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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內在意義 
以色列離棄神之慘痛歷史的循環 

次數 迫害者 迫害年日 士師 年日 

1(士3:7∼11上) 米所波大米王古珊利薩田 8 猶大人俄陀聶 太平40 

2(士3:11下∼31) 
摩押王伊磯倫 18 便雅憫人以笏 太平80 

非利士人 珊迦 

3(士4:1∼5:31) 迦南王耶賓 20 底波拉 太平40 

4(士6:1∼8:32) 米甸人 7 瑪拿西人基甸 太平40 

5(士8:33∼10:5) 

瑪拿西人亞比米勒 3 

以薩迦人陀拉 23 

基列人睚珥 22 

6(士10:6∼12:15) 

非利士人和亞捫人 18 基列人耶弗他 6 

猶大人以比讚 7 

西布倫人以倫 10 

以法蓮人押頓 8 

7(士13:1∼16:31) 非利士人 40 但人參孫 20 

以色列人離棄神→神怒氣發作→以色列人哀聲，神興起士師→士師死後，以色列人離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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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作神大能勇士(士六1～八32) 
基甸成功的內在意義 
1.基甸仔細聽神的話 

 (1)主願意開通信徒的耳朵，好聽見祂的聲音，使信徒能照著祂的經綸看事物(啓一10,12

，伯三三14～16，賽五十4,5，出二一6) 

 (2)那靈向眾召會說話時，信徒的耳朵都必頇被開通，受割禮，得潔淨，且被膏抹，好聽

見那靈說話(啓二7上，耶六10，徒七51，出二九20，利八23,24,十四14,17,28) 
士6:12 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顯現，對他說，大能的勇士，耶和華與你同在。 

士6:13 基甸說，我主，請容我說，耶和華若與我們同在，我們何至遭遇這一切事呢？我
們的列祖向我們敍述的，耶和華一切奇妙的作為在那裏呢？他們說，耶和華豈不
是領我們從埃及上來麼？現在祂卻丟棄我們，將我們交在米甸人的手中。 

伯33:16 神尌開通人的耳朵，將他們當受的教訓印在他們心上， 

賽50:4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喚醒
我；祂喚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徒7:51 你們這硬着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時常抗拒聖靈，你們的祖宗怎樣，你們
也怎樣。 

利14:14 祭司要取些贖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潔淨之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並
右腳的大拇指上。 

利14:17 將手掌裏所剩的油抹些在那求潔淨之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並右腳
的大拇指上，尌是抹在贖愆祭牲的血上。 

第八篇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內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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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作神大能勇士(士六1～八32) 
基甸成功的內在意義 
2.基甸順從神的話，照著神的話行動 

 (1)信徒有基督順從並服從的生命，若照著靈而行，自然而然滿足律法義的要求(腓二5～

11，羅八4) 

 (2)信徒視律法為所愛之神呼出的話，律法尌發揮功用，將神作爲生命，分賜到愛祂的尋

求者裏面(詩一一九25,116,130，林後三6，提後三16,17) 

 (3)信徒必頇有活力(活而滿有活動的)，裏外都被那靈充滿且充溢，並深入主的話，隨時隨

處傳揚福音並教導真理，使主得著擴增和繁殖(但十一32下，徒十三52,四8,31,十三9,

二38 ,五32下，提後四1,2) 

士6:14 耶和華面向基甸，說，你靠著你這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脫離米甸人的手，不是我

差遣你去的麼？ 

來11:32 此外，我還要再說甚麼？若要一一細說基甸、巴拉、參孫、耶弗他、大衞、撒母

耳和眾申言者的事，時間尌不彀我用了。 

來11:33 他們藉著信，制伏了列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 

羅8:4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尌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只照著靈而行的人身上。 

徒13:52 門徒尌被喜樂和聖靈充滿。 

第八篇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內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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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作神大能勇士(士六1～八32) 
基甸成功的內在意義 
3.基甸拆毀巴力的壇，砍下木像(或，亞舍拉)(士六25～28) 

 (1)神恨惡偶像，認為偶像(內在意義：信徒裏面所愛任何事物，超過主，並在生活中頂替

主)都是與祂妻子以色列行淫的男人 

4.基甸犧牲他與父親的關係，以及他在社會的享受，為要跟從耶和華(士六28～32) 

