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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厄遣散了百姓，以色列子民就
各到自己應得的產業去，為佔領
那地方。當若蘇厄在世時，和他
去世後，那些見過上主為以色列
所行的大事的長老們還在的時日，
百姓都事奉上主。(民2:6-7) 



我永不廢棄我與你們所立的盟約，你
們也不可與這地方的居民結約，且要
拆毀他們的祭壇。但你們沒有聽從我
的聲音；你們這是作的什麼事﹖為此
我現在說：我必不把他們從你們面前
趕走，他們為你們將是陷阱，他們的
神要成為你們的羅網。」(民2:1-3) 



以色列子民就住在客納罕人、赫特人、
阿摩黎人、培黎齊人、希威人和耶步
斯人中間，竟然娶了他們的女子為妻，
也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們的兒子，事
奉了他們的神。(民3:1-6) 



客納罕地：主前1200-1030年 

• 即現時的巴勒斯坦，是歷史上各強權
的溝通交滙點和爭奪的對象。這地方
文化複雜，人種也多，在主前十三世
紀時，沒有一個統一的文化和政權。 

• 客納罕人是指住在此地區的人，而居
於客納罕地，與客納罕人一起的還有
五個主要的民族：赫特人、阿摩黎人、
培黎齊人、希威人、耶步斯人等。 



• 培肋舍特人（Philistines）約在主
前十一世紀左右，從加非托爾海島
（Caphtor）來到客納罕地區定居
的。 

 
• 同時，以色列人漸定居於此地區內，
與原住民相處時，有和平的時期，
也有戰爭的時期。 

客納罕地：主前1200-1030年 



客納罕地：主前1200-1030年 

• 尚未攻佔耶路撒冷（民1:21，19:10-12；
蘇15:63），但在民1:8卻說已佔領了耶
路撒冷。事實上，在達味時才能攻佔此
城（撒下5:6-9），當時所指的耶路撒
冷可能是該城附近的城鎮。 
 

• 還有其他未攻佔的地區（民1:27-36）。 



• 是一部紀錄以色列人與天主的關係，自
入客納罕地後日漸疏離的歷史。 

• 是公元前1200-1050間以色列人所經歷
的一些大事。 

• 「當上主興起民長時，上主與民長同在，
在民長的一生歲月裡，救他們脫離仇敵
的手。可是民長一去世，他們又轉行惡，
行為比他們的祖先更壞。(2:18-19)」 

民長紀紀錄了甚麼 



• 以色列子民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民2:11，
3:7.12，4:1，6:1，10:6，13:1）。 

• 上主對以色列大發憤怒（2:14，3:8，10:7）。 
• 把他們交在某仇敵手中（2:14，3:8，4:2.3，

6:1，10:7，13:1）。 
• 以色列向上主呼救（3:9.15，4:3，6:6，

10:10）。 
• 上主派遣民長拯救以色列民（2:16，3:9，10，

15）。 
• 以色列境內得以平安（3:11，30，5:31，8:28，

11:33）。 

本書結構 



本書結構 

上主三次譴責以色列人，顯示以色列 人的沉淪 
 
1.上主的使者從基耳加耳上到波津說：…(2:1-5) 
 以色列人沒有完全逐出原居民，與其同住 
  
2.上主就派了一位先知到以色列子民那裏…(6:7-10) 
 以色列人拜外族諸神 
  
3.上主對以色列子民說：…(10:11-14) 
 以色列人繼續拜外族的神，同時又受外族入侵 



記述十二民長的事蹟，詳述四個主
要人物 (3-16章) 

• 德波辣/巴辣克 對 哈祚爾(北) 
• 基德紅 對 米德揚(南) 
• 依弗大 對 亞孟 (東) 
• 三松 對 培肋舍特(西) 
 
• 顯示以民四面受敵的情況 



基德紅這個人 

被召時對上主的使者說： 
「我主，請原諒! 我憑什麼拯救以色
列﹖看，我家在默納協支派中是最卑
微的，我在我父親家中又是最小的一
個。」(6:15) 



事實 
• 父家擁有篤耨樹、巴耳祭壇、阿舍辣神
像；約阿士可以與城中的人辯論，最終
使他們放棄報復，證明在城中和宗族中
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力(6:30-31)。 
 

• 他自己也有超過十個僕人(6:27)，證明
他在家中亦有一定的地位。 

基德紅這個人(續) 



• 基德紅與上主的使者的對話顯示他對
「上主與他們同在」這話不信及埋怨
(6:13)，他甚至懷疑出谷之事。他用「我
們」這個字顯示這是以民曾遍的印象。 

 
• 對話中他覺得以民沒有錯，是「上主拋
棄了我們」而非「我們拋棄了上主」
(6:13) 

被召 (6:11-24) 



• 使者派遣他，要他以(個人)的力量去
拯救以色列(6:14) 

 
• 基德紅說他人微言輕，無法作領袖 

(6:15)，這與梅瑟被召的對話何其相
似(出3:11) 

被召 (6:11-24) 



• 以民都被外族壓迫(埃及和福地中的各
族)。 

• 兩者都在逃避敵人(埃及人和米德揚人)。 
• 兩者被召時皆推辭：(梅瑟對天主說：
「我是誰，竟敢去見法朗，率領以色
列子民出離埃及？」)(出3:11) 

• 基德紅回答說：「我主，請原諒! 我憑
什麼拯救以色列？」(民6:15) 

比對基德紅與梅瑟的召叫 



• 天主主動召叫，用相同的用語回答兩
人：「我必與你同在」 (出3:12，民
6:16) 

