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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陳庭芝

士師風雲錄—第三課
士師循環（二）—基甸及 其兒子亞比米勒 （六 1~九 37）
（一）不配的勇士蒙召（六 1~32）
以色列人又行惡的結果（六 1~10）
⚫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就把他們交在米甸人手裡七年。（六 1）
⚫ 為何以色列人在山中挖穴洞、建造營寨？米甸人如何壓制以色列人？經文如何形容他
們的人數？（六 2~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當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的時候，耶和華就差遣先知譴責以色列人。從先知對他們說的
話中、找出以色列人行了甚麼惡事？（六 7~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上帝呼召基甸拯救以色列人—兩個祭壇的故事（六 11~32）
⚫ 第一祭壇：基甸的蒙召與委任（六 11~24）
◼ 基甸是瑪拿西支派、亞比以謝族、約阿施的兒子，家在俄弗拉。耶和華的使者向
基甸顯現時，他正在酒酢裡打麥子，為要防避米甸人。（v.11）
◼ 耶和華使者對基甸的呼召和保證：（v.12；14；16）
v.12—『大能的勇士啊，耶和華與你同在！』
1.

v. 14—『你靠著你這能力去從米甸人手裏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麼。』
◼

◼

⚫

v.16—『我與你同在、你就必擊打米甸人、如擊打一人一樣』
基甸對耶和華呼召的回應：（v.13；15；17）
V.1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1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1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膽怯、小信的基甸向神求證，耶和華答允他。（六 18~24）
神的使者伸杖、有火從盤石出來燒盡了基甸所獻的祭肉和無酵餅。（v.21）
『於是基甸在那裏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沙龍。〔就是耶和華賜平

安的意思〕』（v.24）
第二祭壇：基甸拆毀巴力祭壇（六 25~32）
◼ 耶和華吩咐基甸拆毀他父親為巴力所築的壇、和砍下壇旁的木偶，並在同一磐石
上為耶和華築一座新壇，同時將他父親的第二隻牛獻在新築的壇上。基甸在夜間
照神的吩咐行了。（六 25~27）
◼ 次日城中人見巴力壇被拆，就向約阿施追究、要交他兒子出來。約阿施如何回答
攻擊他的眾人？（六 3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當日人稱基甸為“耶路.巴力”，意思為何？（六 3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思想問題：
1. 為何神要基甸先拆毀巴力的壇？這事件和經歷對基甸回應神的呼召有何幫助？
2. 雖然基甸是一個怯懦的人，但神卻要用他，多方建立他的信心。在我們的事奉中，你是
否也有類似經歷？這對你信靠神的事上有何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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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掙扎的勇士得勝（六 33~八 21）
1.

基甸的信仰掙扎（六 33~七 18）
⚫
⚫

⚫
⚫

⚫

那時米甸人亞瑪力人和東方人、都聚集過河、在耶斯列平原安營。
耶和華的靈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號召以色列人聚集跟隨他，去對抗過河集結在
耶斯列平原的米甸人聯軍（阿瑪力人和東方人）。有那些以色列人出來與基甸會合？
（六 33~3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仍然膽怯的基甸兩次用羊毛乾濕向上帝求印證，神也如他所求行了。
（六 36~40） 這
顯示出基甸（代表以色列人）仍然對上帝的疑惑和少信。
以色列人和米甸人聯軍兩方對陣（七 1）。上帝指揮基甸裁減膽怯的兵力至餘下三百人
（七 1~8）。以三百人對抗如蝗蟲那樣多的米甸人聯軍（共 135,000 人）（八 10），兵力
明顯強弱懸殊，耶和華的用意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帝引導膽怯的基甸夜探敵營—『因我已將他們交在你手中。』（七 9~11）。
◼ 『…基甸和僕人普拉下到營旁，米甸人亞瑪力人和一切東方人、都布散在平原、
◼

如同蝗蟲那樣多，他們的駱駝無數、多如海邊的沙。』（七 12）
『基甸到了、就聽見一人將夢告訴同伴說、我作了一夢、夢見一個大麥餅輥入米
甸營中、到了帳幕、將帳幕撞倒、帳幕就翻轉傾覆了。那同伴說、這不是別的、
乃是以色列人約阿施的兒子基甸的刀‧ 神已將米甸、和全軍、都交在他的手

