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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师记第八章 22 - 35
22 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

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
23 基甸说 「我不管理你们 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23 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

惟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24 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24 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 件事求你们：

请你们各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
(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 )

25 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
就铺开一件外衣，各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

26 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一千七百舍客勒金子。
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

和所穿的紫色衣服 并骆驼项上还有的金链子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还有的金链子。
27 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得，设立在本城俄弗拉。

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得行了邪淫；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得行了邪淫；
这就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

士师记第八章 22 - 35

28 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伏了，不敢再抬头。
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四十年。

施29 约阿施的儿子耶路巴力回去，住在自己家里。
30 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
31 他的妾住在示剑 也给他生了 个儿子31 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
32 约阿施的儿子基甸 年纪老迈而死32 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

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施的坟墓里。
33 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诸巴力行邪淫，

以巴力比利土为他们的神。
34 以色列人不记念耶和华 ─ 他们的神，

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
35 也不照着耶路巴力，就是基甸，

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

功败垂成的基甸功败垂成的基甸
士师记第六章到第八章记载基甸，一上来的时候，

1. 非常谦虚 ─ 上帝找他要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手，

六15 我家在玛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2 做事非常谨慎2. 做事非常谨慎

六17 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
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 」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

3. 做事也很机警

六27 基甸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
他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

他一上来就打了二垒安打 ─
把巴力祭坛毁了 用三百个人就把米甸人击倒把巴力祭坛毁了、用三百个人就把米甸人击倒，

可是他一生就停留在二垒，没有回本垒，留下一个残局。



‧功败垂成 ‧关键的士师‧看不到永恒价值的原因‧反思

1. 在灵性上
 上垒的时候上帝呼召他，借着羊毛证明上帝要与你同在

 死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真正在跟上帝建立约的关系，
却跟巴力在一起

他当士师四十年之后，

以色列人又继续进入过去的堕落
2. 在外交上

基甸打倒米甸，之后外邦又辖制他们

3. 在家庭上
生了七十个儿子生了七十个儿子，

结果妾所生的亚比米勒
却把太太所生的七十个儿子通通杀光却把太太所生的七十个儿子通通杀光，

家庭的资产全部报销

‧功败垂成‧关键的士师 ‧看不到永恒价值的原因‧反思

士师记第一章跟第二章 ─
士师前面有不同的支派轮流出来，

犹大支派垮了之后有骨牌效应，一个一个垮

士师记实际上不是按着时间先后写的，

而是从南边到北边不同的士师轮流写的

士师记的读者读的时候，彷佛进入隧道…

 一个士师出现，救他们脱离外邦的强敌
 以色列人继续跟巴力同化 以色列人继续跟巴力同化

 上帝呼喊另外一个外邦人辖制他们

 他们就呼求上帝 他们就呼求上帝

 上帝就派下一个士师救他们…
一直在当中绕 好像进入隧道直在当中绕，好像进入隧道，

关键人物，就是功败垂成的基甸。

‧功败垂成‧关键的士师 ‧看不到永恒价值的原因‧反思

基甸之前所有的士师 ─
不论是俄陀拉、以笏、底波拉，看不出任何的缺陷

基甸之后的士师，像耶弗他、参孙，通通晚节不保

基甸本来的意思是让巴力与他争论基甸本来的意思是让巴力与他争论，

堕落之后，完全用耶路巴力，连领袖都拜了巴力 ─全民皆输。

基甸 后 以色列人以 力比利土为他们的神八33 基甸死后，以色列人以巴力比利土为他们的神。

希伯来文 Berith约忘了上帝救你们，召出一个士师爱你们，

把你们从外邦的辖制当中救出来，

那个关键人物是基甸，那个关键人物是 甸，

前面的士师没有像他这么堕落的

因为基甸的缘故，带来士师更深层的黑暗因为基甸的缘故，带来士师更深层的黑暗

─外压变成内乱

‧功败垂成‧关键的士师 ‧看不到永恒价值的原因‧反思

他的儿子亚比米勒杀了基甸的七十个儿子，之后 ─
耶弗他在十二章杀了以法莲人，同胞
参孙给自己犹太人捆绑起来送给非利士人
十八章但族的人杀了拉亿城的人

十 章 色列十 个支派联合杀便雅悯族的二十二章以色列十一个支派联合杀便雅悯族的人

这种内斗、内杀的关键，是基甸拜偶像。

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无论甚么人

士师从他之后还带来一个神学的迷思 ─

十一31 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甚么人，
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献为燔祭。

这样的想法其实是迦南人的观念，
后来他的女儿果然后来被烧为燔祭，，

带来灵性上、神学上的迷思。



‧功败垂成‧关键的士师 ‧看不到永恒价值的原因‧反思

隧道的尾端特别是隧道的尾端 ─
一个妈妈在儿子偷了她的钱之后，让他去造偶像，

甚至抓了一个利未人，利未人也为了饭碗去拜偶像，

神职人员堕落，产生灵性影响到社会

一个利未人的妾被强奸，被切成十二块

这么黯淡的灵性光景，愈到尾端愈黯淡！

四百年，跋跟序正好颠倒 ─
头的时候在波金 因为上帝离弃他们而哀哭头的时候在波金，因为上帝离弃他们而哀哭
跋，为便雅悯人几乎快被灭尽而哀哭

基甸功败垂成的生命经历放在第六章到第八章，基甸功败垂成的生命经历放在第六章到第八章，

正好是士师记最黑暗转捩点的写照。

提醒神儿女 留心我们的事奉可能功败垂成 晚节不保提醒神儿女，留心我们的事奉可能功败垂成、晚节不保，

神儿女的事奉可能没有永恒的价值。

‧功败垂成 ‧关键的士师‧看不到永恒价值的原因 ‧反思

1. 成功是失败的开始
中国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中国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在基甸正好颠倒：

