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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主，我們實在感謝袮！袮把信心擺在我們裏面，袮是使我們信心創世成終的那一位，

袮藉著聖經上許多信心的榜樣鼓舞我們，讓我們學習住在主裏、信靠袮、憑信而活，走信

心的道路。主啊！請把我們帶到袮那更美的旨意當中，也祝福每一位來到袮面前渴慕袮的

人，幫助我們在跟隨袮的這條路上走得好、而且能夠跟隨到底，就像啟示錄那些蒙召、被

選、忠心的人，羔羊無論往哪裏去、他們都跟隨祂。把所有的榮耀、敬拜和讚美都歸給

袮，請袮祝福今天的聚會，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在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的講解中、我們看見神在各個時代、包括列祖時代、律法時代、新約

時代都有信心的見證人，他們知道如何活在神的面前、以致他們在世界行走的時候成為神

的見證人。我們曉得所有的信心都是從神而來，在希伯來書第十章所強調的是、“進入幔

內、瞻仰祂的榮美、與祂面對面”。 
 

經文解釋：希伯來書第 11章 32-35節：  
32我又何必再說呢？若要一一細說、基甸、巴拉、參孫、耶弗他、大衛、撒母耳和眾先知

的事，時候就不夠了。 
 
33他們因著信、制伏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34滅了烈火的猛勢、

脫了刀劍的鋒刃、軟弱變為剛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35有婦人得自己的死

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 
   

從士師基甸身上學功課： 
 

o 到了士師記時代、以色列人已經住在迦南地，按理可以享受流奶與蜜之豐盛，並且

得安息，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他們時常在仇敵的欺壓底下過日子，原因何在？ 
 

 約書亞與長老們那一代的人過去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不認識神，他們沒有親身

經歷神的作為，對神的認識只限於頭腦中的知識而已，他們無法趕出敵人、以致

仇敵住在他們中間、他們也住在仇敵中間，慢慢地接受當地的習俗、與當地人通

婚、與世界聯合、失去對神的聖潔生活，接著他們開始離棄神、拜偶像, 導致屬

靈力量軟弱、被仇敵壓制。 
 

 士師記記第二章 1節神的使者從吉甲上到波金，這說明百姓離開了吉甲這個行割

禮的地方，割禮是立約的憑據，吉甲是十字架的代表。我們若不徹底除去屬肉體

的東西，就沒有能力對付仇敵、最後落在“波金”哭泣的光景。 
 

 十字架不僅是客觀的知識、而是主觀的經歷，因此、神留下一些仇敵在以色列人

中間、來訓練他們，同樣地神也興起環境來操練我們。 
 

o 上次我們提到、以色列人遭遇米甸人的攪擾與壓制，這代表宗教所帶來的壓制，他

們無法住在平地、享受流奶與蜜的生活，卻被迫住在山洞裏沒有安息。當他們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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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求時、神差遣先知來教導他們，讓他們知道神是信實的、問題在於百姓的失信、

他們不聽從神的話，因此、耶和華的使者要尋找可用的器皿。 
 

o 我們從基甸的身上看見、神的器皿有幾個特點： 
 

1. 在當時普遍窮乏的時候、基甸有糧食。 

a. 基甸“正在酒醡那裏打麥子”，說明他有糧食。從屬靈意義來說、糧食是神

的話，阿摩司書 8:11主耶和華說：『…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

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b. 打麥子的目的是把麥子與糠皮分開，這代表十字架的工作。在酒醡那裏打麥

子、預表隱藏的生活，其中有神的話語和神的智慧。因此、在以色列人普遍

窮乏的時候、基甸仍然有糧食、能夠享受神的豐富，這是得勝者具有的條

件、是神所要尋找的器皿，也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功課。 
 

2. 基甸有與主同在的生活。 
a. 基甸對神說：『耶和華若與我們同在、我們何至遭遇這一切事呢？』耶和華

說：『我與你同在、你就必擊打米甸人、如擊打一人一樣』。 

b. 主耶穌說：『無論在哪裏、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哪裏就有我在他們中

間』。（馬太福音 18:20） 

c. 不要像今天的教會、常用一些方法和節目等屬於外面的東西來吸引人，忽略

神的同在與啟示。 
 

3. 基甸認識自己的出身貧窮卑微 
a. 基甸說：『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瑪拿西支派中是至窮