⚫

中。』（七 13~14）
這次夜探米甸營之後，基甸對抗敵的信心有何不同？他怎樣帶領他的三百跟隨者戰勝
敵人？（七 15~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思想問題：
從以上基甸多次試驗/試探神，神仍滿足基甸的要求；神又刻意減少基甸的兵力、和引導他
夜探敵營，這對基甸有何用意？『耶和華/神就把/已將 XX 交在 XX 手中』這句子在第七章
重複出現了多少次？神這樣的作為、對你跟隨神的生活和事奉上有何提醒？有何幫助？
2. 上帝使以色列得勝（七 19~八 21）
⚫ 第一戰役—約但河西的戰役（七 19~八 3）
◼ 『基甸將三百人分作三隊；……三隊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著火把、
右手拿著角、喊叫說：「耶和華和基甸的刀。」他們在營的四圍各站各的地方，全
◼

營的人都亂竄，三百人吶喊、使他們逃跑。』（七 20~21）
『三百人就吹角，耶和華使全營的人用刀互相擊殺、逃到西利拉的伯哈示他、直逃
到靠近他巴的亞伯米何拉。以色列人就從拿弗他利、亞設、和瑪拿西全地聚集來、
追趕米甸人。』（七 22~23）

◼

◼

基甸打發人走遍以法蓮山地請以法蓮人來把守約但河的渡口。以法蓮人捉住了米甸
人的兩個首領、俄立和西伊伯，將俄立殺在俄立磐石上，將西伊伯殺在西伊伯酒醡
那裏、又追趕米甸人、將二首領的首級、帶過約但河、到基甸那裏。（七 23~25）
以法蓮人與基甸大大的爭吵、埋怨為何沒有早邀請他們參戰。基甸回應說：『神已
將米甸人的兩個首領、俄立和西伊伯交在你們手中，我所行的豈能比你們所行的
呢？』以法蓮人的怒氣才消了。（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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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戰役—約但河東的戰役（八 4~21）
◼ 耶和華沒有參與在這場戰爭中。
◼ 基甸與河東的同胞—疏割人和毗路伊勒人、起了激烈的衝突。（八 7~9；13~17）
◼ 基甸個人的仇恨取代了自己國家的大義（八 13~17）。
◼ 基甸親自捉拿和處決了敵人的兩個首領—西巴和撒慕拿。（八 18~21）

思想問題：
基甸在得勝米甸人之後，行事為人有很大改變，前後像判若兩人。他的改變出現了甚麼問
題？他這樣處事的方法有否違背神的心意？基甸的處人、處事方法對我們今日作基督徒的
有何提醒？

（三）基甸故事的拔（八 22~35）
1.

2.

基甸沒有將得勝米甸人的榮耀歸給神（八 22~23）
⚫ 以色列人來、要求戰勝米甸聯軍的基甸並他的兒孫管理（王權統治）他們。
基甸沒有矯正百姓的錯誤視野，雖然他自己知道、拯救以色列民脫離米甸人的手的、
完全是神的作為，但他沒有將功勞榮譽歸給神。V.23『我不管理你們、我的兒子也不
管理你們，惟有耶和華管理你們。』祇是表面的說話。
基甸誤導百姓拜偶像（八 24~27）
⚫ 基甸收集了從敵人得來的金耳環（約 40 磅重）製造了代替上帝的“以弗得”（大祭
司聖衣的無袖外袍；出廿八 5~14），成為金製的偶像，設立在本城俄弗拉。
⚫

3.
4.

