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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課程介紹 -典範中與神同行的舊約人物 

 舊約中有許多小人物，他们的故事浮沉在历史時间中，或令人悲嘆，或
令人激勵。（1）教導了我们許多榮神益人的道理，（2）説明許多事
业失敗的鑑戒，也（3）成功闡释了所謂得勝人生的典范。有如一位外
邦小女子雅億可以在知人善用之底波拉与西西拉的衛國战役中勇敢作出
頭功。又如一位聪明的亜比該可以阻止大衛謀殺一位愚昧貪念的人。又
如一位身份卑微的利斯巴為了孩子捨命䕶屍。又如一位先見迦得不畏艰
险成功規勸大衞二次失敗的決定。另一位作地下工作的户篩可以運用巧
計成功破解押沙龍追捕大衞的計㓰。又如書念的婦人充满信心去依靠先
知的作為。又如凶言不避的先知米該雅警告了取巧的亞哈王。又如撕裂
新袍的先知亞希雅,預言了王國分裂。又如两位無知的君王-亜玛謝与
約西亜, 造成了國家危弱。又如一个作奴隶的末底改，以信心教育了
以斯帖拯救了猶太人。這些小人物的故事成就了見証的雲彩，環繞著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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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 



夲季課程簡介 

 延續前年兩季的「與神同行」及去年一季的「典範中與神
同行-舊約先知篇」，這門課程會貫穿新，舊約將一些特
殊人物的品格，心志和作為彰顯出來(也包括他們失敗之
經歷)。我們嘗試用一個季度探討這些代表人物（譬如舊
約的士師，賢德婦人，文士，君王，新約的福音使團同工）
由他們所處的環境時代，生命軌跡，靈命提昇來印證神的
揀選和塑造。這門課程採取大家一起讀經，研經，藉課堂
教導分享，省思討論和自我剖析，期盼更新弟兄姊妹們效
法基督，與神同行的心志，濾淨生活渣滓，建立改善自己
與神的關係, 活出合神心意的人生。 

 



人物 

士師 

君王 

王子 

先知 

書記 

文士 

婦人 

宣教同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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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夲季課程主題內容 

9/5/21 歷久彌新之忠僕迦勒 

9/12/21 大能之勇士基甸 

9/19/21 缺乏果断力之約拿單 

9/26/21 忠心服事耶利米之巴錄 

10/3/21 信心求子之哈拿 

10/10/21 悲情士師參孫 

10/17/21 反例與典範、掃羅與大衛的對比 

10/24/21 誠實求壽之希西家王 

10/31/21 酒政尼希米事奉之亜達薛西王 

11/7/21 下詔允许继續建殿之大利烏王 

11/14/21 保罗宣教同工团隊(1) 

11/21/21 保罗宣教同工(2)-提多,提摩太 

11/28/21 保罗宣教同工(3)-巴拿巴,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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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 
王國前一段時期以色列領袖的頭銜 (1400-1000BC) 

偏離正道的時代 
 以色列中沒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 

主要任務: 
 抵禦外侮的爭戰 - 拯救者 

 治理百姓 - 審判是非 

週而復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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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離經叛道 

受欺壓 

向神哀求 蒙神恩慈拯救 

興起士師 

安居樂業 



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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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士師領袖 次要士師領袖 所屬支派 外敵 

俄陀聶 猶大 米所波大米王 

以笏 便雅憫 摩押王 

珊迦 非利士人 

底波拉 以法蓮 迦南王耶賓 

基甸 亞比米勒(反例) 瑪拿西 米甸人 

陀拉, 睚珥 以薩迦, 瑪拿西 

耶弗他 瑪拿西 亞捫人 

以比讚, 以倫, 押頓 猶大, 西布倫 

參孫 但 非利士人 

以利 利未 非利士人 

撒母耳 以法蓮地利未人 非利士人 



立君王 

 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 说:”我要立
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 华你 神所拣选的人为
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
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
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
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
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
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 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
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 他
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申命記 17: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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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人所行的， 在自己眼
中都看為正；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行仁義公平 比獻祭更蒙耶和華悅
納。[箴言 21:1-3] 

 

 亞述是我怒氣的棍，手中拿我惱恨的杖。我要打發他攻擊褻凟的國民，
吩咐他攻擊我所惱怒的百姓。[以賽亞書10:5，6] 

 

 耶和華神豈看外邦的王和以色列的王不同嗎？豈不都有如隴溝的水，
手中的杖。神是掌管全地萬物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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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藉聖經人物的典範瞭解神的治理心意 

 藉聖經人物的作為誏我們生發效法的心志 

 藉聖經歷史事件使我們確知神在掌權 

 藉討論分析聖經人物加深我們順服神旨的心 

 藉討論分析聖經人物啟發我們正確處世的原則和方式 

 藉討論分析聖經人物引導我們更加愛神愛人,發揮鹽與光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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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久彌新之忠僕迦勒 

