

邪情就帶來他們的世俗化，生活愈來愈像迦南人，

核心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離棄神！

一章到二章五節 ─ 從軍事上的失敗來作導論

二章六節到三章六節 ─ 從靈性為什麼失敗來作導論

一1 約書亞死了，二7 約書亞還在世跟死以後，三6 …
從軍事跟靈性來作反思，

好讓第三章開始的俄陀聶 ─ 第一個士師出現作導論。

‧導論‧妥協是危險而且難避免 ‧妥協的危險是可以避免的

一3 猶大對他哥哥西緬說：…
去與迦南人爭戰，看起來是順利打勝仗了。

一6-7 亞多尼比色逃跑；

他們追趕，拿住他，砍斷他手腳的大姆指。

亞多尼比色說：「從前有七十個王，手腳的大姆指

都被我砍斷，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

現在神按著我所行的報應我了。」

於是他們將亞多尼比色帶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裡。

這給士師記立一個伏筆，以色列後面四百年 ─活該。

開始猶大跟西緬打仗順利，因為拜巴力…，離開上帝；

前前後在顛倒、逆轉，第一章猶大帶領西緬往外 ─ 外敵，

猶猶大在十九章…帶領其他十一個支派打便雅憫 ─ 內戰。

這本書本來是好的，到後面變成被顛覆了，

原因是什麼呢？勝利後的危機。



‧導論‧妥協是危險而且難避免 ‧妥協的危險是可以避免的

第一章、第二章的導論幫助我們瞭解 ─

不要因為前面高速公路多燦爛，就忘了隧道裏的黑暗。

讀士師記就好像開在高速公路的車子 ─

沒有進隧道前，就好像從出埃及記…
進了士師就進入隧道，進迦南地約書亞死了以後，

山地得到、平地沒有得到，沒有想到妥協了，

勝利後有危機的！

第一、二章 ─ 波金的哀哭是因為妥協，

上帝不捨，藉著兩次導論 ─

軍事的導論、靈性的導論，提醒他們，他們，

如果繼續不讓上帝的指南針指引生命的道路，

會愈走愈黑暗、愈走愈黯淡，四百年的隧道在等待。

‧導論‧妥協是危險而且難避免‧妥協的危險是可以避免的

作者的觀點

2. 表面的勝利往往帶來了鬆動 ─ 雖然上帝與我們同在，

但平原、非利士人那麼難、又有鐵車，不太願意全然順服

挪亞出了方舟之後…他放鬆，不像洪水之前盡心傳道

一1-2a 約書亞死後，以色列人求問耶和華說：

「我們中間誰當首先上去攻擊迦南人，與他們爭戰？」

耶和華說：「猶大當先上去。」

猶大就找了西緬一起去，把亞多尼比色殺了、得勝了。

一8 猶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將城攻取，

用刀殺了城內的人，並且放火燒城。

一19 耶和華與猶大同在，猶大就趕出山地的居民居民，，

只是不能趕出平原的居民，因為他們有他們有鐵車鐵車。。

1. 人們容易滿足於表面的滿足 ─ 夠了、放鬆了

‧導論‧妥協是危險而且難避免‧妥協的危險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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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妥協的過程中有骨牌效應