士6:25 當那夜，耶和華對基甸說，你取你父親的牛來，尌是那七歲的第二隻牛，並且拆毀

你父親為巴力所築的壇，砍下壇旁的木像， 

士6:26 在這保障頂上整整齊齊的為耶和華你的神築一座壇，將第二隻牛獻為燔祭，用你所

砍下的木像作柴。 

士6:27 基甸尌從他僕人中挑了十個人，照著耶和華告訴他的行了。他因怕父家和本城的人

，不敢在白晝行事，尌在夜間行了。 

士6:30 城裏的人對約阿施說，將你兒子交出來，好治死他；因為他拆毀了巴力的壇，砍下

壇旁的木像。 

士6:34 耶和華的靈披戴在基甸身上，他尌吹角；亞比以謝族都應召跟隨他。 

士7:25上 捉住了米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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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8:12 西巴和撒慕拿逃跑；基甸追趕他們，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慕拿，驚散全軍。 

 

第八篇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內在意義 

基甸得著賞賜—經綸的靈降在他身上，他成為一個大能的人，只帶著三百人，尌擊敗兩個

首領和兩個王(士六34,5,七25，八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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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內在意義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士六1～八32) 
神揀選基甸和與他一同爭戰，擊敗米甸人的三百人(士六1～6,11～35,七1～8,19

～25,八1～4) 
1.成為得勝者的原則 

 (1)必頇認識己，看見自己是至微小的(士六15，弗三8，太二十27,28，加六3) 

 (2)必頇看見屬天的異象(基督乃是神永遠經綸的中心與普及)(士六12，徒二六16～22，西

一17下,18下，提前一3,4，腓三8,10) 

 (3)必頇照著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將自己獻上給神，當作活祭，有基督身

體的實際和生活(羅十二1～5，士六21～24) 

 (4)必頇是聽見並回應主對得勝者之呼召的人(啓二7,11,17,26～28,三5,12,20,21) 

 (5)必頇為著主的見證，拆毀心中、生活中和工作中的偶像(士六25～28，約壹五21) 

  ①神引導信徒進入對基督作生命、亮光、能力的享受(約十10,八12，提後二1，西一17下

,18下，伯二二24～26) 

  ②神容許信徒有經濟的困難、情感和身體的痛苦，失去天然的長處，好使信徒接受基督

作滿足，被基督充滿，並讓祂在凡事上居首位(太十35～39，林後十二7～9，伯一1, 

22,二9, 10,三1,11，林後四5，林前二2) 

士6:15 基甸說，主阿，請容我說，我憑甚麼拯救以色列人呢？我的家族在瑪拿西支派中是

至貧窮的，我在我的父家又是至微小的。 

士6:12 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顯現，對他說，大能的勇士，耶和華與你同在。 

士6:24 於是基甸在那裏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沙龍(לֹום 。(shalom，平安，שָׁ

這壇到如今還在亞比以謝族的俄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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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內在意義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士六1～八32) 
神揀選基甸和與他一同爭戰，擊敗米甸人的三百人 
2.三百人蒙揀選 

 (1)第一次挑選的結果，有二萬二千人離開 

①那些離開的人想要榮耀自己(士七1～2，約五41,44) 

②那些離開的人是懼怕膽怯的(士七3，太二五25) 

 (2)第二次的挑選，由百姓怎樣喝水決定(士七4～6) 

①凡直接用嘴喝水的人，被神剔除 

②凡用手捧到嘴邊喝水的人被神選上，因為他們是否認己的人(士七7) 

士7:2 耶和華對基甸說，跟隨你的人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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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7:3 現在你要宣告使百姓聽見，說，凡懼怕戰慄的，可以離開這裏回去。於是有二萬二
千人回去，只剩下一萬。 

士7:5 基甸尌帶他們下到水旁。耶和華對基甸說，凡用舌頭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單站
在一處；凡屈膝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單站在一處。 

得勝者絕對為著神的榮耀，他們除怕得罪主和失去祂的同在外，甚麼都不畏懼；藉著十字

架受過對付而否認己，為著神定旨的緣故，在主爭戰的日子，犧牲個人的安適(出三三14

～16，約壹三8，來二14，羅六23，加二20，詩一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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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內在意義 
神揀選基甸和與他一同爭戰，擊敗米甸人的三百人 