『後來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得行了邪淫，這就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網羅。』（v.27）

這樣、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伏了、不敢再抬頭，基甸還在的日子國中太平四十年。
（v.28）
晚節不保的基甸（八 29~35）
⚫ 基甸戰勝米甸人後，隨即回去住在自己家裡。（v.29）
⚫ 他有七十個親生兒子，因為他有許多的妻，他在示劍的妾也給他生了一個兒子，他給
他起名叫亞比米勒（意思是：“我父是王”/ 王是基甸、我父 / 王是上帝、我父）。
⚫ 基甸死後、以色列人又去隨從諸巴力行邪淫、以巴力比利土（意即：立約的巴力）為
他們的神。以色列人不記念耶和華他們的

神，就是拯救他們脫離四圍仇敵之手的；

也不照著耶路巴力、就是基甸向他們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
思想問題：
基甸誤導百勝拜偶像，在舊約時代是很嚴重的罪。基甸曾經歷過神在他身上這麼多的恩典和大
能作為，為何他仍會這樣做呢？試計算基甸所犯的錯會引致甚麼後果？這對我們有何提醒？

（四） 亞比米勒的興亡史（九 1~57）
1. 序言—基甸蓋棺也不能論定的餘毒（八 29~35）。
基甸在道德和靈性上所作的壞榜樣（八章），成為他兒子亞比米勒所作惡果的前因（九章）
。
⚫ 基甸誤民拜偶像致其後代亦落於偶像的網羅中（八 27）
⚫ 追求世俗的權力（王權）與享受（八 29~31）
⚫ 因不當的殺戮導致家庭的殺戮（八 17~21）
⚫ 不良的家庭結構、不善建立良好家庭關係、及子女沒受到公平的待遇。（八 29~31）
⚫ 基甸始終沒有一顆強烈事奉神的心，亦成為子女的壞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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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八章 25 節開始至九章全章耶和華完全沉默，『神』這名字只在第九章出現了 3 次
（23、56、57 節），都是降罰和報應的用句，神似乎任憑以色列人走上自我毀滅的路；第
九章全章完全看不到神救恩的手。
第九章全章以“耶路.巴力”名字代替了“基甸”的名字。

2. 亞比米勒殺眾兄弟掠奪王權（九 1~6）
⚫ 『…從巴力比利土的廟中、取了七十舍客勒銀子給亞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隨
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親的家、將他弟兄耶路巴力的眾子七十人、都殺在一塊磐石上‧
只剩下耶路巴力的小兒子約坦、因為他躲藏了。』（九 4~5）
3. 約坦講述寓言回應（九 7~21）
⚫ 『不然、願火從亞比米勒發出、燒滅示劍人、和米羅眾人‧又願火從示劍人和米羅人中
出來、燒滅亞比米勒。』（九 20）
4. 亞比米勒的興亡史（九 22~55）
⚫

『神使惡魔降在亞比米勒和示劍人中間、示劍人就以詭詐待亞比米勒』。（九 23）

⚫

『亞比米勒到了樓前攻打、挨近樓門、要用火焚燒。有一個婦人把一塊上磨石拋在亞比
米勒的頭上、打破了他的腦骨。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
了。』（九 52~54）

5. 跋及神學反省—作惡者得到應有的報應（九 56~57）
⚫

『這樣、神報應亞比米勒向他父親所行的惡、就是殺了弟兄七十個人的惡。示劍人的一
切惡、神也都報應在他們頭上；耶路巴力的兒子約坦的咒詛、歸到他們身上了。』

思想問題
1. 基甸在家庭生活中，立下不少壞榜樣，你認為那些壞榜樣對下一代的影響較為嚴重？那些壞
榜樣是成為我們今天的鑑戒？
2. 試略述亞比米勒的家庭背景。他殺了自己兄弟 70 人這事，反映出他與家人的關係如何？一
個人的出身、成長背景如何影響他的一生？
3. 你能否從亞比米勒的興亡這事件中看出上帝的參與？如何看「上帝藉著惡人毀壞惡人，不義
的國滅不義的國，以惡除滅惡」這觀念？上帝仍是公義的嗎？

下課預讀經文：
士師循環（三）—耶弗他和參孫 （十 6~十六 31）

｛參考書 ：1. 吳獻章著—《背約沉淪的循環軌迹—士師記析讀》
2. 袁海生著—《黑暗的世代慈悲的上主》
3. 郭文池著—《誰是我王—從士師記看敬虔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