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這正是神可以用他的時候，因神阻擋驕傲的

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b. 一般人都是驕傲的，他們既不認識神、也不認識自己。惟有柔和謙卑的人才

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光。 
 

4. 基甸全心的奉獻： 

a. 在當時大家都窮乏的時候、他獻上山羊羔和細麵做的餅，這就是盡心、盡

力、盡意的奉獻。（士師記 6:19-21） 

b. 蒙神悅納的祭：21節、有火從磐石中出來、燒盡了肉和無酵餅。 

c. 基甸在那裏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沙龍（耶和華賜平安的意

思）。（當我們心裏滿了平安、便能坦然無懼來到寶座前、與主面對面）。 
 

5. 神要基甸在眾人之前有公開的見證： 

a. 一個被主使用的人不僅私下有隱藏的生活、和個人的經歷，同時在家人和眾

人面前也有公開的見證。 

b. 耶和華吩咐基甸拆毀巴力的壇與壇旁的木偶，基甸就帶著僕人照著耶和華吩

咐他的行了，以致引起眾人的公憤要治死他，父親替他解圍，他因此被稱為

“耶路巴力”，他成為神的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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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可以用他的時候，同時仇敵也來了： 

o 
33那時、米甸人和亞瑪力人都聚集過河，在耶斯列平原安營。34耶和華的靈降在基甸

身上、他就吹角。35亞比以謝人都聚集跟隨祂…瑪拿西人也聚集跟隨他…亞設人、西

布倫人、拿弗他利人，他們也都出來與他們會合。 

 神準備用基甸的時候，仇敵也聚集過河在以色列北邊、準備攻擊他們。 

 耶和華的靈降在基甸身上、也準備好了。 

 亞比以謝、瑪拿西都是他的同宗、同族，其他住在耶斯列附近的居民也跟隨他。 
 

o 
36基甸對神說：『袮若果照著所說的話、藉我手拯救以色列人，37我就把一團羊毛放

在禾場上，若單是羊毛上有露水，別的地方都是乾的，我就知道袮必照著所說的

話、藉我手拯救以色列人』。38次日早晨基甸起來、見果然是這樣，將羊毛擠一擠、

從羊毛中擠出滿盆的露水來。 
 

o 
39又對神說：『求袮不要向我發怒，我再試一次、但願羊毛是乾的、別的地方都有露

水。40這夜神也如此行，獨羊毛上是乾的、別的地方都有露水。 
 

 米甸人和亞瑪力人在北邊的耶斯列平原聚集、準備來攻擊以色列人，基甸兩次向

神求印證，但這並不是他對神沒有信心，而是他非常小心謹慎。 
 

 禾場、是打麥的地方，將糠皮與麥子分開，代表十字架工作的地方，要把人的肉

體和神的生命分開。 

 羊毛雪白柔軟、代表外面的美麗，剛剪毛的羊看來很醜。以賽亞書 53:7『…祂像

羊羔被遷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無聲…』。預表十字架把人外表

屬肉體的美麗挪去、倒空。 

 露水、代表神的恩典。詩篇 133:3『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

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第一次：羊毛上有露水、周圍是乾的，代表他靠著神的恩典、讓十字架在他身上做

分別、剝奪、倒空的工作。神就這樣做了。 

第二次：羊毛是乾的、周圍有露水，代表他全人為神擺上、讓整個禾場都充滿神的

恩典、造福他人。哥林多後書 4:12『…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

身上發動』。 

這是屬靈的原則，好像葡萄先要經過壓榨釀造，才能成為葡萄酒供人飲用。 
 

o 士師記第七章 挑選的原則 
2
耶和華對基甸說：『跟隨你的人過多，我不能將米甸人交在他們手中，免得以色列

人向我誇大、說：是我們自己的手救了我們。3現在你要宣告說、凡懼怕膽怯的可以

離開基列山回去』，於是有二萬二千人回去、只剩下一萬。 
 
4耶和華對基甸說：『人還是過多，你要帶他們下到水旁，我好在那裏為你試試他

們，我指點誰說：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點誰說：這人不可同你

去，他就不可同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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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甸就帶他們下到水旁，耶和華對基甸說：『凡用舌頭餂水像狗餂的、要使他單站

