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内在意义10/18-24 
OL Summary: 
I.基甸被神兴起作神大能的勇士，为神所差，
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欺压；我们必须
看见基甸成功的内在意义: 
A.基甸仔细听神的话，这在当时以色列人中间
是少有的。 
B.基甸顺从神的话，照着神的话行动。 
C.基甸拆毁巴力（迦南人主要的男神）的坛，
砍下木像（或，亚舍拉，主要的女神）；这摸
着神的心，因为神恨恶偶像，认为偶像都是与
祂妻子以色列行淫的男人；就内在一面说，偶
像就是我们里面所爱的任何事物，超过了主，
并在我们的生活中顶替了主。 
D.基甸因着拆毁父亲为巴力所筑的坛，砍下木
像，就牺牲了他与父亲的关系，以及他在社会
的享受，为要跟从耶和华；基甸要作这样的
事，就需要牺牲他自己的权益，而他的牺牲是
他成功的有力因素。 
E.由于以上这四个因素，基甸得了赏赐——经
纶的灵降在他身上；因此，他成为一个大能的
人，只带着三百人，就击败两个首领和两个
王；他们的人“像蝗虫那样多”，并且“骆驼
无数”；在基甸身上有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
一个与神联结的人，就是神人，如何实行神的
话并完成神的经纶。』 
II.得胜者如何蒙拣选，见于神如何拣选基甸，
以及与他一同争战，击败米甸人的那三百人: 
A.基甸的故事给我们看见如何成为得胜者。 
B.得胜者如何蒙拣选，见于那三百人如何被选
上；神告诉基甸，跟随他的人太多，指明神要
为以色列人争战；第一次挑选的结果，有二万
二千人离开。 
C.第二次的挑选，由百姓怎样喝水而决定；凡
直接用嘴喝水的人，被神剔除；凡用手捧到嘴
边喝水的人被神选上，因为他们是否认己的
人；借着这样喝水，他们能殷勤留意仇敌的任
何攻击。』 
D.神给基甸三百人，使他们成为一体，由辊入
米甸营中的“一个大麦圆饼”所表征，使米甸
人被击败，并使神得胜。 
E.基甸和他的三百人争战劳苦，但全会众追赶
仇敌，收获成果，表征我们得胜时，基督的全
身体都要得复兴，直到耶和华作平安，耶和华
沙龙在地上掌权。 
F.基甸和他的三百人追赶米甸诸王时，“虽然
疲乏，还是追赶” (士八4下)。因着我们蒙了
神的怜悯，在神永远经纶的实际里尽职并生
活，我们就不丧胆；我们可能劳苦到疲乏的地
步，但我们的劳苦是照着神在我们里面大能的
运行。 
III.我们必须看见基甸失败的关键内在的意义: 

