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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爱和祷告
献给我的第一个曾孙女

莎拉 · 伊丽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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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劫匪

以色列民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了应许之地，迦南地。但是他
们没有按照耶和华上帝的吩咐，从他们所分得的土地上把当地的迦南
人都赶出去，而且他们还和当地的迦南人混杂居住。约书亚还在的时
候，以色列百姓都敬拜耶和华。约书亚死了以后，见过耶和华为以色
列人所行大事的众长老还在的日子，百姓仍然都敬拜耶和华。后来，
这些长老也死了，以色列人就转去敬拜住在他们中间的迦南人所拜的
假神偶像，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上帝。

因此，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藉着住在迦南地的其他民族来抢
夺、欺压他们。以色列人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
当以色列人受到外族奴役，困苦难耐、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向耶和华
上帝哀求。耶和华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基甸就是其
中一位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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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是玛拿西支派，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儿子。他和父亲住在
俄弗拉，当时玛拿西支派在约旦河西的半个支派所分得的土地，是迦
南地中部最肥沃的地区。那里的农田里长着大麦和小麦，果园里长满
各样的水果，郁郁葱葱的草场上牧放着牛群、羊群，有绵羊和山羊，
到处都是鲜艳的野花。

四十年来，俄弗拉的以色列人都过着丰足的生活。但是，最近这
七年，每逢以色列人撒种以后，有一大群的劫匪，就是米甸人、亚玛
力人和约旦河东部落的人，就会倾巢而出，像蝗虫那样，四处掳掠。
他们不但抢走以色列人的庄稼和水果，还夺走以色列人的绵羊、山
羊，牛和驴。这些劫匪还会带着牲畜和帐棚上来，在俄弗拉直到迦萨
一带扎营。整个夏天都呆在这里，并且毁坏全地，不给以色列人留下
一点点东西。所以，以色列人就过着极其穷乏的日子。

那时候，以色列人都很害怕米甸人。妇女们着急地对自己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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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米甸人经常这样抢我们，这日子真没法过啦！我们不能住在这
里了。”

于是，以色列人被迫带着孩子逃到山上，在那里挖穴、挖洞、建
造营塞。但是，仍然无法逃过那些劫匪的掳掠。以色列人都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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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敬拜耶和华上帝，转去敬拜迦南人的
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造成的。

就像基甸的父亲约阿施，多年前，他是敬拜耶和华为独一真神
的。约阿施的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所赐的”。约阿施的父母
这样给他起名，是因为他们看约阿施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但是，约
阿施后来和当地的以色列人一样，随从了迦南地的风俗，去敬拜巴
力。他建造了一个大祭坛，向巴力献祭，还竖起一根高大丑陋的柱
子，敬拜女神亚舍拉。那里的以色列人还用可憎恶的东西来敬拜巴力
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就惩罚他们，允许米甸人来掠夺他们的财
物。

现在，又到了收获的季节，以色列人又要面临米甸人的抢夺了。
于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急难的日子就哀求耶和华救他们。

耶和华听见以色列人的呼求，就差派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
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出来，离开
你们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
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拜他们的神。
你们却不听从我的话。’”

但是，很多以色列人不喜欢耶和华派来的先知说的话。

有一个人说：“那个先知肯定是疯了，他要我们不再拜巴力，那
怎么行。”

另一个人就接着说：“巴力可以赐给我们雨水，降雨浇灌庄稼；
他也使土壤肥沃；祝福我们的牲畜生更多的羔羊、小牛，还让我们能
够生出健康的孩子。这全都要靠巴力，巴力是有大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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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人说：“我们怎么能不拜巴力呢？不可能！拜巴力的庆
典又热闹又好玩，我们要是不拜他，他会攻击我们，我们就都会灭亡
喽！”

这些以色列人不听耶和华派来的先知说的话，他们都错了。这个
世上只有耶和华上帝，才是天地的创造主，是真正掌管大自然，从天
降下雨水，使牲畜健康的真神。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士师记：6章1-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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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基甸在俄弗拉是做什么工作的？