在一處。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單站在一處』。6於是、用手捧著餂水的有三百

人、其餘的都跪下喝水。7耶和華對基甸說：『我要用這餂水的三百人拯救你們，將

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餘的人都可以各歸各處去』。 
 

 神不能用“懼怕膽怯”的人：這裏特別指“懼怕米甸人”，在屬靈意義上、米甸

人代表屬宗教、教條、遺傳、外貌等等不實際的東西。例如有些在教會流傳很多

年的傳統成了一股力量，很難推翻它。我們若跟隨聖靈、似乎我們和別人不一

樣，那麼、我們心裏便有懼怕。提摩太前書 1:7『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

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神不能用誇口的人：當我們得勝的時候、常常誤以為是靠自己的力量而得勝。 

 神使用儆醒的人： 

 用手捧水像狗餂水的：被揀選的三百人、他們隨時儆醒。 

 跪下喝水的：沒有警覺性。 
 

o 屬靈爭戰的武器 - 大麥餅 - 基甸的刀 
9當夜、耶和華吩咐基甸說：『起來，下到米甸營裏去，我已將他們交在你手中…。
11…於是基甸帶著僕人普拉下到營旁。12米甸人…多如海邊的沙。13基甸到了，就聽

見一人夢見一個大麥餅輥入米甸營中、將帳幕撞倒、帳幕就翻轉傾覆了。14那同伴

說：『這乃是基甸的刀，神已將米甸和全軍都交在他的手中。15基甸聽見這夢和夢

的講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營中，說：『起來吧！耶和華已將米甸的軍隊交在

你們手中了』。（神藉著夢做為確據、應許將米甸人交在基甸手中） 
 

 基甸帶著僕人下到營旁、這說明在爭戰中需要有屬靈的同伴。 

 基甸自己有糧食，當他被神製作、得著之後，他成為一個大麥餅，供應別人。如

主耶穌在約翰福音 6:35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這

是屬靈爭戰的武器。同樣地，我們若被神製作建造、將來也能成為別人的供應。 
 
16於是、基甸將三百人分作三對，把角和空瓶交在各人手裏，瓶內都藏著火把。19三

對的人就都吹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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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瓶：哥林多後書 4:7-9『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

於上帝，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

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惟有瓶子被打破、火把才能出來，接著便是吹角呼喊。破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必須心中無我，完全讓聖靈作工，因而從裏面帶出能力。 

 耶和華和基甸的刀:原文是“耶和華和基甸”，二者已經聯合在一起，好像神在肉

身顯現、藉著這個人彰顯出能力來，這是屬靈的實際打敗了宗教的傳統和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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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基甸打發人走遍以法蓮山地、說：『你們下來攻擊米甸人，爭先把守約但河的渡