A.第一，基甸不仁慈；他杀了那些不支持他的
同胞，干犯了神的第六条诫命；基督是神的恩
慈，领我们悔改。 
B.第二，他放纵肉体的情欲，对肉体的情欲毫
不约束；这由士师记八章三十节所指明，那里
告诉我们，基甸有七十个儿子，“因为他有许
多妻子”；此外，他在示剑的妾，也给他生了
一个儿子；借此基甸干犯了第七条诫命。 
C.第三，虽然基甸在拒绝管理百姓的事上作得
正确，却贪恋百姓所夺的掠物（他们所夺的耳
环），因而干犯了第十条诫命，百姓就将掠物
交给他；基甸用他从百姓取得的金子制造了一
个以弗得，这以弗得成了以色列人的偶像；结
果，基甸的家和整个以色列社会都败坏了。 
D.士师记是关于享受那预表基督的美地；基甸
的成功指明得着绝佳的机会享受基督，而他的
失败指明失去享受基督的机会。 
IV.基甸放縦性欲并贪恋金子，导致拜偶像；贪
婪就是拜偶像（西三5），淫乱和贪婪都连于拜
偶像（弗五5）；基甸的失败给我们看见，我们
在对付性欲和钱财的事上，必须施行严格的管
制: 
A.甚至在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国最高峰的威荣里
得荣耀的所罗门王，起初是敬畏神、爱神的
人，至终由于娶了许多外邦妻子，也成了拜偶
像的人。 
B.基甸死后，以色列人的堕落开始于离弃耶和
华他们的神，并且敬拜迦南人的偶像；结果他
们就放纵肉体的情欲；此外，基甸的妾的儿子
亚比米勒，杀了基甸的其他七十个儿子，而另
一个儿子约坦逃了。 
C.约坦大胆宣告，将亚比米勒的掌权比喻为荆
棘的掌权，与那些拒绝野心并成为神子民供应
管道，像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树的人相
对；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
是杀了自己弟兄七十个人；神也将示剑人一切
的恶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力（基甸六32）
的儿子约坦的咒诅都归到他们身上。 
D.在基甸的成功里，他将自己联于神，但在他
的失败里，他将自己联于撒但；离弃神而与撒
但联结，就是进入这恶者里面内在的野心里。 
E.我们没有权利与主离婚，没有理由离弃祂；
我们必须接受祂，爱祂，尊重祂，尊敬祂，看
重祂，高举祂，紧联于祂，并弃绝撒但到极
点；这样我们就必蒙福；以耶和华为主、为
头、为王、为丈夫的每一国家、每一社会、每
一团体和每一个人，是有福的。 
  



 

 

CP1:听从神的话，每天里外被那灵充满。这
是为了日常生活和福音 

OL1:基甸被神兴起作神大能的勇士，为神所差，
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欺压；我们必须
看见基甸成功的内在意义。 
OL2:主总是愿意开通我们的耳朵，好听见祂的
声音，使我们能照着祂的经纶看事物｡ 
OL3:那灵向众召会说话时，我们的耳朵都必须
被开通，受割礼，得洁净，且被膏抹，好听见
那灵说话。 
士 6:12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
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 
启 2:7 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
应当听。 
OL4:在新约里我们有基督顺从并服从的生命，
我们若照着灵而行，就会自然而然满足律法义
的要求｡ 
OL5:我们来就近律法的态度，若只是关切字句
的诫命，我们所有的就是律法在杀死人的字句
这一面；然而，我们若将律法的每一部分当作
我们所爱之神呼出的话，我们就会有律法赐生
命之灵的这一面；然后，律法会发挥功用，将
神自己作为生命，分赐到我们这些爱祂的寻求
者里面｡ 
士 6:25-26 当那夜，耶和华对基甸说；“拆毁
你父亲为巴力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像。在
这保障顶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
坛。” 
34 耶和华的灵披戴在基甸身上。 

基甸因着四个因素成功了。第一，基甸认
真地听从神的话。第二，基甸对神的话是顺从
的，并按照神的话行动。基甸成功的第三因素
是他拆毁巴力的坛，砍下木像；这摸着神的心。
以色列堕落时，神恨恶偶像到极点。神这真丈
夫认为，所有的偶像都是与祂妻子以色列行淫
的男人。第四，基甸因着拆毁父亲为巴力所筑
的坛，砍下木像，就牺牲了他与父亲的关系，
以及他在社会的享受。由于这四个因素，基甸
得了赏赐：经纶的灵降在他身上。因此，他成
为一个大能的人，只带着三百人，就击败两个
首领和两个王。实行主当前行动最新的路，…
〔其中一点乃是〕不被文化、宗教或教育充满，
而被那灵，就是被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
成所充满。…每天早晨我们必须祷告的第一件
事是：“主，新鲜地充满我。主，充满我。以
你自己这终极完成的灵充满我。我喜欢里里外
外被你充满并充溢。我要被你包裹并与你调
和。” 
OL6:有活力就是活而满了活动的，里外都被那
灵充满且充溢，并深入主的话，随时随处传扬
福音并教导真理，使主得着扩增和繁殖。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新人篇 
年轻人和新人们，请学着成为基甸那样大

