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約經文
日期：8 月 7 日 論教會紛爭－真智慧：屬天智慧 哥林多前書 2:6-16

內文：vv.6-13保羅表明他（信徒）也講智慧，但所講的是透過福音所揭示的真智慧，是屬天、從
神而來，也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神對世人的救贖計劃及信徒因信神而得榮耀。此
外，世人是不能憑眼睛、耳朵、心或頭腦（屬世的智慧）去明白福音的奧秘，唯有謙卑順服
地藉著能參透萬事的聖靈，才能明白神對我們的救恩。vv.14-16 保羅先將人分為屬血氣與
屬靈的，前者看福音不合理、沒有價值，因輕看成了愚拙的人；後者願意跟從聖靈而行，故
明白福音的奧秘。結語時，保羅指出怎樣能成為屬靈人，就是要有基督的心（柔和、謙卑）。

反思：我們生命的內在素質，配得被神看為是屬靈人嗎？有那方面需要改善？

日期：8 月 8 日 論教會紛爭－對傳道人職分的誤解 哥林多前書 3:1-9
內文：vv.1-4 保羅指出哥林多教會的信徒是屬肉體，在基督裡是嬰孩，生命停滯不前（到現在也

只能吃奶），原因是他們嫉妒分爭，對神的僕人（傳道人）職責有誤解而各擁戴各自的僕人。
vv.5-9 保羅指出信徒猶如神所耕種的田地，無論是保羅栽種，亞波羅澆灌，他們都只是神
的僕人，能使有收成的全靠叫五穀生長的神，故僕人們算不得甚麼，真正該得榮耀的是神。
因此，僕人們只是與神同工，一同去耕作及被建造；所以，能事奉神實質只是神給人的恩典。

反思：保羅在這裡看重的屬靈質素是與人和諧。我們心中有嫉妒嗎？與弟兄姊妹之間有紛爭嗎？

日期：8 月 9 日 論教會紛爭－傳道人的身分 哥林多前書 3:10-23
內文：vv.10-15保羅闡明教會要建立在耶穌基督這塊基石上，提醒信徒只可在這基根上繼續建造，

而神的僕人從事建造，都要經過火的試驗（末日的審判），若他在基督的根基上建立的建築
持久（金、銀、寶石作比諭），就會得神獎賞；若建築不持久（草、木、禾稭 作比諭），除
救恩外便一無所有。vv.16-17保羅提醒教會就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其中，是聖潔及尊貴，
若有人破壞則必被神毀壞。vv.18-23 保羅聲言信徒在神面前不可自欺，要知道自以為有智
慧、驕傲是屬世的，是愚拙的。結語時重申神的僕人都是屬教會，而教會是屬神和基督的。

反思：我們現在的生活與事奉態度，能經得起於末日時，神對我們的審判嗎？

日期：8 月 10 日 論教會紛爭－對傳道人的要求及他們與教會的關係 哥林多前書 4:1-21
內文：vv.1-5 保羅稱自己是基督的執事、管家，最重要是對主人（神）盡忠、負責，無須介懷別

人的論斷，也不要自我論斷，因論斷的權在於主。vv.6-8 保羅以自己和阿波羅來說明他們
只是福音的媒介，是絕不可過於聖經所記的福音，免得人會自誇及自以為已飽足和豐富。
vv.9-13神的僕人要有為主受苦的心志，他們像一臺戲被人觀看、被人認為是愚拙、被人藐
視、逼迫、困苦、棄絕。vv.14-17 保羅的愛：一）屬靈父親的心腸。二）既以言教勸他們
悔改（神的僕人是在基督裡供應生命給信徒），也以身教要求他們效法自己對主的謙卑與無
私的奉獻。三）派提摩太幫助他們。vv.18-21 提醒信徒不要自高自大及單講福音而沒有行
為作見證。結語時保羅重申以為父的權柄要他們認真地作出抉擇，並承擔抉擇背後的結果。

反思：我們會否滿足於知道或宣講真理，卻忽視以生命顯出神的權能，就是透過見證讓人見到神？

日期：8 月 11 日 論道德混亂－亂倫：與繼母同居 哥林多前書 5:1-13
內文：vv.1-8 保羅切膚之痛，嚴嚴地指責教會對與繼母行淫的人坐視不理，沒有趕他出去，用神