2 俄弗拉人遇到什么问题？

3 为什么上帝允许劫匪掳掠以色列人？他们做了什么错事？

4 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愿意放弃对巴力的敬拜？他们错误地认为巴
力能做什么？

5 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许多人错误地敬拜独一真神之外的东
西。你能说出人们用什么方式敬拜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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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帝呼召基甸

现在正是收割麦子的时候，住在俄弗拉的以色列人，个个人心惶
惶，他们都会说：“今年的麦子收成还不错，真希望米甸人别再来抢
夺我们的粮食。要不然，这日子就真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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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也非常害怕收下来的麦子被米甸人抢走。他要赶快把收下的
麦子打了，藏起来。但是，如果在禾场上打麦子，米甸人一来，他就
一粒麦子也拿不回家。基甸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把麦捆藏到酒醡池
里，然后在酒醡里打麦子。酒醡，就是压醡制酒的地方。那里虽然
窄，但是至少地方还够用，最重要的是够隐蔽。

基甸一个人来到酒醡，从麦捆里抽出一些麦子，铺在榨酒池光滑
的石头上，然后拿起连枷打麦子。他要尽快把这些麦子打好，藏起
来。

这时，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杖，来到基甸身边，就在酒醡旁边
的橡树下坐下来。基甸专心地在打麦子。连枷打在麦穗上，麦粒就从
麦穗上脱落下来。他完全没有留意有人来到了他的身边。

那人就开口，对基甸说：“大能的勇战士啊，耶和华与你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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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吓了一跳，抬头看到那个人，心里很疑惑地想：“他说什
么？‘大能的勇战士’？大能的勇士在哪呢？”基甸看看四周，没有
别人。看起来，这个人是在对他说话。基甸又想：“这个人能说
出‘耶和华与你同在！’这样的话，一定非比寻常。”于是，他就用
以色列人最尊敬的称呼，“主”，来称呼这个人。

基甸对他说：“主啊，如果耶和华和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
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
吗？现在，祂奇妙的作为在哪呢？祂丢弃我们了，把我们交在米甸人
的手里。”

那人就说：“你要尽你的能力，从米甸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我
差派你去！”

基甸心里想：“什么？靠我拯救以色列人？怎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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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就回答说：“主啊，我有什么能耐拯救以色列人呢？我
家在玛拿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是最不重要的。”

那人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一定能打败所有的米甸人，就像
打败一个人那样。”

当然，基甸也希望以色列人能打败米甸人，但是他没有办法相信
刚才听到的话，让他来拯救以色列人。

基甸就问：“如果我真的能照你所说的，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
我一个证据，来证明你对我说话的真的。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回
来，把礼物带来，放在你面前。”

那人说：“我必等你回来。”

基甸就回家，预备了一只山羊羔，又用二十二升的细面做了无酵
饼，把肉放在筐里，把汤盛在罐子里，带到了橡树下，献在那个人的
面前。这是以色列人在和平充足的日子招待尊贵客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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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就吩咐基甸说：“把肉和无酵饼放在石头上，把汤倒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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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照着做了。

那人伸出手中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岩石中出
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那人就不见了。

基甸看见，吓了一跳。他相信，这个人不是平常人，是耶和华的
使者，他说的话是耶和华上帝的意思。

基甸心里就害怕了，他祷告说：“不好了，主耶和华啊，我面对
面看见了祢的使者。”

基甸认为他遇到的是耶和华的使者，是因为以色列人相信，人面
对面地见到上帝的本相，就会死。基甸不知道上帝也可以用人的形象
出现，其实他遇到的是耶和华上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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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必害怕，你不会死的！”

于是，基甸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
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

基甸知道，耶和华要让他带以色列人打败那些残酷的米甸人。有
耶和华上帝带领他，他就愿意顺从。

但是，基甸要怎么做呢？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士师记：6章11–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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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陌生人对基甸说了什么？

2 陌生人要基甸去做什么？基甸如何回应？

3 基甸给陌生人带来了什么？那人对基甸带来的东西做了什么？

4 陌生人是谁？基甸是怎么知道的？

5 如果你是基甸，你会有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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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力的祭坛不见了