能的勇士，在主里面，不要害怕。特别是在学
校生活中，持守信心，对付偶像，传福音等都
不要害怕，放胆地实行。为了给家人亲戚、同
学或者是路上给人传福音，请参加福音牧养架
构。并且在那以外的时间，也要积极地参与到
福音和牧养上。你作为神大能的勇士，要和弟
兄姊妹配搭。大胆地为福音作见证。为此，你
的里外都要被圣灵充满。 
圣灵里面充满(希腊语 pleroo，浦利路):门徒就
被喜乐和圣灵充满。(使徒 13:52)。当从你们中
间拣选七个有好见证，满有那灵和智慧的人
(6:3)。选了司提反，乃是满有信心和圣灵的人
(6:5)。圣灵里面充满是在生命一面的充满。是
为了在里面拥有喜乐、智慧、信心和生命的成
熟。 
圣灵外面充满(希腊语 pleroo，浦利路):他们就
都被圣灵充溢，放胆讲说神的话。(4:31)。但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作我的见证人(1:8)。圣灵外面充满是为了带着
能力和权柄，放胆讲说神福音的话。 

根据基甸的经历，为了被圣灵充满你需要
❶听从神的话、❷顺从神的话行动、❸对付所
有的偶像，❹为了对付偶像，不要害怕天然的
关系，来自父母和社会的反对。根据新约的启
示和我们的经历，为了实行这四点，❺需要悔
改和认罪。你在实行福音和牧养的时候，不是
被文化、宗教等充满，而要被那灵充满。 
使徒 2:38 彼得对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各人要
靠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
领受所赐的圣灵。 

你要每天，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被圣灵
充满。即使在你的学校生活和在职生活等等日
常中，也是需要被圣灵充满。 

前首相因为对新冠对策说明不足遭到了国
民的批评。在领导力上重要的是借着沟通，对
前景和重要方向进行说明。因此，里外被圣灵
充满，被喜乐、智慧、能力、权柄充满，大胆
地讲话，是发挥领导力的决定性因素。你要在
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些事情。 
祷告:哦主耶稣，让圣灵充满我的里外。学习听
从神的话，成为像基甸那样大能的勇士，在主
里无所畏惧。为了被圣灵充满，要听神的话，
顺从神的话行动，对付一切偶像，为了对付偶
像，不要畏惧基于天然关系的父母、社会的反
对。持守信仰，大胆地传福音。阿们！ 

  



 

 

CP2:日本人不进取的秉性成为了 
召会生活的阻碍。操练信心去反抗 

OL1:我们必须认识己，看见我们自己是至微小
的｡ 
士 6:15 基甸说，主啊，请容我说，我凭什么拯
救以色列人呢？我的家族在玛拿西支派中是至
贫穷的，我在我的父家又是至微小的。 
OL2:我们必须看见属天的异象，就是基督乃是
神永远经纶的中心与普及。 
OL3:我们必须照着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
旨意，将自己献上给神，当作活祭，有基督身
体的实际和生活；我们必须是听见并回应启示
录二、三章里主对得胜者之呼召的人｡ 
OL4:我们必须为着主的见证，拆毁我们心中、
生活中、工作中的偶像，领悟一面神引导我们
进入对基督作生命、亮光、能力的享受，另一
面神是信实的，容许我们有经济上的困难、情
感上的痛苦、身体上的痛苦，失去天然的长处，
好使我们接受基督作我们的满足，被基督充满，
并让祂在凡事上居首位。要成为得胜者或者得
胜，我们必须认透自己；必须看见自己只配死。
…我们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OL5:得胜者如何蒙拣选，见于那三百人如何被
选上；神告诉基甸，跟随他的人太多，指明神
要为以色列人争战；第一次挑选的结果，有二
万二千人离开： 
OL6:那些离开的人想要荣耀自己｡那些离开的人
是惧怕胆怯的。 
OL7:第二次的挑选，由百姓怎样喝水而决定；
凡直接用嘴喝水的人，被神剔除；凡用手捧到
嘴边喝水的人被神选上，因为他们是否认己的
人；借着这样喝水，他们能殷勤留意仇敌的任
何攻击｡ 
士 7:4-7 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太多；你要
带他们下到水旁，…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
…于是用手捧到嘴边舔水的有三百人。…耶和
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
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
处去。 
OL8:些有机会放纵自己，却不这样作的人，乃
是已借着十字架受过对付而否认自己的人，他
们为着神定旨的缘故，在主争战的日子，牺牲
个人的安适｡ 
OL9:得胜者绝对为着神的荣耀，他们除了怕得
罪主和失去祂的同在之外，什么都不畏惧；他
们让十字架对付己。 