 第六章 ─ 得胜，把家里的巴力祭坛毁了 第六章  得胜，把家里的巴力祭坛毁了

 第七章 ─ 用三百个人击败米甸，很成功

 没有想到他失败是在下半场 ─ 第八章 没有想到他失败是在下半场  第八章

圣经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成功是失败的开始，圣经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成功是失败的开始，

大卫很成功，就开始进入色情的堕落

所罗门王很成功 就进入堕落所罗门王很成功，就进入堕落

因此不要怕失败，怕太早出头、太早成功…

‧功败垂成 ‧关键的士师‧看不到永恒价值的原因 ‧反思

2. 英雄难过美人关
他这么多太太、这么多色情，他这么多太太、这么多色情，

七十个儿子加上亚比米勒，当然会互相残杀。

 参孙眼睛被剜掉，就是因为大利拉， 参孙眼睛被剜掉，就是因为大利拉，

大力士，在色情中垮下来

 大卫灵性很好 色情当中垮下来 大卫灵性很好，色情当中垮下来

 所罗门王这么聪明的人，

也是在色情上垮下来也是在色情上垮下来

不要夸口你的聪明、你的智慧，

成功的基甸 ─
「我是以色列的救主，配有这么多太太」，

结果就害了自己的家庭…

‧功败垂成 ‧关键的士师‧看不到永恒价值的原因 ‧反思

3. 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
 七十个亲生的儿子，一定不是一个太太生的，， ，

很多妾、很多妻，开始一个、两个…
 所罗门王也是如此，娶了一千个，一个一个娶

不要以为只要大罪不犯、小罪不断，

错了！小罪会累积成大罪。错了！小罪会累积成大罪。

爱斯基摩人捕野狼爱斯基摩人捕野狼 ─
放一把刀、洒鲜血，

野狼闻到味道 喜欢刀上的鲜血野狼闻到味道，喜欢刀上的鲜血，

就舔，刺到舌头、冒血，

愈舔愈冒血 最后流血过多死在那里愈舔愈冒血，最后流血过多死在那里…



‧功败垂成 ‧关键的士师‧看不到永恒价值的原因 ‧反思

4. 会做事的不一定会作人
 他公报私仇，河西是圣战、河东他杀过界，他公报私仇，河西是 战、河东他杀过界，

第八章十八节 ─ 河东他要追西巴和撒慕拿，

原来是他们杀我的同母的兄弟原来是他们杀我的同母的兄弟

 他怀恨在心，对疏割人跟毘努伊勒的人，

他杀到河东需要支援，这两个地方的人不支援他，他杀到河东需要支援，这两个地方的人不支援他，

他说：我回来以后一定把你们砍了

 他挑起族人的仇恨 他挑起族人的仇恨
以法莲人在河西问他说：为什么要我们去帮忙？？

他包容以法莲人 却不容疏割人跟毘毘努伊勒人努伊勒人他包容以法莲人，却不容疏割人跟毘毘努伊勒人努伊勒人。。

他不是一个很高的领袖来支使所有的支派，

他挑起族人的仇恨他挑起族人的仇恨

‧功败垂成 ‧关键的士师‧看不到永恒价值的原因 ‧反思

5. 父亲的背影深深影响他儿女
他每 儿子 这么堕落 相残杀他每一个儿子会这么堕落、互相残杀，

因为这爸爸不会原谅别人、

会公报私仇、会怀恨在心

6. 得罪神的一定会得罪人
做了以弗得 得罪神做了以弗得，得罪神，

就一定会得罪人；

八27 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得…
这就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就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

‧功败垂成 ‧关键的士师‧看不到永恒价值的原因‧反思

1. 成功的时候，你一定要看重婚姻
2. 顺利的时候，你要结交好的属灵伙伴
3. 留心属灵的四不定律
 属灵恩赐不等于属灵生命

 属灵知识不等于认识神

 能力过人不能保证定能胜己

受害

力

 虔诚的信仰不能遗传

4. 不能原谅别人的，受害的就是自己的家人

家人互相残杀，受害的是你自己

5. 属灵领袖要留心晚节不保
结局的时候，把前面的丰功伟业通通毁了

6.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

功败垂成的基甸功败垂成的基甸
你自己经历到上帝的恩待，

上帝让羊毛干的 外面是湿的上帝让羊毛干的、外面是湿的，

里面是湿的、又变成干的；

你经历到上帝帮助你你经历到上帝帮助你，

为什么还做出以弗得、用别神代替耶和华？

结局呢？

家人互相残杀，灵性资产、家庭资产报销，家人互相残杀，灵性资产、家庭资产报销，

所有的丰功伟业通通因为下半场晚节不保。

士师时代的关键 ─ 因为你被转弯进入堕落士师时代的关键  因为你被转弯进入堕落。

我们需要祷告，特别领导们，

低头、求主怜悯！



祷告祷告
亲爱的主，帮助华人教会，

祷告祷告
每一个领导、同工、长执、基督徒，

有属灵伙伴

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的帮助

更多的了解我们是很软弱，不要晚节不保

让我们忠贞到老，为主使用，能够安然见主的面。

好让我们欢欢喜喜知道你称赞我们 ─好让我们欢欢喜喜知道你称赞我们
忠心良善的仆人，而不要像基甸。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