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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主，我們實在感謝袮！袮要把十字架上全備的救恩、做成在我們的身上。袮已經得了
榮耀、又要帶領我們進入榮耀裏面，袮已經得勝，使我們靠著袮的恩典也能得勝。當我們
走在這條信心的路上、盼望能夠像這些信心的見證人一樣，在地上成為袮的見證、來榮耀
袮的名。我們再次把自己獻上，好讓袮在我們身上有絕對的權柄，保守我們的心思意念，
把一切榮耀、敬拜和讚美都歸給袮，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士師時代的環境非常艱難，以色列人離棄神、拜偶像，大體來說、他們失敗了，但是神興
起士師、也就是得勝者。現今的世代也是如此，不論教會的光景如何、神仍然呼召得勝
者，盼望藉著他們被興起之後、能夠代表全教會得勝，可見得勝者的得勝不僅是為個人，
也是為了神的旨意。
當時以色列人的仇敵是米甸人，他們帶著牲畜帳棚來、像蝗蟲那樣多進入國內、毀壞全
地，導致以色列人極其窮乏、被迫住在山洞裏，他們不僅失去一切的供應、也沒有安息，
因此、他們就呼求耶和華。神興起基甸，他帶領以色列人、以三百人對十三萬五千的懸殊
比例，戰勝了米甸軍兵，當時的戰場就在耶斯列平原，啟示錄所提到的哈米吉多頓大戰的
戰場就在這裏，這是末日世界大戰的預表，主藉著得勝者勝過了仇敵。
從基甸身上學功課（續）：
o 士師記 8 章 22-2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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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基甸戰勝了仇敵、集榮耀於一身，並且是百姓主動地請他作王，可是他沒有
因為得勝而自滿、驕傲，他靠著神的恩典拒絕作王的誘惑、以致他能夠說出這樣
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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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應當學習的屬靈態度。主耶穌在世上有許多人擁戴祂為王，大聲歡呼『奉主名
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然而主知道萬人的心，結果、這些人就
是後來喊著『釘祂十字架！釘他十字架!』的人。
 基甸在這段時間的屬靈光景非常好，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將他列入信心見證人
之中。聖經告訴我們、一方面要持定元首，一方面屬靈生命年幼的要順服年長
的。並不是順服這個“人”，而是順服他那成熟的生命，同時我們要彼此順服。
o 士師記 8 章 27-3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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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基甸有七十個親生的兒子、因為他有七十個
妻。31 他的妾住在示劍、也給他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亞比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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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甸原想借助以弗得尋求神的旨意，沒想到後來以色列人拜以弗得行淫。我們往
往過分寶貝過去的經歷、或方法，以基督之外的人事物來代替基督。事實上神是
靈，祂要我們用心靈誠實來敬拜祂，因為祂看重“人”甚於“人的方法”。
 一個人得勝的時候、往往是最危險的時候，基甸便是一個例子，他有七十個妻和
一個妾、住在示劍，兒子名叫亞比米勒、說“我父親是王”。其實、失敗有時候
反而不像得勝那麼可怕，因為失敗導致我們回轉；而得勝常常使人不知不覺地、
慢慢地墮落下去。
 當基甸死後、以色列人也漸漸墮落，他們隨從諸巴力行邪淫，以巴力比利土為
神，他們與巴力立約，不再記念耶和華他們的神。
o 士師記第九章 1-6 節
 亞比米勒是基甸與妾所生的兒子、是人墮落的肉體與外邦人（示劍人）的結合，
他想要作王、用自己的方法說服示劍人、又買通匪徒，將他的弟兄、即耶路巴力
的眾子七十人、殺在一塊磐石上，只留下小兒子約坦。回想基甸曾經拆毀巴力的
壇、砍下壇旁的木偶，並在磐石上為耶和華築壇獻祭，如今仇敵向他的家反撲。
 根據約書亞記二十四章的記載、約書亞臨終前曾經在示劍、將一塊大石頭立在橡