神选择得胜者的三个条件是：❶完全为神
的荣耀；完全为神的荣耀；❷不怕什么；❸让
十字架对付自己。是否得胜者，自己可以断定，
也能断定。神试炼我们，我们自己也显出我们
是不是得胜者。 

 
 
 

应用:服事者篇 
一般来说，日本人是勤奋，认真的。马来

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指出，日本人的勤奋为战
后日本的高成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
欧美的商界领袖则指出，日本人的缺点是岛国
人的特有气质带来的封闭性，以及过于在意小
事而过于保守不进取。这种日本人保守的个性
和不进取的秉性阻碍了召会生活。 
提后 1:6 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7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
爱、并清明自守的灵。 

你没有从神那里得到胆怯的灵，但日语的
圣徒不习惯大胆，因此有强烈的变得不信而胆
怯的倾向。换句话说，因为没有操练灵，就容
易落到心思里。变成复杂的、保守的、不进取。
日语的圣徒，应该要知道若没有信心神就不能
做任何事情，要抵抗胆怯的倾向。 
见证：在我得救之前，我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
然而，日本社会本身就是那么保守，我并没有
太在意。大学一年级得救，读圣经，进入召会
生活后，我才发现自己是个非常消极的人。此
外，召会每年都带我们学生去台湾访问。台湾
弟兄姊妹操练灵、刚强、放胆。在这方面我也
非常震惊。我想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
同？”并祷告，“主耶稣，为什么我们日本人
相信圣经的话，却如此胆怯呢？”但我相信无
论现在的情况如何，信仰一定是可以突破日本
文化的障碍。只要在一些地方有改变，应该会
像台湾的召会一样。”。 

从大学开始就这样祷告，主带领我娶了台
湾姊妹。因着这段婚姻，不只和姊妹自己和她
的家人，与台湾圣徒和同工也有频繁交通。尤
其是听欧阳弟兄、呉有成弟兄、刘遂弟兄的交
通，借着与主的交通，使我发现，破坏了我在
日本的保守思想，也可以成为勇敢大胆的。保
守的想法有很多层，所以这个帕子必须被一层
一层地揭露。另外，我在一家外资企业公司工
作 25 年，接受过商业管理和商业战略方面的培
训。我意识到这些科学训练实际上类似于圣经
中神命定之路，我一边呼求主的名一边接受训
练。通过这种方式，我正在学习从日本保守的
文化出来，在主里进取。得胜者是无所畏惧的
人！ 
祷告：主耶稣，得胜者是为着荣耀神，绝对、
无所畏惧、借着十字架对付自己的人。如果你
不信、消极、胆怯，你就不能有主的同在。作
为召会的服事者，运用你的信心，进取，成为
刚强、放胆的。阿们！哈利路亚！  



 

 

CP3:基甸放纵性欲并贪恋金子而失败。 
在这些事上必须施行严格的管制 

OL1:神给基甸三百人，使他们成为一体，由辊
入米甸营中的“一个大麦圆饼”所表征，使米
甸人被击败，并使神得胜｡ 
OL2:基甸和他的三百人同心合意，举动一致，
作法一样，如同一人，表征在那灵里的合一，
与在身体里的生活。 
OL3:保罗认为召会是一个饼，这种想法乃是取
自旧约里的素祭；我们是许多子粒，使我们可
以被磨成细面，用油调和，好作成饼，就是召
会｡ 
OL4:同工们和长老们必须彼此牧养，彼此相爱，
作身体生活的模型，就是那些学习被调节、被
调和、被除去，好为着实际的身体生活，凭着
那灵作一切事，将基督分赐到彼此里面之人的
模型。 
士7:13-14 一个大麦圆饼辊入米甸营中。…乃是
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
和全营都交在他的手中。 
林前10:17 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
个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 
12:24 …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 
OL5:基甸和他的三百人争战劳苦，但全会众追
赶仇敌，收获成果，表征我们得胜时，基督的
全身体都要得复兴。 
OL6:基甸和他的三百人追赶米甸诸王时，“虽
然疲乏，还是追赶”（士8:4）。因着我们蒙了
神的怜悯，在神永远经纶的实际里尽职并生活，
我们就不丧胆。 