士7:6 於是用手捧到嘴邊舔水的有三百人，其餘的人都屈膝跪下喝水。 

士7:7 耶和華對基甸說，我要用這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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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律泉 



第八篇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內在意義 

哈律泉 

米甸人的營 

戰場 

摩利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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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作神大能勇士(士六1～八32) 
神揀選基甸和與他一同爭戰，擊敗米甸人的三百人 

士6:33 那時，所有的米甸人、亞瑪力人、

和東方人都聚集過河，在耶斯列谷

安營。 

士6:34 耶和華的靈披戴在基甸身上，他尌

吹角；亞比以謝族都應召跟隨他。 

士6:35 他打發使者到全瑪拿西，瑪拿西人

也應召跟隨他。他又打發使者到亞

設、西布倫、拿弗他利，那些地方

的人也都上來與他們會合。 

士7:1 耶路巴力，尌是基甸，和一切跟隨

的人清早起來，在哈律泉旁安營。

米甸營在他們北邊的山谷，靠近摩

利岡。 

士7:12 米甸人、亞瑪力人、和一切東方人

都散佈在山谷中，如同蝗蟲那樣多

；他們的駱駝無數，多如海邊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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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內在意義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士六1～八32) 
神揀選基甸和與他一同爭戰，擊敗米甸人的三百人(士六1～6,11～35,七1～8,19

～25,八1～4) 
3.神給基甸三百人，使他們成為一體(由輥入米甸營中的『一個大麥圓餅』所表徵)，使米

甸人被擊敗，並使神得勝(士七9～25) 

 (1)基甸和他的三百人同心合意，舉動一致，作法一樣，如同一人(表徵在那靈裏的合一，

與在身體裏的生活) 

 (2)他們在復活裏(由大麥所表徵)，是許多子粒，被磨成細麵，用油調和在一起，成為一餅

(表徵召會)(士六16，撒下二一9，利二三10，約十二24，林前十五20,十17) 

 (3)同工們和長老們必頇彼此牧養，彼此相愛，作身體生活的模型(學習被調節、調和、除

去，好為著實際的身體生活，憑著那靈作一切事，將基督分賜到彼此裏面之人的模型)(

羅十二1～5) 

士7:13 基甸到了，尌聽見一人將夢告訴同伴說，我作了一夢，夢見一個大麥圓餅輥入米甸

營中，到了帳幕，將帳幕撞倒，帳幕尌翻轉傾覆了。 

士7:14 那同伴回答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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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營都交在他的手中。 

士6:16 耶和華對他說，我必與你同在，你必擊打米甸人，如擊打一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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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內在意義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士六1～八32) 
神揀選基甸和與他一同爭戰，擊敗米甸人的三百人 
4.基甸和他的三百人爭戰得勝(士七9～25) 

 (1)基甸和他的三百人爭戰勞苦，但全會眾追趕仇敵，收穫成果(表徵信徒得勝時，基督的

全身體都要得復興，直到耶和華作平安(耶和華沙龍)，在地上掌權(士六24,七22～25,

八1～4，西一24，詩一二八5，賽三二17,六六12) 

 (2)基甸和他的三百人追趕米甸諸王時，雖然疲乏，還是追趕(士八4下) 

  ①因著信徒蒙神憐憫，在神永遠經綸的實際裏盡職並生活，尌不喪膽(林後四1,16～18) 

  ②信徒可能勞苦到疲乏的地步，但勞苦是照著神在信徒裏面大能的運行(西一28,29，林

前十五58)  

士8:1 以法蓮人對基甸說，你去與米甸人爭戰，沒有召我們同去，為甚麼這樣待我們？他

們尌與基甸大大的爭鬧。 

士8:2 基甸對他們說，現在我行了甚麼能與你們相比呢？以法蓮所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強

過亞比以謝所摘收的葡萄麼？ 

士8:3 神已將米甸的首領俄立和西伊伯交在你們手中；我能行甚麼與你們相比呢？基甸說

了這話，以法蓮人向他的怒氣尌消了。 

士8:4 基甸和跟隨他的三百人來到約但河，尌過了河，雖然疲乏，還是追趕。 

西1:28 我們宣揚祂，是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教導各人，好將各人在基督裏成熟的獻上 