口，直到伯巴拉』…25捉住了米甸人的兩個首領…將他們的首級帶過約但河的渡口

到基甸那裏。 

 以法蓮人住在約但河東。幫忙捉住米甸人的首領，打了勝仗。 
 

o 士師記第八章 
1以法蓮人對基甸說：『你去與米甸人爭戰、沒有招我們同去，為什麼這樣待我們

呢？他們就與基甸大大地爭吵。2基甸對他們說：『我所行的、豈能與你們所行的相

比呢？以法蓮拾取剩下的葡萄不是強過亞比以謝（屬於瑪拿西支派）所摘的葡萄

嗎？3神已將米甸人的兩個首領交在你們手中，我所行的豈能與你們所行的相比

呢？』基甸說了這話、以法蓮人的怒氣就消了。 
 

 約瑟的長子瑪拿西、次子叫以法蓮，雅各臨終為他們禱告、立以法蓮在瑪拿西之

上，現在以法蓮的後代見瑪拿西的後代做了士師、又打了勝仗，他們心裏不平、

就與基甸大大爭吵，這是屬肉體的態度與表現。 

 神的家出現複雜的現象，但基甸以“智慧的言語”、使他們的怒氣消退。箴言

15:1『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基甸有此智慧的言語、是

因他平日親近主的結果。 
 
4基甸和跟隨他的三百人到約但河過渡，雖然疲乏還是追趕。 

 他們身上有爭戰的靈，雖然疲乏還是追趕，因為屬靈的仇敵是不能妥協的，你若

不殺他、他便來殺你。 

 這時、以法蓮人並沒有跟隨追趕（屬肉體的、只會叫囂挑釁，沒有實際行動）。 
 

5基甸對疎割人說：『求你們拿餅來給跟隨我的人吃，因為他們疲乏了…』。6疏割人

不肯。 

 基甸是一個很好的領袖，他體恤跟隨的人、為他們求餅。 

 疏割人住在河東、也是以色列人，竟然不願拿出餅來給他們。 
 

8基甸從那裏上到毘努伊勒，對那裏的人也是這樣說，毘努伊勒的人也與疏割人回答

他的話一樣。 

 毘努伊勒人也住在河東，因為與米甸人相近，他們懼怕米甸人會來找麻煩，也不

肯幫助基甸和跟隨的人。 
 

10-17 節： 

 米甸人共有十三萬五千人，其中被殺的約有十二萬，剩下的約有一萬五千人，然

而跟隨基甸的人只有三百人，這是何等懸殊的比例，結果以色列人殺敗了米甸人

的軍兵、又捉拿米甸的二王。 

 以利亞曾經在迦密山以一比四百五十個拜巴力的先知、而得勝。（王上 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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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基甸帶兵得勝回來、也對付懲罰了疏割人和毘努伊勒人。 
 
18基甸問西巴和撒慕拿說：『你們在他泊山所殺的人是什麼樣式？』回答說：『他們

好像你，各人都有王子的樣式』。 

 在他泊山被殺的殉道者有王子的樣式、即神兒子的形像，都是得勝者。 
 

22以色列人對基甸說：『你既救我們脫離米甸人的手，願你和你的兒孫管理我們』。
23基甸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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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應當有的態度，因為惟有耶和華才是神家的真正管理者。 
 

24基甸又對他們說：『請你們各人將所奪的耳環給我』，原來仇敵是以實瑪利人、都

是戴金耳環的。25他們說：『我們情願給你』，就鋪開一件外衣，各人將所奪的耳

環丟在其上…27基甸以此製造了一個以弗得、設立在本城俄弗拉，後來以色列人拜

那以弗得行了邪淫，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網羅。 
 

 基甸用收來的金耳環製造了一個以弗得，這原是他的好意，他想借助以弗得尋求

神的旨意，卻因它成了他和全家的網羅，為什麼呢？ 
 

 列王紀下 18:3-4『希西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

的。他廢去邱壇、毀壞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銅蛇，因為到那時以

色列人仍向銅蛇燒香，希西家叫銅蛇為銅像』。 

 當年、以色列人在曠野埋怨、褻瀆神，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咬死

許多人，摩西為民向耶和華禱告，神對摩西說：『你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子

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銅蛇、就活了』（民數記 21章）。後來、百姓把銅蛇

當作銅像來拜，希西家王勇敢地將它打碎，因為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自從基甸製造了以弗得以後，以色列人拜以弗得行了邪淫，以致給仇敵留地

步，導致他全家人被殺在一塊磐石上，可見仇敵的詭計與可怕，我們要以此作

為警惕。 
 

30基甸有七十個親生的兒子，因為他有許多的妻。31他的妾住在示劍，也給他生了一

個兒子，基甸與他起名叫亞比米勒。33基甸死後、以色列人又去隨從諸巴力行邪

淫，以巴力比利土為他們的神。 
 

 舊約沒有定罪多妻，但這不是神永遠的旨意，起初、神從亞當身上取出肋骨造一

個女人，這人要與妻子連合。基甸有這麼多的妻子和兒子，說明他屬肉體的一

面。希伯來書第十一章把他列入信心的見證人，並不是因他的完全，就像亞伯拉

罕一樣，他雖有許多的軟弱與失敗，聖靈卻看重他的信心。 
 

 基甸有一個妾是示劍人、不是以色列人，所生的兒子名叫“亞比米勒”，這是非

利士王的統稱，就像埃及的法老一樣。亞比米勒的原意為“我的父親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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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離棄神，隨從諸巴力行淫，便給仇敵留了地步，倘若我們住在基督裏，