耶和华上帝在基甸酒醡旁的橡树下对基甸说：“我与你同在，你
一定能打败所有的米甸人。”

基甸带着打好的麦面回家的时候，不断在想着这一句话，“去打
败米甸人，耶和华会要我怎么做呢？我首先要做什么呢？”

基甸回到家里，没有对家人说起这件事，因为他是这样想
的：“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呢，如果现在就告诉家里的人说，耶和华上
帝要我去打败米甸人，祂还答应会帮助我。他们一定会认为我疯
了！”

当天晚上，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要取你父亲的那一头七岁公
牛来，你要去拆毁你父亲为巴力筑的祭坛，砍下祭坛旁边的木偶像亚
舍拉。然后，在磐石上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把那只七岁的公牛
献为燔祭，用砍下来的木偶作柴。”

基甸听到了，心里就盘算着，“如果我白天去做这件事，我的家
人和俄弗拉的人看到，一定会杀了我的。看来我只有趁天黑，没有人
看见的时候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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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在黑夜里，等到人们睡觉
了，就带着仆人们用绳子绕住巴力的祭坛，拉倒了巴力的祭坛。再让
仆人们把木头做的偶像亚舍拉砍了，劈成木柴。然后，基甸和仆人们
一起，就在磐石上整整齐齐地把石头堆砌起来，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造了一座祭坛。最后，基甸带着仆人们用偶像亚舍拉劈成的木柴烧起
火，把那只七岁的公牛烧在祭坛上，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

俄弗拉的以色列人清早起来，发现巴力的祭坛不见了，坛旁边的
木头偶像亚舍拉也被砍掉了。在不远处的磐石上筑了一座新坛，上面
献的公牛还在冒烟。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俄弗拉的以色列人都来到约
阿施的农场。

人们彼此问：“这是谁做的？”

当他们知道这是基甸做的时候，就愤怒地说：“基甸在哪儿？我
们要杀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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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愤怒的人群来到约阿施的家门口，叫嚷着，“约阿施，把
你的儿子交出来，让我们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力的坛，砍下坛旁
的亚舍拉。他这样对巴力，巴力一定会惩罚我们的。”

“把基甸交出来！”

“我们要杀死基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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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阿施就来到门前，对愤怒的人群说：“你们是为巴力这么做
吗？你们是想救巴力吗？难道巴力不会在天亮以前处死得罪他的人
吗？巴力如果真的是神，那就让巴力自己去对付和惩罚毁坏他祭坛的
人。你们可以看看巴力会怎么做？”

约阿施的话很有智慧。愤怒的人群就开始散开，他们彼此议论，
要等着看巴力会对基甸做什么。于是，他们就称基甸为耶路巴力，意
思是：让巴力对付他。

约阿施回到家里，关上门，轻声地笑着对儿子基甸说：“哈哈
哈，耶路巴力！这是你的新名字。”

于是，基甸就把耶和华在酒醡旁的橡树下，对他说的话告诉了父
亲约阿施。约阿施听了，就对基甸说：“好，太好了！我们是时候该
回转，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士师记：6章25-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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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要打败米甸人，基甸首先要做什么？

2 巴力的祭坛被拆毁了，为什么每个人都感到害怕？他们认为会
发生什么？

3 谁在愤怒的人群前保护了基甸？

4 人们给基甸起的新名字叫什么？他们为什么给他起这个新名
字？

5 上帝的子民不可以敬拜其他的神。有时，我们必须放弃阻碍我
们顺服和敬拜上帝的事情，你能想到什么例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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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甸跟上帝确认

在基甸拆毁巴力祭坛后的几天里，基甸成了俄弗拉人谈论的对象
了。在俄弗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听到基甸的新名字“耶路巴
力”。

有一些俄弗拉人正等着听到基甸死的消息，或者他已经疯了，又
或者得了什么可怕的疾病。他们认为巴力肯定会对付和惩罚基甸。

现在，俄弗拉的人见面以后，也不再用“你好吗？”来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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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他们会互相问：“有没有基甸的消息啊？巴力对他做什么没
有？”