 
房栗寶弟兄 

September 5, 2021 
 



歷久彌新之忠僕迦勒 

舊約中三處提及有関迦勒的事蹟： 
（1）摩西差探子窥地事件,僅迦勒与約書亜願順服耶和華
心意（民十三） 
（2）約書亜在迦南為九個半支派首先分地予猶大事件，
長期等候並遵從主心意達45年。（書十四） 
（3）鼓勵女婿俄陀聶领导百姓成為以色列首位英勇士師，
維護了优良猶大家族传统。（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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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久彌新之忠僕迦勒 

 窥地後雖証明該地為流奶与蜜之地，但也造成百姓之蚱蜢情結。 
”二人撕裂衣服説我们所窺探过之地是極美之地，耶和華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
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並且
蔭庇他们的已经離開他们。有耶和華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民十
四：9） 

 但神令他们轉向曠野而去 
”至於你们，你们的屍首必倒在這曠野，你们的兒女必在曠野飄流四十
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屍首在曠野消滅”（民十四：32-33） 
-惟有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兒子約書亜纔能進去（民十四：30） 

13 



歷久彌新之忠僕迦勒 
 迦勒于九亇半支派分地時感慨激昂的回答（書十四：7-11）”耶和華的
僕人摩西從加低斯巴尼亜打發我窥探這地，那時我正四十岁，我按著心
意回報他。然而同我上去的眾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專心跟從耶和
華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説，你腳所踏之地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永远为
業，因為你専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自從耶和華对摩西説這話的時候,耶
和華照他所应許的使我存活這四十五年。其间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看
哪，現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
論是爭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还是如何。求你將耶和華那日
应許我的這山地給我，那裡有亜衲族人並寬大堅固的城，你也曾听見了。
或者耶和華照他所应許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趕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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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久彌新之忠僕迦勒 

 於是希伯崙（基列亚巴Kiribati Arba)為迦勒的產業。又去攻打底璧
（基列西弗 Kiriath Shepherd) - (書十五：16-19）”迦勒説誰能
攻打基列西弗將城功取，我就把女儿押撒給他為妻。迦勒兄弟基納斯
的兒子俄陀聶奪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給他為妻。押撒过門的時候，
勸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塊田，押撒一下驢，迦勒问他説你要什么。他説
求你賜福給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給我水泉，他父亲就把
上泉下泉賜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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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勒生平 
 迦勒屬基尼洗人（Kenizzites是一支原居迦南地歸化猶大支派的外邦
人，参考創十五：19及出十二：37）歸化原因可能是迦勒母亲是猶大
族人。 

 請注意在約書亜記中（書十四，十五章）之英雄迦勒並非历代志(代上二：
7）所提之猶大曾孫迦勒（又名基路拜）或代上四：1所提之迦米（又名迦
勒）。因時間相差近四百年。 

 迦勒父亲耶孚尼，与俄陀聶（Othniel)父亲基納斯為兄弟。故俄陀聶娶迦
勒女兒押撒（Acsah)為堂兄妹婚姻。 
-迦勒雖是一歸化猶大族之外邦武夫，相当猶大家族之護院。工作出色在
摩西揀选探子窥地時，甚至為猶大族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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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1) 迦勒有感而發所言（出自肺腹之感恩,書十四：11 ） 

 (2）摩西祝福亜設支派所言（自然流露之祝福,申卅三：25） 

 (3) 基甸俘虜米甸首領令其子益帖將其殺戮時所言(对神敬
畏之心，甚至包括敌人,士八：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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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灵領袖的特質 

從迦勒身上我们看到什么屬灵領袖的特質 
（1）勇敢 - 当分地命令一出,没有考虑年紀,没有考慮艱難,全然擺上。 

（2）忠心 - 当眾人因胆怯違背神心意時,迦勒是首先站出來反对,毫无
畏懼被石打死之威脅 

（3）順服 - 為完成神之應許,安心等候45年 

（4）提拔後進，毫无私心 - 成就俄陀聶,押撒之佳話 

 (5)追随眾意並非正確 -在绝大眾意中如何遵行神的旨意,不但要違背了
所謂”民主”的原则,更需要聖潔的勇气与順服的決心 

（6）恒心与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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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1) 
 迦勒在窥地事件中与其它十位探子（majority）意見完全
不合，且几遭滅顶之災。但他在其後的四十五年岁月中，
仍充份与此些”不成材”的会眾合作，一同流浪曠野 ，
一同与外族争战，一同全力擺上。請问我们基督徒应该如
何努力在謀取和諧共處的前提下, 仍能在意見上作一位
[与眾不同]的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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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2) 

 無論您是否為長春會友-松柏団契団友，您應該距離迦勒
的 「Magic 85」尚有些服侍年月。感謝神！請問您對尚
有的年月有些什麼服侍的規劃？您最想獻身投入的事工在
那些方面呢？請問您有沒和教會的負責同工群分享您的迦
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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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加入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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