的權能將他交給撒旦，使他的靈魂可以得救。此外，教會是新團，應持守無酵的性質。vv.9-13
不可與淫亂、貪婪、拜偶像、辱罵、醉酒、勒索的人相交，並重申教會有權對信徒施行審判。

反思：不論斷人等同不批評、不出聲指責嗎？兩者有何分別？我們從保羅的處事態度又有何啟迪？

日期：8 月 12 日 論道德混亂－信徒間的訴訟 哥林多前書 6:1-11
內文：vv.1-6 保羅的指責：一）不該彼此告狀，更不該告在外人面前，使教會失去福音的見證。

二）忽略信徒尊榮的地位，由跟隨神審判世界變為被世人審判。三）是教會極大的羞恥，因
向外人求審問，反映信徒對領袖缺乏尊敬和信心。四）根本不應彼此相爭，應寧可自己承受
侮辱、吃虧，不欺壓別人。vv.9-11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但願意悔改的也被神稱為義。

反思：我們如果真的認信我們各人的一切都是神所賜，是最美好的，這樣對不彼此相爭有何幫助？

日期：8 月 13 日 論道德混亂－姦淫：運用身體的原則與勸勉 哥林多前書 6:12-20
內文：v.12 保羅說明信徒的自由受到兩方面限制，積極是所行的必須要有益處，消極是不受所行

的割制，被它束縛成為擺不脫的癮。vv.13-14 不是主張禁食與禁慾，而是澄清信徒的身子



要為主而活，不是為食物或情慾而活。vv.15-17 信徒的身子是與基督聯合，成為一體，屬
於基督的肢體。vv.18-20信徒的身子是聖靈的殿，但行淫是與罪聯合，使身體不能榮耀神。

反思：從娼妓稱為性工作者、同性戀不刑事化，可見世人對性道德已瀕臨瓦解，我們可以怎樣回應？

舊約經文
日期：8 月 7 日 序言－以色列離棄耶和華去事奉別神（轉去敬拜巴力） 士師記 2:6-3:6

內文：2:6-10是約書亞記 24:29-31的延伸，指出以色列人忽略管教下一代，以致他們不認識神及
神的作為。2:11-15因他們背叛、離棄祖宗的神而去事奉迦南人的神（巴力－掌管風雨、亞
斯他錄－生殖力女神），故神的怒氣向他們發作，降禍攻擊他們。2:16-3:4士師時代之惡性
循環縮影（反叛被壓悔改獲救）及每下愈況（事奉巴力事奉叩拜巴力），故神留下
幾個外族（非利士人、迦南人、西頓人）不趕走，為要試驗他們，給他們悔改與學習跟從神。
3:5-6總結（1:1-3:6）失敗原因：他們住在外族人中間、娶外族人女兒為妻、事奉外族的神。

反思：作為父母或長輩，我們有否忠心將神和神的話教導下一代，使他們不會忘記神和神的作為？

日期：8 月 8 日 十二士師的事蹟－俄陀聶（大士師）的事蹟 士師記 3:7-11
內文：士師記循環及士師簡介請閱附表。v.7以色列人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他們忘記神去事奉巴

力與亞舍拉（大海女神）。v.8神的怒氣向他們發作，將他們交在米所波大米王古珊利薩田共
八年。v.9 他們呼求神，神就為他們興起俄陀聶作拯救。v.10 神的靈降在俄陀聶身上，他就
作以色列的士師，為神爭戰而戰勝古珊利薩田。v.11他們得享太平四十年，那時俄陀聶死了。

反思：俄陀聶是典型的士師，內文可見人犯罪後得拯救，全是神作主動，神的恩典，對此有何體會？

日期：8 月 9 日 十二士師的事蹟－vv.12-30 以笏（大士師）、v.31 珊迦（小士師） 士師記 3:12-31
內文：vv.12-14以色列人又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神就使摩押王伊磯倫強盛及攻擊他們，佔據棕樹

城（耶利歌城），他們便服事伊磯倫十八年。vv.15-30他們呼求神，神就為他們興起以笏作
士師，經文描述他看似平凡、被人輕視（慣用左手），但有膽色、機智、鎮定行事，也懂得
號召以色列人聯合起來攻打摩押人，並以神的應許（神已將摩押人交給他們）鼓勵他們作戰，
結果得勝後享有八十年的太平。v.31士師珊迦用趕牛的棍打死六百非利士人，救了以色列人。