仇敵無法攻擊我們。 
 

o 士師記第九章 1-6節 
1耶路巴力的兒子亞比米勒到了示劍、見了他的眾母舅、說『…是耶路巴力的眾子七

十人都管理你們好呢？還是一人管理你們好呢？你們又要記念我是你們的骨肉』。

示劍人的心歸向亞比米勒，他們說：『他原是我們的弟兄』。他們從巴力比利土的

廟中取了七十舍客勒銀子給亞比米勒，他用銀子顧了些匪徒跟隨他，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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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劍人並不是亞比米勒真正的弟兄，乃是利益的結合。 

 巴力比利土：意思說“與巴力立約”。亞比米勒從廟中取錢顧了匪徒，可以說是

肉體與仇敵的聯合，所帶出來的行動、使基甸這麼好的光景變得慘不忍睹。 
 

 從上面第九章這段經文中、我們需要注意幾件事： 

 基甸曾經對以色列人說：『我不管理你們，我的兒子也不管理你們…』。現

在、亞比米勒問眾母舅全家人『你們要七十個人管理你們好呢？還是一人管理

你們好呢？』可見亞比米勒心裏想做王，他是一個想要爭權、又屬肉體的人。 

 其實、我們的裏面都有“想要作王“的慾望，羅馬書 8:7『原來體貼肉體的，就

是與上帝為仇；因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當我們順從肉體時、就

給黑暗權勢開了一條路。 

 士師記 6:23『人稱基甸為“耶路巴力”，意思說：他拆毀巴力的壇，讓巴力與

他爭論』。士師記 9:1『耶路巴力的兒子亞比米勒…』經文中不說“基甸的兒

子亞比米勒”，卻說“耶路巴力的兒子亞比米勒”，為什麼呢？因為以前巴力

的壇被拆毀，因肉體給仇敵留了地步，導致巴力要來與他爭論。 

 士師記第六章、基甸曾經將肉和無酵餅放在磐石上、向神獻祭，有火從磐石上

燒盡祭物；他也曾經照耶和華所吩咐的拆毀巴力的壇，並在磐石上為耶和華築

壇獻燔祭。士師記第九章、基甸的七十個兒子卻被殺在一塊磐石上，顯然這是

巴力與他爭論了。 

 哥林多前書 6:6-8『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

們彼此告狀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為什麼不情願吃虧

呢？』這是肉體不受對付的表現。 
 

仇敵詭計的另一作為： 

 約書亞記 24:1-3約書亞將以色列的眾支派聚集在示劍，召了以色列的長老、族

長、審判官、並官長來，他們就站在神面前，約書亞對眾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古時、你們的列祖、就是亞伯拉罕和拿鶴的父親他拉、住在河那邊事

奉別神，我將你們的族長亞伯拉罕從大河那邊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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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亞記 24:14-16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事奉祂，將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

和埃及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華。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

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這地的

亞摩利人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百姓回答說：我們斷

不敢離棄耶和華去事奉別神。 
 

 約書亞記 24:25-27約書亞就與百姓立約、在示劍為他們立定律例典章，約書亞將

這些話都寫在神的律法書上，又將一塊大石頭立在橡樹下耶和華的聖所旁邊。約

書亞對百姓說：看哪！這石頭可以向我們作見證，因為聽見了耶和華所吩咐我們

的一切話，倘或你們背棄你們的神，這石頭可以作見證。 
 

 士師記 9:6示劍人和米羅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劍橡樹旁的柱子那裏，立亞比米勒

為王。 

 我們看見、當仇敵反撲時，牠破壞以色列人從前的見證。保羅在哥林多後書 2:11

說、『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我們並非不曉得牠的詭計』。以弗所書 6:12『我

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

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禱告： 

主，我們實在感謝袮！在這末後的時代、仇敵藉著各樣的環境、來破壞在神家裏、耶

穌基督的見證，謝謝袮賜下那麼多信心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並且幫助我們站立

得穩。袮一方面用歷世歷代信心偉人得勝的經歷、來鼓勵我們走這條路；袮也使用他們失

敗的例子來警戒我們，使我們能夠侍立在袮面前。主啊！我們需要袮、將自己重新獻給

袮，把所有的榮耀、敬拜、讚美都歸給袮，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