樹下，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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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士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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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為何允許這麼淒慘的事情發生在基甸的家中？這七十個兒子豈不是無辜的嗎？
讓我們從聖經看看幾個例子：
 利未記 9:22-24
亞倫向百姓舉手為他們祝福，他獻了贖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來了。摩西亞
倫進入會幕，又出來為百姓祝福，耶和華的榮光就向眾民顯現。有火從耶和華
面前出來，在壇上燒盡燔祭和脂油，眾民一見就都歡呼、俯伏在地。
（亞倫按著神的心意獻贖罪祭、燔祭和平安祭，這火來自祭壇、是永遠不滅
的；接著有火從天上降下來、悅納摩西亞倫的祭物）。
 利未記 10:1-2
亞倫的兒子拿答、亞比戶各拿自己的香爐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華面前獻上
凡火，是耶和華沒有吩咐他們的，就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把他們燒滅，他
們就死在耶和華面前。
（拿答、亞比戶的火是凡火、是從自己的香爐來的，代表人事奉神的熱心、是
人的方法與能力，沒有經過十字架的對付。結果有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亞
倫的兩個兒子）。
 民數記 20 章 2 會眾沒有水喝、就攻擊摩西亞倫…7 耶和華曉諭說：『你拿著杖
吩咐磐石發出水來…。11 摩西舉手用杖擊打磐石兩下、就有許多水流出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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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因為你們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所
以、你們必不得領這會眾進我所賜給他們的地去』。
 使徒行傳 5 章、亞拿尼亞和妻子把賣田產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卻說是全數
奉獻，導致夫妻先後在眾人面前斷了氣，因為他們欺哄聖靈。
神為何如此嚴厲呢？
 利未記 10:3 於是、摩西對亞倫說：『這就是耶和華所說、我在親近我的人中
要顯為聖、在眾民面前我要得榮耀』，亞倫默默不言。
利未記 10 章 1-2 節記載、亞倫的兒子拿答和亞比戶因獻凡火，神就降火將他
們燒死，此後、神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
神對事奉的人如此嚴厲，因為這是祂的原則，“我在親近的人中要顯為聖、在
眾民面前我要得榮耀”，神是聖潔的。今天神的兒女若獻了凡火，雖然不會被
火燒死，我們應當曉得這是不蒙神悅納的；此外、我們也看見仇敵的兇狠，千
萬不要給仇敵留地步。
o 士師記第九章 7 節
7
有人將這事告訴約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頂上、向眾人大聲喊叫、說：『示劍人
哪！你們要聽我的話，神也就聽你們的話』。
 在基甸家的悲劇中，神為他留下了小兒子約坦。約坦所講的話、非常重要，我們
若聽他的話，神就聽我們的話，這是屬靈的原則。
 雅各的女兒底拿被示劍人玷污，示劍代表與肉體、世界有關係的。亞伯拉罕出哈
蘭、剛到迦南地，他在示劍築了第一座壇。基本上、我們都是示劍人。
 約坦站在基利心山頂上：
 申命記 27:11-13 當日摩西囑咐百姓說：『你們過了約但河，西緬、利未、猶
大、以薩迦、約瑟、便雅憫六個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為百姓祝福。
流便、迦得、亞設、西布倫、但、拿弗他利六個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
上宣布咒詛』。
 從以上經文看出、以色列人還沒有過河，摩西就告訴他們：六個支派站在基利
心山上祝福，倘若你們按照律法來行、你們就得祝福。另外六個支派站在以巴
路山上宣告咒詛，倘若你們離棄耶和華不遵守他的律法，咒詛就臨到你們。
 約書亞記 8:32-34 以色列人在艾城之役得勝，約書亞叫以色列人一半對著基利
心山、一半對著以巴路山，將律法書上祝福和咒詛的話宣讀了一遍。
 創世記 12:6-7 亞伯蘭在示劍為耶和華築了第一座壇，示劍的原文是“肩
膀”。神帶領亞伯蘭的一家進入迦南地，但是、周圍都是巨大的迦南人，神要
讓亞伯蘭知道神是他的肩膀，祂擔負一切的重擔和責任；然而、各人也有他自
己的責任，或揀選耶和華、守律法蒙祝福；或揀選別神、遭受咒詛。
3