反思：以笏（用左手）與珊迦（並非以色列人）都被輕看，但神興起他們。我們有藉口不被神使用？

日期：8 月 10 日 十二士師的事蹟－底波拉（大士師）的事蹟：大勝迦南人 士師記 4:1-24
內文：vv.1-3 以笏死後，以色列人又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神就把他們交在夏瑣王耶賓手中，耶

賓擁有鐵車九百輛，由西西拉率軍，欺壓他們二十年，他們就呼求神。vv.4-16神興起女士
師底波拉，她向巴拉宣告神已召呼他去作戰，但他畏縮，要求底波拉同去才去，結果雖然他
率拿弗他利和西布倫人去作戰，在神的應許下（神將西西拉交在他手中）擊敗西西拉全軍，
但他也失去當得的榮耀。vv.17-22 西西拉逃到基尼人希百之妻雅億的帳棚裡，雅憶趁他熟
睡時將橛子從他鬢邊釘進去，他就死了。vv.23-24神使迦南王耶賓被以色列人制服及滅絕。

反思：巴拉因小信與畏懼，推搪神對他的呼召，結果失去當得榮耀。這對我們回應神有何提醒？

日期：8 月 11 日 十二士師的事蹟－底波拉（大士師）的事蹟：底波拉之歌 士師記 5:1-31
內文：v.1說明是底波拉和巴拉作的詩。vv.2-5讚頌神的作為（首領與百姓甘心合力作戰）與威嚴

的臨在。vv.6-8壓迫者手下荒涼，令來往的道路變得危險，同時因以色列人選擇別神，故也
無法保衛自己。vv.9-18 主興起底波拉和巴拉率領人去爭戰（以法蓮、便雅憫、瑪吉、西布
倫、以撒迦和拿弗他利支派被受讚揚；流便、基列、但和亞設支派不願參與受譴責）。vv.19-23
基順戰役，神降暴雨將戰車陷入泥沼中，使以色列人得勝。vv.24-27雅憶殺死西西拉而多得
福氣。vv.28-31諷刺西西拉母親等待兒子戰勝回來，結語是祈求神審判以色列的所有敵人。

反思：神的作為使首領與百姓甘心合力作戰。我們在教會又是否甘心合力去事奉神？

日期：8 月 12 日 十二士師的事蹟－基甸（大士師）的事蹟：背景是持續行惡 士師記 6:1-10
內文：vv.1-6 外在背景－以色列人又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神就把他們交在米甸人手裡七年，既

住在山洞內，所撒的種也被米甸人、亞瑪力人和東方人破壞及奪去一切食物，他們在窮乏中
呼求神。vv.7-10內在背景－神差先知對他們說話，責備他們不聽從帶領他們出埃及的神。

反思：內外背景都記述人的叛逆，我們還可責怪神，質問神為何不守約去看顧保守我們嗎？

日期：8 月 13 日 十二士師的事蹟－基甸（大士師）的事蹟：基甸蒙神呼召 士師記 6:11-32
內文：vv.11-24 神的使者向基甸顯現，稱他是大能的勇士，神與他同在，現在神要差他去拯救以



色列人。基甸因質疑神與自己民族同在，故對神的呼召有懷疑，但神再次應許與他同在，他
就向神求透過獻祭的方式得証據。其後又害怕因見到神會死，神就安慰他，他就將壇起名為
耶和華沙龍（平安的意思）。vv.25-32神吩咐基甸去拆毀巴力的祭壇，並為神另築新壇，將
牛獻為燔祭。其後他們知道基甸拆毀巴力的祭壇後，便要約阿施交出兒子，約阿施便趁機諷
刺巴力不是神，基甸因而又被稱為耶路巴力（他拆毀巴力的壇，讓巴力與他爭論。）

反思：神吩咐基甸不單要拆毀巴力的祭壇，同時要去建立神的祭壇及獻上燔祭，背後用意何在？



大士師的事蹟以「拯救以色列人的戰事為主」，結構為：
一）以色列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二）耶和華把他們交在欺壓之人手裡；