在众地方召会中，我们的确有些美好的配
搭，但是我要问：“这种配搭是凭天然的生命，
还是在复活里作出来的？”在复活里，意思就
是我们天然的生命被钉死，然后我们这人里神
所造的部分就在复活里被拔高，在复活里与基
督成为一。 
OL7:我们必须看见基甸失败的关键内在的意义。
第一，基甸不仁慈；他杀了那些不支持他的同
胞… 
罗2:4 还是你藐视祂丰富的恩慈、宽容与恒忍，
不晓得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  
OL8:第二，他放纵肉体的情欲，对肉体的情欲
毫不约束…士8:30那里告诉我们，基甸 “有七
十个儿子”，“因为他有许多妻子”。 
OL9:第三，虽然基甸在拒绝管理百姓的事上作
得正确，却贪恋百姓所夺的掠物（他们所夺的
耳环） 
OL10:基甸放纵性欲并贪恋金子，导致拜偶像；
贪婪就是拜偶像。...基甸的失败给我们看见，
我们在对付性欲和钱财的事上，必须施行严格
的管制。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在职者和研究人员请理解，由于300人是一

个身体，所以他们能够打败米甸人。神需要同
心合意，能在一个身体里行动的300人。除了主
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能战胜撒但。 

而且，你也应该从基甸的失败中学习。 
❶缺乏慈爱:你除了不去涉及奸淫、偶像礼拜、
分裂等以外，还需要顾惜弱小的弟兄姊妹，为
他们祷告、访问去照顾他们。 
约壹5:16 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就是给那些犯
了不至于死之罪的。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
为那罪祈求。 
❷放纵情欲&❸贪恋金子:省长尼希米是在王的
地位上，他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以完成神经纶
的事上，居心纯全。他不像以色列和犹大许多
的王；他不自私，不寻求自己的利益，也不放
纵性欲。所以他有资格享受拔尖的分，就是神
向祂选民所应许之美地的君王职分。他不图私
利，反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不收取利息，并
供养别人，目的是为建造城墙。结果，他就为
神所用，并从神得着帮助，完成重建耶路撒冷
城墙的工作。(尼5:14FN)。 
加5:16 我说，你们当凭着灵而行，就绝不会满
足肉体的情欲了。。 
见证:在大型外资公司做VP工作的时候，有很多
宴会的接待工作。但是，我在餐厅招待了他们
之后，一次也没带他们去二次宴会。虽然有期
待二次宴会的顾客，但是完全没有参与。那是
为了逃避肉体的情欲，维持正确的婚姻生活，
清心服事神。 
提后2:22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呼
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 

从2012年开始的5年间，每年VP的评价都是
最高的，但是因不贪图金钱，所以在收入方面
一次也没有和社长争过。而且，即使收入得到
了祝福，也没有用在提高生活水平上，而是致
力于供应召会和圣徒们。那是因为我不贪恋金
子。 
提前6:17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心
思高傲，也不要寄望于无定的钱财，只要寄望
于那将百物丰富的供给我们享受的神。 
18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善事上富足，甘心分
授，乐意与人同享。 
祷告:哦，主耶稣啊，基甸和300人之所以战胜
米甸，是因为他们同心合意，在一个身体里行
动。另一方面，基甸缺乏慈爱，沉溺于情欲，
失败了。如果不对付情欲和金钱爱的话，会陷
入拜偶像。有必要通过对付性和财物的事情，
实行严格的控制。这样的话，就可以致力于供
应给召会和圣徒们，进行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