希伯來書

第 36 講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32~34 節 (3)

王諾亞弟兄

 馬太福音第 5 章、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曾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
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要為那逼
迫你們的禱告』。“約坦”二字是正直的意思，他雖然經歷如此浩劫，在那樣
的情況之下，他選擇站在基利心山上說話。
 約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穌在敘加井旁與撒瑪利亞婦人說話，這地便是示劍，北
方是咒詛山以巴路，南方是祝福山基利心。根據研究地理的學者發現以巴路山
面對沙漠、山上是不毛之地；而基利心山上卻面對黑門山、因著甘露的滋潤，
使得山上長滿了各樣的樹木、如橄欖樹、無花果樹、葡萄樹…等等。
8

有一時、樹木要膏一樹為王，管理他們，就去對橄欖樹說：『請你做我們的王』，9
橄欖樹說：『我豈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飄颻在眾樹之上呢？』10 樹木對無
11
花果樹說 ：『請你來做我們的王』， 無花果樹回答說 ：『我豈肯止住所結甜美的
12
13
果子、飄颻在眾樹之上呢？』 樹木對葡萄樹說：『請你來做我們的王』， 葡萄樹
回答說 ：『我豈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樂的新酒、飄颻在眾樹之上呢？』14 眾樹對荊
棘說 ：『請你來做我們的王』，荊棘回答說：『你們若誠誠實實地膏我為王，就要
投在我的蔭下。不然、願火從荊棘裏出來、燒滅利巴嫩的香柏樹』。
 以上這段比喻是影射士師記 8:22-23、以色列人要求基甸管理他們的那件事。
 橄欖樹：
8
樹木要膏一樹為王，管理他們，就去對橄欖樹說：『請你做我們的王』，9 橄欖
樹說：『我豈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飄颻在眾樹之上呢？』
 橄欖的功用：橄欖被壓榨製成橄欖油，供應聖殿裏金燈臺的油、與膏抹君
王、先知、祭司的油，此外、油也有醫治的功用，路加福音第 10 章、主耶穌
對一個律法師說、有一個人在往耶利哥途中被強盜打傷，撒瑪利亞人用油和
酒倒在他的傷處。
 橄欖樹不願作王，他寧願作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
 橄欖樹高大、枝葉繁茂，但是結出的橄欖需要被打下來、經過壓榨才能做成
油，橄欖樹寧可降卑、被製作，也不願飄颻在眾樹之上。
 無花果樹：
10
樹木對無花果樹說 ：『請你來做我們的王』，11 無花果樹回答說 ：『我豈肯止
住所結甜美的果子、飄颻在眾樹之上呢？』
 無花果樹能供應人吃飽。馬太福音 21 章、主耶穌在無花果樹上找不到果子，
就咒詛它。這時候一般的無花果樹結的是春果、尚未成熟，根據馬可福音
11:13 提到“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因此、我們的主就咒詛這一棵在應當結
果子的時期、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
 即使結了無花果、也不一定有成熟的果子供給人吃，啟示錄 6:13『天上的星
辰墜落於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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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無花果樹要有甜美的果子供人食用，需要兩個條件：一是應當結
果子的時期有未熟的果子，一是結出的果子能經得起大風的搖動、即環境的
震撼。果子如何能夠不被大風吹落？要住在主裏、躲在主的蔭蔽之下。
 無花果樹也不願飄颻在眾樹之上，它情願結生命的果子供應人的需要。


葡萄樹：
12
樹木對葡萄樹說：『請你來做我們的王』，13 葡萄樹回答說 ：『我豈肯止住使
神明和人喜樂的新酒、飄颻在眾樹之上呢？』
 葡萄樹上掛著一串串、一顆顆晶瑩剔透的葡萄，非常美而引人，但是它們必
須被摘下來投入酒醡中壓榨，並在陰暗的地窖中發酵釀造，才能成為使神和
人喜樂的新酒。
 祭是一種付出、原是痛苦的，獻祭加上奠酒表示甘心樂意。保羅將要殉道離
世時，說：『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我若被澆奠在其上，也是喜
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腓立比書 2:17）
 詩篇 104:15『得酒能悅人心…』，酒讓人心得到滿足，又在寒冬溫暖人身。
 因此、葡萄樹也不願飄颻在眾樹之上，寧可做使神和人喜樂的新酒。