而得到的回答总是：“没听说呀，真奇怪，为什么巴力到现在还
不惩罚他。”

在市集上，牵着驼着羊毛的驴子的亚实别，跟对面走来的以伦打
招呼，说：“以伦，有没有基甸的消息呀？”

以伦回答说：“没有，什么消息也没有。”

亚实别笑着说：“噢，好！”

以伦争大眼睛，对亚实别说：“你是在问我好吗？我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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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实别笑起来了，“哈哈，对了，我刚才还没向你问好呢。你好
吗，以伦？”

以伦回答说：“我说过了，我很好啊！亚实别，你呢？”

亚实别笑着说：“好，当然好啦！”

以伦也笑着说：“嗯，这就对了，你好，我也好。还有，一切都
很好！”

亚实别不是很明白，就问：“一切都很好？嗯，什么一切都很好
啊？”

以伦小声地对亚实别说：“我是说，基甸没事，他也很好！”

“噢，哈哈哈哈！”他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亚实别小声地说：“哎，基甸真够勇敢的，我很佩服他呀！他是
约阿施最小的儿子，胆子却很大。他推倒了巴力的祭坛，砍倒了亚舍
拉。而巴力呢，到现在也把他没办法。”

以伦微笑着说：“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巴力把基甸没办法，因为
基甸为耶和华上帝筑了一座坛，有耶和华上帝保护，巴力就没办法罗
啦！巴力哪里有耶和华上帝的能力大呢？那些拜巴力的人，都受骗
了，我们以色列人回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到啦。耶和华是唯一的真
神，基甸为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啊！”

亚实别点着头说：“对对对，是好事！是好事！”

因为没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在基甸身上，基甸从路上经过的时候，
俄弗拉一些要看基甸的被巴力惩罚的以色列人，也渐渐转为向他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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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基甸成了以色列人的英雄。

坐在树下的以色列老人们，也开始谈论多年前敬拜耶和华时期的
美好时光。那个时候，他们四围和平，食物充足，米甸人和其他民族
都不敢欺负他们。

基甸所做的，不但在玛拿西支派，也在其他支派传开了。人人都
知道基甸的新名字“耶路巴力”。

因为这是收获的季节，米甸人、亚玛力人和约旦河东部落的成千
上万人，过了约旦河，在宽阔的耶斯列山谷安营，准备进攻以色列
人。他们带着帐棚和牲畜，绵羊、山羊、牛和驴，还有骆驼，多得数
都数不过来。他们人数众多，好像一大群蝗虫一样。

这时，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用极大的勇气和信心充满了基
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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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就吹角，召集人去争战，亚比谢族的男子都聚集到他那里。
基甸又打发人走遍玛拿西支派的地方，玛拿西人也都聚集跟随他。他
又派使者去见附近的亚设、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支派的人，他们也都出
来与他会合。

因为基甸拆毁巴力祭坛的事，以色列人都知道基甸，响应他的人
们带着刀、剑、长矛和棍棒来到俄弗拉。共有三万二千人在基甸那里
聚集，准备打仗。

就在大家摩拳擦掌准备攻打米甸人的时候，基甸开始担心了。因
为米甸人和其他部落的军队人数有十三万多，是以色列人的四倍。米
甸人是游牧民族，经常到处打仗，四处掳掠，战斗是他们的家常便
饭。而且，米甸人手里的武器比以色列人的好，他们还有那些跑得很
快，很可怕的骆驼队。但是，聚集起来的这三万二千人以色列人呢，
大部分也和基甸一样是种地的农民，没打打过什么仗。

所以，基甸不但担心，还开始害怕了。他要确定耶和华上帝真是
藉着他打败米甸大军，他才能放心。基甸就对耶和华说：“主啊，祢
如果照着所说的话，藉着我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
在禾场上。如果明天早上起来，只有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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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照着你对我所说的话，藉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
人。”