三）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
四）耶和華為他們興起一位士師；

五）欺壓他們的人被制服了；
六）國中太平若干年。

小士師則以「士師個人的事蹟為主」，結構為：
一）興起；

二）作士師若干年；
三）死；

四）安葬地方。
值得留意「耶弗他」，他既有大士師結構，同時也有小士師結構，由此可反映出所有士師都多

少帶有「拯救」神的子民的軍事職務。

《士師記》的循環：

公式 概論 俄陀聶 以笏 底波拉 基甸 耶弗他 參孫

1
以色列人行

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2:11 3:7 3:12 4:1 6:1 10:6 13:1

2 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 2:14 3:8 — — — 10:7 —

3 就把他們交在「XXX」的手中 2:14 3:8 3:12 4:2 6:1 10:7 13:1

4 以色列人服事「XXX」「X」年 2:15
3:8

（8）

3:14

（18）

4:3

（20）

6:1

（7）

10:8

（18）

13:1

（40）

5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的時候 — 3:9 3:15 4:3 6:6-7 10:10、15 —

6
耶和華就為他們興起一位拯救

者救他們，就是「XXX」

2:16

2:18
3:9 3:15 4:4 6:14

11:1

11:11
13:5、7

7 耶和華的靈降在「XXX」身上 — 3:10 — — 6:34 11:29

13:25

14:6、19

15:14

8 耶和華將「XXX」交在他手中 2:18 3:10 3:30 4:9、14 7:14-15 11:32 16:23-24

9 於是國中太平「X」年 —
3:11

（40）

3:30

（80）

5:31

（40）

8:28

（40）

12:7

（6）

15:20

16:31

（20）

10「XXX」死了，葬在「XXX」 —
3:11

（—）

4:1

（—）
— 8:32 12:7 16:30-31





十二位大小士師簡表

經文 士師 壓迫者 支派 事蹟

大 3:7-11 俄陀聶

米所波大米王

古珊利薩田
壓迫八年

猶大

名意為「神的獅子」或「神的能力」，為十二探子

之一的迦勒（民 13:6）的女婿，他戰勝了米所波
大米王古珊利薩田，使以色列人有四十年的太平

日子。

大 3:12-30 以笏
摩押王

伊磯倫
壓迫十八年

便雅憫
名意為「聯合」或「有能力」，他是左撇子。他用

一把兩刃的劍刺死摩押王伊磯倫，過程極戲劇
性。最後以色列人有八十年的太平日子。

小 3:31 珊迦 非利士人 ？
名意為「刀劍」，他用趕牛棍打死了六百非利士

人，解救了以色列人的危難。

大 4:1-5:31 底波拉

迦南王

耶賓
壓迫二十年

以法蓮

（？）

名意為「蜂蜜」，是一位女先知，曾在棕樹下打理

政事，她命巴拉出戰，戰勝了西西拉將軍的全軍，
又與巴拉一同作歌歌頌神，最後使以色列人有四

十年的太平日子。

大 6:1-8:32 基甸
米甸人

壓迫七年
瑪拿西

名意為「大能的勇士」，又名耶路巴力，意「與巴
力爭競」。他曾以羊毛乾濕為證尋求神的旨意。他

拆毀巴力祭壇，擊潰敵軍，使以色列人脫離米甸
人及同盟亞瑪力人等七年的壓制，最後使以色列

人有四十年的太平日子。然而，他後期製造了「以
弗得」，禍患後代。

小 10:1-2 陀拉 — 以薩迦 作士師廿三年。

小 10:3-5 睚珥 — ？ 作士師廿二年。

大 10:6-12:7 耶弗他

非利士人

及
亞捫人

壓迫十八年

？

名意為「釋放」或「反對者」。他是一個妓女的兒

子，被父家所趕逐，後與一班流氓過山大王的日
子，當以色列人被亞捫人攻打時，族中的長老邀

請他作領袖，後打敗亞捫人，曾許願當他得勝回
家時第一個迎接他的人，把他歸主獻為燔祭。他

作士師六年。

小 12:8-10 以比讚 —
猶大或

西布倫
伯利恒人，作以色列士師七年。

小 12:11-12 以倫 — 西布倫 作以色列士師十年。

小 12:13-15 押頓 — 以法蓮 作以色列士師八年。

大 13:1-16:31 參孫
非利士人

壓迫四十年
但

名意為「強壯」或「超越」，一出母胎就歸神作拿

細耳人（意即離俗歸主），但此人任性、放蕩、自
我、受情慾轄制、行為敗壞，但神仍用他，藉他

的壞行為成就救以色列人脫離非利士人的轄制。
他作以色列人的士師廿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