荊棘：
14
眾樹對荊棘說 ：『請你來做我們的王』，荊棘回答說：『你們若誠誠實實地膏
我為王，就要投在我的蔭下。不然、願火從荊棘裏出來、燒滅利巴嫩的香柏樹』
 若誠誠實實地膏我為王：顯然亞比米勒知道、示劍人不是誠心要擁他為王，
他也知道自己不像王，但是他想要作王。
 就要投在我的蔭下：實際上荊棘沒有蔭下，亞比米勒卻要求示劍人投靠他。
 願火從荊棘裏出來：荊棘在乾旱的沙漠中著火是常見之事。
 燒滅利巴嫩的香柏樹：香柏樹是建造聖殿的木料、代表基督的生命；荊棘有
刺、常常刺來刺去，代表天然的肉體，它要消滅基督在我們裏面的生命。感
謝主！我們的主以荊棘為冠冕，祂以我們為寶為尊。
 路加福音 22:24-26 門徒吃過逾越節的晚餐之後、他們爭相為大，每一個都想
“飄颻在眾樹之上”，其實、我們也時常顯露出這種飄飄然的心態、而不自
覺，怪不得主要破碎我們，他對門徒說：『…你們裏頭為大的、倒要像年幼
的；為首領的、倒要像服事人的』。
 主的生命所結出的果子、就像橄欖樹、無花果樹、葡萄樹，甘心服事人而不
願作王，可惜、在教會中常常看見喜歡飄颻在眾樹之上的樹。

16

現在、你們立亞比米勒為王，若按誠實正直善待耶路巴力和他的全家、這就是酬他
的勞。17 從前、我父冒死為你們爭戰、救了你們脫離米甸人的手，18 你們如今起來攻
擊我的父家，將他眾子七十人殺在一塊磐石上，又立他婢女所生的兒子亞比米勒為
示劍人的王，他原是你們的弟兄。19 你們如今若按成熟正直待耶路巴力和他的家，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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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因亞比米勒得歡樂，他也可因你們得歡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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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約坦
的話果然應驗了。)
21

約坦因怕他兄弟亞比米勒、就逃跑來到比珥住在那裏。
 比珥：民數記 21:16-18 以色列人從那裏起行、到了比珥，從前耶和華吩咐摩西
說：『招聚百姓、我好給他們水喝』，說的就是這井。當時、以色列人唱歌說：
『井啊！湧上水來！你們要向這井唱歌』。這井是首領和民中的尊貴人用圭、用
杖所挖掘的。以色列人從曠野往瑪他拿去。
 約坦講完話、就逃跑來到位於約但河東的比珥，近亞瑪力人住的地方。約坦原來
在約但河西的示劍，現在他已經跨河到了河東。
 比珥是井的意思，河、是天然的、神造的；井是人工挖掘的，比珥井是以色列的
首領和民中的尊貴人用圭和杖挖掘的，所以、他們為湧出的水歡呼歌唱。
 主耶穌在敘加井旁對撒瑪利亞的婦人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
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井必需經過挖掘、才能有水湧流出來，這個挖掘就像是十字架的工作，把天然、
屬肉體、屬世界的東西挖出來倒空，這是要捨己付代價的。帶領的人先被破碎製
作，使井水湧上來，便能供應眾人的需要。
 從約坦的事件我們看出：當肉體如亞比米勒掌權的時候，怎麼辦呢？要逃到比
珥，換句話說、我們要來到主裏學習倒空自己，好讓生命的活水湧流出來。
 願我們記住約坦所說的話：『示劍人哪！你們要聽我的話，神也就聽你們的話』
禱告：
主，我們實在感謝袮！我們需要袮在我們身上做十字架的工作，不斷地破碎、倒空，
讓生命的水從我們身上流出來、供應別人。甚願我們能負袮的軛、學袮的樣式，因為袮的
心裏柔和謙卑。我們天然的個性是驕傲、剛硬，希望袮作工在我們身上，也給我們足夠的
恩典，讓我們服在袮的權下，袮在我們身上作王掌權。我們再一次為著袮的話語、勉勵和
提醒獻上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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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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