基甸在睡觉以前，拿了一团羊毛放在离自己帐棚不远的禾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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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基甸起来，出了帐棚，急忙走去昨晚放羊毛的地
方。禾场上没有一滴露水，他走过去，连脚上的鞋都是干的。基甸弯
下腰用一手摸羊毛，羊毛湿透了，他一挤，从羊毛里挤出满盆的露水
来。

基甸有点放心了。但是，他一想到米甸人军队的强大，他又害怕
了。

于是他就想：“这一次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有可
能是偶然发生的。嗯，我还是不能确定耶和华上帝这次一定会使用我
拯救以色列人。”

基甸就又对耶和华说：“求祢不要生我的气，让我再试一次。今
天晚上，我把羊毛放在禾场，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
水。”

那天晚上，基甸在临睡前再把羊毛放在禾场上。第二天清早，他
起来去看羊毛，禾场上的露水打湿了基甸的鞋子，他弯下腰，捡起羊
毛，羊毛完全是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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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基甸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啊，感谢祢忍耐
我。我确定祢这次真的会藉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士师记：6章33–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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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巴力是否能够反击基甸对他的祭坛所做的事情？为什么？

2 是什么让基甸想要去反击他的敌人？

3 基甸要求上帝做什么来证明上帝要使用他？

4 你曾经想要得到证据证明上帝真的听了你的祷告，或者会帮助
你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做了什么？

5 神今天对我们说话的方式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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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士兵太多了

基甸清早起来，带着跟随他的以色列人来到基列山的山坡上，他
们就在哈律泉旁边安营。米甸人的营地就在以色列营地北面的平原
上。

虽然米甸人有十三万五千人，基甸只有三万二千人，但是，耶和
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
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
要向跟随你的人宣告说：‘凡胆怯惧怕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
去。’”

基甸就对跟随他的三万二千人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害怕的，
现在可以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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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基甸这样说，有的人犹豫地不说话，有的人小声地议论起
来。

有一个人对身边的人说：“我想，我应该回去。我这把刀没法打
仗，我要回去找更好的武器。”

身边的那个人就回应说：“是啊，是啊，我这个木棍虽然够粗，
但是还是比不上刀呐！其实我不是害怕，我也是回家看看，能不能够
找到更好的武器。”

营地里的以色列人中，有的说家里的庄稼还没收完，要回去收庄
稼；有的说家里有事放不开，要回家；有的说孩子还小，放心不下；
有的说身体不好，打不了仗；有的干脆就说，我害怕，我要离开。于
是，有两万二千人回家去了，只有一万人留下。

但是，耶和华还是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还是太多。你要带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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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人下到水边，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
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
去。’他就不可以同你去。”

于是，基甸就带着剩下的一万人来到水边。耶和华对基甸
说：“凡用手捧水，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让他们站在一边；凡
是跪下来喝水的，要让他们站在另一边。”

跟随的人都下到水边喝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水边跪下来，把
手里的兵器放在一边，低头把脸贴着水面喝水。只有三百人是用手捧
着水，放在嘴边，用舌头舔水喝。

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三百人拯救以色列，把米甸
人交在你手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自回自己的地方去。”

于是，基甸让这三百人手里拿上干粮跟号角，打发其余的人回家
去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基甸站在以色列的营地，俯视山谷下平原的米
甸军营。基甸不知道，就凭他身边的三百人，怎么打败十三万五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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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甸军队呢？现在，基甸只有完全地倚靠耶和华，一步步照着耶和华
的吩咐去做。因为耶和华对他说过，“我与你同在，你一定能打败所
有的米甸人，就像打败一个人那样。”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士师记：7章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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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基甸军队的人数已经比敌人的少太多了，为什么上帝对基甸说
士兵太多了？

2 上帝要求基甸让军队人数减少，上帝首先要求他做什么？上帝
让基甸对剩下的人做什么？

3 基甸让多少人离开了？剩下的人足够打败敌人吗？

4 基甸是否信靠上帝？我们怎么知道？

5 你信靠上帝吗？你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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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掳掠的终结