• 說明取勝是由於天主的協助，並非靠
人的能力 

• 選角由天主決定，並非是靠人所表現
的力量和地位 

比對基德紅與梅瑟的召叫(續) 



• 德波辣坐在德波辣棕樹下，基德紅坐在
屬於父親的篤耨樹下，情景相同。 
 

• 上主通過德波辣(人)去召叫巴辣克，巴
辣克只設了一個條件，便同意了(4:8)。 
 

• 上主親自召叫基德紅，基德紅推搪。 
 

• 顯示以色列民對上主進一步的疏離。 

比對德波辣民長召叫巴辣克與天主
召叫基德紅 



• 上主告訴他是：「有我與你同在」，這
就是力量的根源(6:16) 

• 基德紅要求一個標記，證明說話是來自
上主(6:17) 

• 使者把基德紅所準備的食物全部焚燒後，
基德紅便相信他是上主的使者。 

• 基德紅在此地立了一座祭壇，稱為雅威
沙隆( AdonayShalom)「 上主平安/和
平」。 

被召 (6:11-27) 



• 使者叫他拆毀父親的祭壇和打碎阿舍
辣神像，使他陷入自己所相信的神和
父親所拜的神之間的鬥爭危機中。 
 

• 基德紅敢在白天為上主立祭壇，卻不
敢在白天拆巴耳的祭壇，顯示以民被
膜拜外族邪神的罪惡氛圍所圍繞，害
怕外族人，但對觸怒上主的感覺遲鈍。 

被召 (6:11-27) 



• 基德紅害怕異民和推搪上主召叫的
態度與巴辣克被德波辣民長徵召時
相似，但巴辣克只要德波辣同行。
顯示了以民對服從上主的態度每下
愈況。 

 
• 上主要親自臨現，主導整個召叫的

過程。 

被召 (6:11-27) 



• 問題的核心不在以色列和米德揚之間
的戰爭，而是以色列與天主之間的關
係。 
 

• 另一個問題是基德紅「害怕」，這感
覺讓他安於現狀，寧願躲避，在日漸
縮少的空間下苟延殘喘，不敢面對敵
人，改變環境，更不敢反抗。 

被召 (6:11-2) 



反思與分享 

反思及分享一個害怕/懷疑/
抉擇的經歷(個人或所認識的
人)，其後如何克服/度過。 
 
在過程中，信仰有沒有幫助。 



基德紅的恐懼和上主的鼓勵/幫助 

基德紅的害怕/恐懼 上主的鼓勵和幫助 
躲避米德揚人，在搾酒
池打麥。 

稱他為「英勇的壯士」，祝
願他「上主與你同在」。 

懷疑使者的身分。
  

瞬間燒盡基德紅奉獻的所有
食物來作記號。 

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召集
民眾抵抗米德揚人。 

上主的神充滿他，他一吹號
角便召集了地方的居民跟從，
他派出使者，四個支派的人
都派出人來會合。 



基德紅的恐懼和上主的鼓勵/幫助 

基德紅的害怕/恐懼 上主的鼓勵和幫助 
要求記號，要禾場上的
一碗羊毛盡濕，地上全
乾。 

如他所願 

再要求記號，要地面全
濕，羊毛則乾。 

如他所願 

徵集了三萬多民眾 要他遣散「害怕」的二
萬多人 

剩下一萬人 再從中挑選不會「害怕」
的三百人 



基德紅的恐懼和上主的鼓勵/幫助 

基德紅的害怕/恐懼 上主的鼓勵和幫助 

面對多如蝗蟲海沙的
敵人，心存疑懼 

上主要消除他「害怕」
的感覺，主動叫他帶
同一位隨從夜探敵營，
從敵人口述的夢境和
對話中確認將會得到
的勝利戰果。 



• 基德紅所率領的人數(三百人)，和他們的
武器(號角、火把和瓦罐)與敵人的數目和
裝備相比，根本全無得勝的機會，上主
要藉此表明以色列人得勝，完全無功可
恃，一切光榮只能歸於上主。 

 
• 成為成功領袖的首要條件，不是靠個人

條件，也不是對事物無懼，而是靠服從
上主：基德紅害怕拆祭壇，但去做；害
怕敵人眾多，但也去探營。 

戰果 



基德紅得勝後的發展 

• 基德紅在追擊潰敗的敵軍時請厄弗
辣因幫忙堵截，最後大獲全勝。 
 

• 厄弗辣因人責怪基德紅沒有邀請他
們參戰。 
 

• 基德紅以謙卑的言詞平息他們的憤
怒。 



民長後期的發展，見證以色列的沉淪 

• 依弗大與厄弗辣因的戰爭 (12:1-6) 
    起因與基德紅事件相同，結果各異，開
 同族相殘之例。 
 
• 三松與培肋舍特人之戰(14 – 16章) 
 純屬個人情慾原因而戰。 
 
• 肋未人與本雅明人之戰爭(19-21章) 

 集體情慾，引發同族干戈，險滅本雅明
 族，後為補償，強搶外族童女配本雅明
 人為妻。  



民長紀結語 

• 那時，在以色列沒有君王，各人任
意行事。(17:6，21:25) 
 

• 以色列人已完全忘記當日西乃山與
上主立下的盟約：「聽我的話，遵
守我的盟約，…你們為我應成為司祭
的國家，聖潔的國民…」(出19:5-6)
；眾百姓一致回答說：「凡上主所
吩咐的，我們全要作。」(19:8) 



上主就是以色列的 
君王 

 

也就是我們的君王！ 



感謝主，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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