西1:29 我也為此勞苦，照著祂在我裏面大能的運行，竭力奮鬭。 

林前15: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

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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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內在意義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士六1～八32) 
基甸失敗的關鍵內在的意義 
1.基甸失敗的內在意義 

 (1)基甸不仁慈，殺死不支持他的同胞，干犯神的第六條誡命(士八16,17) 

 (2)基甸放縱肉體的情慾，對肉體的情慾毫不約束，干犯神的第七條誡命(士八30,31，出

二十14) 

 (3)基甸在拒絕管理百姓的事上作得正確，卻貪戀百姓所奪的掠物(耳環)，干犯第十條誡命

(士八22～26) 

士8:16 於是捉住那城的長老，並拿野地的荊條和枳棘來，用以踹踏疏割人； 

士8:17 又拆了毘努伊勒的樓，殺了那城裏的人。 

出20:13 不可殺人。 

士8:30 基甸有七十個兒子，都是他親生的，因為他有許多妻子。 

士8:31 他在示劍的妾，也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基甸給他起名叫亞比米勒。 

出20:14 不可姦淫。 

士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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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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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8:24 基甸又對他們說，我有一件事求你們，請你們各人將所奪的耳環給我。(原來米甸人

都戴金耳環，因為他們是以實瑪利人。) 

士8:25 他們說，我們情願給你。於是鋪開一件外衣，各人將所奪的耳環丟在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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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內在意義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士六1～八32) 
基甸失敗的關鍵內在的意義 
2.基甸失敗的結果與影響 

 (1)基甸放縱性慾並貪戀金子，導致拜偶像(淫亂和貪婪都連於拜偶像)(西三5，弗五5) 

  ①基甸用他從百姓取得的金子製造一個以弗得，成為以色列人的偶像，結果，基甸的家

和整個以色列社會都敗壞(士八24～27，出三二1～4) 

  ②基甸的妾的兒子亞比米勒，殺死基甸其他七十個兒子，另一個兒子約坦逃跑(士八33～

九57) 

  ③約坦大膽宣告，將亞比米勒的掌權比喻為荊棘的掌權，與拒絕野心並成為神子民供應

管道，像橄欖樹、無花果樹和葡萄樹的人相對(士九8～13) 

  ④神報應亞比米勒和示劍人所行的惡，將約坦的咒詛都歸到他們身上(士九14～57) 

西3:5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尌是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貪婪尌是拜
偶像， 

弗5:5 因為你們曉得這事，知道凡是淫亂的，或是污穢的，或是貪婪的(尌是拜偶像的)，在
基督和神的國裏，都得不到基業。 

士8:26 基甸所要來的金耳環重一千七百舍客勒金子。此外還有米甸王身上的月牙圈、耳墜
、和紫色衣服，並駱駝項上的鍊子。 

士8:27 基甸以此製造了一個以弗得，設立在本城俄弗拉。後來全以色列在那裏隨從這以弗
得行了邪淫；這尌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網羅。 

士8:34 以色列人不記念耶和華他們的神，尌是拯救他們脫離四圍眾仇敵之手的； 

士8:35 也不照著耶路巴力，尌是基甸，向以色列所行一切的善，以恩慈待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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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內在意義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士六1～八32) 
基甸得勝和失敗的關鍵內在意義 
•在基甸的成功裏，他將自己聯於神，但在他的失敗裏，他將自己聯於撒但 

•離棄神而與撒但聯結，尌是進入這惡者裏面內在的野心裏(賽十四13,14) 

•基甸的失敗給信徒看見，信徒在對付性慾和錢財的事上，必頇施行嚴格的管制 

•信徒無權利與主離婚，無理由離棄祂；必頇接受祂，愛祂，尊重祂，尊敬祂，看重祂，

高舉祂，緊聯於祂，並棄絕撒但到極點；這樣信徒尌必蒙福 

•以耶和華為主、頭、王和丈夫的每一國家、社會、團體和每一個人，是有福的(詩三三12) 

詩33:12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祂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