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从约旦河东来的部落，一共十三万五千人的
营地，就在以色列营地下面的平原，他们像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
无数，像海边的沙。

基甸不知道就凭他身边的三百人，怎么打败十三万五千米甸人的
军队。现在，基甸只有完全地倚靠耶和华，一步步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去做。因为耶和华对他说过，“我与你同在，你一定能打败所有的米
甸人，就像打败一个人那样。”

那天夜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为
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如果害怕下去，就带着你的仆人普拉，
一起下到他们的营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会有胆量去攻
营。”

基甸就带着他的仆人普拉下了山坡，来到敌人的营地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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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靠近敌人的帐棚，就听见里面一个人，正把他做的梦告诉他
的同伴，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进我们米甸的营
地，撞到帐棚，帐棚就翻转倾覆了。”

那个同伴说：“啊？我知道，这不是别的，那大麦饼是以色列人
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经把米甸人和我们全军都交在他手里
了。”

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俯伏敬拜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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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回到营中，对那三百名士兵说：“来吧！耶和华已经把米甸
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

于是，基甸把三百人分成三队，给每人一个号角和一个瓦瓶，瓦
瓶里都放着火把，这样敌人不会发现他们。

然后，基甸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着我怎么行事，我下到敌人
的营旁怎么做，你们也要怎么做。我和跟随我的人吹角、打破瓦瓶的
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周吹角、打破瓦瓶，还要喊叫：‘耶和华和
基甸的刀！’你们三队人，这一队到营的左边，那一队到营的右边，
第三队要去到营的后面。然后，分散开来，包围整个营地。”

基甸和跟随他的一百人，还有另外两队人，从山上下来，到了敌
营的四周各自的位置。那时是半夜，米甸人都睡熟了，营地里一片寂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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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三更换更的时候，基甸就吹角，打破藏火把的瓦瓶。三队人
就都吹角，打破瓦瓶，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
华和基甸的刀！”

米甸人惊醒过来，全营的人都四处乱窜，在黑暗中用自己的刀互
相击杀。他们在黑暗中无法分辨谁是谁，也有不少人绊倒被踩死。那
些幸存下来的米甸人就逃过约旦河。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设和
玛拿西全地聚集追赶米甸人。

基甸又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召集以法莲人下来攻击米甸人，
说：“你们要下来迎战米甸人，在他们前面把守约旦河渡口，直到伯
巴拉。”

于是，以法莲的人都被召来，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
米甸人死了十二万，留下了成群的绵羊、山羊、牛、驴，和成千上万
的骆驼，还有金银珠宝和一切财物。

米甸人掠夺苦害以色列人七年。现在，耶和华上帝使用三百人击
败了米甸十三万大军，惩罚了残酷和邪恶的米甸人。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士师记：7章9–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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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是什么让基甸相信上帝会让他的军队胜利？

2 基甸分给每个士兵什么东西？

3 当他们打碎瓦瓶，挥舞火把时，他们喊着说什么？

3 米甸人是怎么死的？他们留下了什么？

3 所有这些事如何证明是来自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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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甸的可怕错误

耶和华上帝使用基甸身边的三百人，打垮了米甸人十三万大军。
当米甸人溃败逃跑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设和玛拿西全
地，聚集追赶米甸人。

基甸又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召集以法莲人下来攻击米甸人，
说：“你们要下来攻击米甸人，在他们面前把守约旦河渡口，直到伯
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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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法莲人都被召来，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以
法莲人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立和西伊伯。

这时，基甸带着跟随他的三百人正要过约旦河，去追赶米甸的二
王：西巴和撒慕拿，还有跟随他们逃跑的一万五千米甸人。

骄傲自大、充满忌妒的以法莲人就把俄立和西伊伯的首级，带到
基甸那里，与他激烈地争吵说：“你去攻打米甸人，没有叫我们，你
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

面对当时以色列人中势力最大的以法莲人，基甸就好言安抚他们
说：“我所做的怎么可以比得上你们呢？以法莲的战功远远超过我们
亚比以谢族。上帝已经把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立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
中，我所做的怎么可以和你们相比呢？”