19 ─ 猶大不能趕出平原的居民

21 ─ 便雅憫不能趕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

約瑟家也世俗化跟當地的人融在一起

27 ─ 瑪拿西不能趕出伯善跟伯善鄉村的居民

29 ─ 以法蓮沒有趕出基色的迦南人

30 ─ 西布倫沒有趕出基倫跟拿哈拉的居民

31 ─ 亞設也沒有趕出亞柯跟西頓的居民

33 ─ 拿弗他利沒有趕出伯示麥的居民

34 ─ 但人也垮下去

從猶大、骨牌效應、一個一個通通下去；

因此第二章 ─ 上帝從吉甲上波金，

來警告以色列人「你們有禍了」。

‧導論‧妥協是危險而且難避免‧妥協的危險是可以避免的

4. 妥協的結果是被放棄

二1-5 上帝藉著使者到了波金 ─哭，

你們放棄上帝、上帝也放棄你們。

人間的故事唐明皇，為了給太子娶媳婦楊貴妃…
說 ─ 楊玉環進到宮裏面是到廟裏當尼姑的，

太子很生氣，結果就有裂縫；

安祿山大亂，唐明皇帶了楊貴妃行行復行行，

百姓說楊國忠該殺，最後楊貴妃被殺，唐朝勢力中落。

你棄絕百姓、百姓棄絕你；

你棄絕上帝，上帝就棄絕你。

提醒屬神的百姓 ─ 你有沒有妥協的地方？

生命在勝利之後，忘了成功往往是失敗的開始

士師四百年的黑暗，說明勝利後是有危險、有危機的



‧導論 ‧妥協是危險而且難避免‧妥協的危險是可以避免的

2. 抓住永恆 放棄短暫

要抓住上帝，不要世俗化、放棄短暫，不要被世界所迷惑了，

一定要讀神的話、要仰望神。

1. 留心自己的屬靈盲點

參孫、大衛、所羅門王的屬靈盲點是色情

亞干，約書亞記，拜金

安祿山的大亂，是唐明皇愛色

特別男人記住三個試探永遠不會離開你 ─

權 power、錢 money、色 sex。
任何人留心，會有屬靈盲點。

二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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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我永不廢棄與你們所立的約。

‧導論 ‧妥協是危險而且難避免‧妥協的危險是可以避免的

2. 抓住永恆放棄短暫

被上帝用的人一定會有永恆觀，

人道加上天道，才有辦法頭頭是道。

馬太福音第四章 ─ 撒但試探耶穌也相同，

用權、用錢、榮華富貴都給你了，

提醒神的百姓，要被上帝用一定有三個試探 ─

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今生的驕傲。

摩西為了跟從、事奉上帝，放棄法老王接班人的位子

尼希米為了事奉上帝，放棄王酒政、回去建聖城

但以理寧可不在乎總監的位子，

一天禱告三次敬拜上帝，看上帝超過位子

耶穌勝過試探也是抓住永恆

─ 經上豈不是記著說嗎？

‧導論 ‧妥協是危險而且難避免‧妥協的危險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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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墮落的過程往往是不知不覺的 ─ 骨牌效應

猶大、便雅憫、約瑟、瑪拿西…
第一章的導論

給整本書做次序性的安排，

士師約略是從南邊寫…

士師記四百年不一定是照著時間，

其實照著地理，從南邊到北邊，

每一個地區、每一個支派，

都有代表得勝短暫又墮落的…
燙的水放一隻青蛙下去，

青蛙馬上跳出來，苦難幫助醒過來

溫水，青蛙不知道跳出來，

結果怎麼燒死的都不知道

‧導論 ‧妥協是危險而且難避免‧妥協的危險是可以避免的

4. 有怎麼樣的領袖，就有怎麼樣的手下

猶大是頭、垮下去了，後面通通垮了

士師記結束的時候，猶大帶頭殺便雅憫的人

社會、政治、教會單位，領導是關鍵人物，

任何單位最不乾淨的地方就是領導；

求主幫助教會的領導…
為了上帝的緣故，自己要分別為聖。

有怎麼樣的父母，就有怎麼樣的兒女 ─

基甸生了七十個孩子，

後面妾所生的把他七十個兒子都殺光；

有其父必有其子，後面大殘殺，

實際是因為基甸色情的緣故。



‧導論 ‧妥協是危險而且難避免‧妥協的危險是可以避免的

5. 帶上歷史眼光，造就門徒 ─ 學習迦勒…

一12-13 迦勒說：「誰能攻打基列西弗，將城奪取，

我就把我女兒押撒給他為妻。」

迦勒兄弟基納斯的兒子俄陀聶奪取了那城，

迦勒就把女兒押撒給他為妻。

這一本書像隧道的四百年，

洞口的第一個士師俄陀聶是迦勒栽培的

洞口另外一邊，路得記 ─ 拿俄米、波阿斯、路得

迦勒在約書亞記十四章出來作見證，求那山地，

上帝透過約書亞把亞衲族的地給他；

士師記他知道我年紀最大、資格最好，更要有見證見證，，

迦勒知道洞口、已經進入隧道…

‧導論 ‧妥協是危險而且難避免‧妥協的危險是可以避免的

要有家庭靈性教育，要有歷史眼光栽培兒女…
隧道裏面大家都世俗化的過程，

最要做的就是至少把家庭守住 ─

讓家庭被上帝用、讓兒女被上帝用、

讓女婿成為第一個士師俄陀聶，

後面的亮光不管是以笏、底波拉、基甸、參孫，

還好有洞口的那個亮光。

5. 帶上歷史眼光，造就門徒

洞尾結束四百年黑暗也鼓勵姐妹，

妳可能是波阿斯的妻子路得，生出大衛的祖先，

是洞尾的女生所帶出來的。

求主幫助，能夠從歷史眼光，

讓生命在世俗化的世界當中，彰顯主的榮美。

天父，

幫助屬神的百姓

知道我們是一個墮落的時代；

勝利之後留心有骨牌效應

當領導把自己預備好、領袖洗乾淨

更多的帶歷史眼光，

栽培後面的人為上帝來用

讓華人教會一代一代敬虔。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