以法莲人听见基甸的这番话，怒气就消了。

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继续追赶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慕拿，
还有跟随他们逃跑的一万五千米甸人。米甸二王和跟随他们的人，向
东边旷野他们自己的地方逃去。

基甸过了约旦河，来到约旦河东，以色列迦得支派地界的疏割。
这时，所有人都很疲惫饥饿。基甸对疏割的首领说：“求你们拿饼给
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正在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就
是西巴和撒慕拿。”

疏割人一直惧怕米甸人，所以，疏割的首领看见基甸身边只有三
百人，就讥笑他说：“是不是西巴和撒慕拿已经在你手中了？我们应
该把饼给你的这一些人吃吗？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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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很生气，就说：“好吧，等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慕拿交在我手
中，我就回来用野地的荆棘鞭打你们。”

基甸和跟随的人就从疏割继续追到毗努伊勒。基甸向毗努伊勒的
首领求食物，毗努伊勒人的回答也和疏割人回答的一样。基甸又发怒
了，他对毗努伊勒人说：“等我得胜回来的时候，我必会拆毁你们这
城楼。”

那时，米甸的二王和跟随他们的一万五千人已经逃到了旷野，一
个叫作加各的地方。他们以为安全了，就在那里停下来。基甸就和跟
随他的人从旁边游牧民所走的路，绕道上去，突然袭击米甸人。米甸
人毫无防备，西巴和撒慕拿二王就逃跑，跟随他们的一万五千米甸人
全都溃散了。基甸带人追赶米甸二王，捉住了他们。

基甸带着西巴和撒慕拿二王，回到疏割，用野地的荆条责打了疏
割的长老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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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又来到毗努伊勒，撕毁了城楼，杀了城里的人。

基甸审问西巴和撒慕拿，知道他们曾经杀死了他的兄弟，基甸就
对他们说：“他们是我的兄弟，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当时
如果存留我兄弟的性命，我今天就不杀你们了。”

于是，基甸就杀了西巴和撒慕拿。

现在，以色列人再不用担心米甸人的侵扰和抢劫了。

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然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
的子孙管理我们。”

基甸回答：“ 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只有耶
和华管理你们。”

基甸又对以色列人说：“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把从米甸人那
得来的金耳环给我。”米甸人都戴着金耳环，当他们倒在战场上，以
色列人就夺了他们的金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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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就回答基甸说：“我们愿意给你。”

他们就在地上铺开外衣，各人把所夺的耳环丢在上面。基甸收集
了大约十八公斤的黄金，他用这些黄金制作一件大祭司供职的时候，
穿在外面的长背心，就是以弗得。基甸把这闪闪发光的以弗得设立在
他所住的俄弗拉城。基甸可能以为这样做，会让以色列人纪念上帝。
但是，以色列人后来却开始拜金以弗得，不敬拜耶和华。金以弗得就
成了他们的偶像。

基甸制伏了米甸人，米甸人从此不敢再抬头。以色列国中太平了
四十年。

基甸本来是一个普通、胆小怕事的以色列农民，但是在耶和华的
引导下，变成了从米甸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的领袖。耶和华上帝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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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三百人，打败了米甸人十三万五千大军，制伏了米甸人。

基甸本来对自己没有信心，但是他愿意顺服并且倚靠上帝的时
候，耶和华上帝就使用他成就了伟大的工作。

但是，基甸后来用黄金制作了一件以弗得，用有形之物取代神，
触犯了神的律法。后来，以色列人就把这件金以弗得当做偶像敬拜，
使基甸自己和百姓都陷入网罗。

所以我们不能试着倚靠自己，而要倚靠神，和神保持亲密的关
系。

还要记住耶和华上帝的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
么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
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
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士师记：8章1–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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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基甸向疏割人要什么？为什么？

2 基甸捉住米甸二王后做了什么？

3 基甸用所有的金耳环做了什么？

3 基甸去世以后，以色列人一直在敬拜上帝吗？

3 为什么你认为当上帝为基甸和百姓做了一切之后，他们却忘记
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今天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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