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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主，我們感謝袮，袮愛我們、再一次用袮的愛招聚我們，我們本來不認識什麼是
愛，當我們還在罪人的時候，袮為我們死，神的愛向我們顯明。這愛吸引我們使我
們與袮更親，並在愛中與袮聯合，這是何等的大愛！甚願藉著袮的話把袮的心意向
我們開啟。我們把以下的時間恭敬地交在袮手中，願袮享受眾童女向袮所獻上的
愛，一切的榮耀、權柄都歸給袮，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複習：
雅歌這卷書講到神兒女屬靈經歷/屬靈生命的道路，我們不僅要明白這條路、也要
走在這條路上。它分成幾個階段，1 章 2 節到 2 章 7 節是最基本的屬靈道路，所有
屬靈的功課都在這裏，以後所要學的也都是一樣的功課，只是更深一層而已，因
此、這一階段特別重要 。
1:1 所羅門的歌、是歌中的雅歌：
是這卷書的介紹/引言。Song of song 雅歌的經歷就像在至聖所裏這麼聖潔、
榮耀. Holy of holy. 。
林前 2:13 … 用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或‘將屬靈的事解釋給屬靈的人
聽’）。雅歌有許多表號，我們若不是屬靈的人、就不能明白其中的意義。
1:2 – 1:4a 愛的渴慕
1:4
進入內室
1:12
王正坐席
2:4
筵宴所中盡情歡暢
愛的道路：渴慕  進入內室  公開坐席  入筵宴所盡情歡暢
1. 愛的渴慕/愛的吸引（1:2 ~ 1:4a）：
o 1:2 願他與我親嘴。
o 1:4 王帶我進了內室。
我們對愛的渴慕、決定我們在這愛的道路上是否走得平穩、屬靈生命是否有
成長。
一方面、我們知道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另一
方面、神的愛已經吸引了我們，接著就是我們的責任 – 跟隨。


雅各書 4:8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我們的手！
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我們若沒有清潔的手和清潔的心，漸漸地、我們會失去渴慕，在這條愛
的道路上無法走下去；何時我們發現我們的手不潔淨、立即求主的寶血
來潔淨；何時發現我們的心不潔淨、即刻求主來幫助我們，心中禱告
說：願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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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若有清潔的手、清潔的心之後，很容易地被帶入內室。內室所強調
的是啟示和光照，因為神的生命在我們裏面。約翰福音 1:4 生命在祂裏
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必照亮黑暗，使我們看得更清楚。
因著內室的啟示和光照：
a)

我們對主有更深的認識：看見祂是王，祂在我身上應當有祂的權柄和地
位，我們開始學習順服、不斷地稱讚祂、回味祂的愛情。因祂對我們的愛
是如此單純沒有摻雜，我們愛祂是理所當然，也要用單純的心來愛祂。…
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提前 1:5)

b)

我們看見自己的本相：我雖然黑、卻是秀美(雅歌 1:5)；保羅說：在罪人
中我是個罪魁（提前 1:5）。但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
日午。（箴言 4:18）
感謝主！一方面看見自己的黑，也看見基督在我們裏面的盼望，若有人在
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我們有榮耀的盼望。當我們看見自己的本相、
便使我們降卑，因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雅 4:6）。

c)

對事奉有個新的認識：以前我們只在乎工作、討人的喜悅，現在我們從外
面的追求、轉到裏面生命的追求，我們更在乎主怎麼看我們，神在我們身
上有什麼樣的託付。
 女子裏面有個禱告：我所心愛的啊！求你告訴我，你在何處牧羊？晌
午在何處使羊歇臥？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邊，好像蒙著臉的人
呢？(雅歌 1:7)
 她巴不得從主的身上直接得到供應、得到安息，盼望與主之間沒有間
隔，主成為我的異象和目標，我不再流離失所,要直接與主面對面。


因她在主面前這樣的呼求，主看她是何等美麗；她為主受苦（同母的
弟兄向她發怒），主說：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
隨羊群的腳踪去 (1:8a) 。你就跟隨歷世歷代中許多的聖徒留下的腳
踪吧!我會藉著這些人來撫養你（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帳棚的
旁邊）（雅歌 1:8b）雖然現在你還不能與主面對面，但是在主的家裏
仍然有許多忠心的聖徒。



1:9 我的佳偶，我將你比法老車上套的駿馬。主稱讚她美麗，但是主
說在你身上也有許多天然的、自己的能力（駿馬），這是主所要你除
去的。此外、法老是屬於世界的，換句話說、這些美麗是世界的標
準，我們需要依照神的標準‘心意更新而變化，察驗何為神的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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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 你的兩腮、因髮辮而秀美；你的頸項、因串珠而華麗。我們
要為你辮上金辮、鑲上銀釘。
我們都是主重價買回來的，神要作工在我們身上，把我們作成長久溫
柔、安靜的靈。

2. 公開的見證：1:12 王正坐席的時候，我的哪噠香膏發出香味。
o 本來只有主的身上有馨香，現在女子身上也發出了香味，這乃是在經歷上認
識神所發出的。1:13 我以良人為一袋沒藥，常在我懷中。她願意在主的死
上面降服，以前她有自己的想法，現在願意像主一樣，“父怎樣吩咐我，我
就怎樣行”。她向著自己的權柄、利益而死，她寶貝主的死像一袋沒藥一
樣、日夜戴在懷中（懷中、指兩胸之間。信心與愛心比喻如兩胸）。帖前
5:8 …把信和愛當護心鏡遮胸…。
o 林後 4: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予死地（一袋沒藥、常在
我懷中），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雅歌 1:14 我以我
的良人為一棵鳳仙花，在隱基底葡萄園中。（好像在一片曠野中有一棵美麗
的鳳仙花。）（隱基底、是一片曠野）
o 披戴基督：加 3:27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羅 3:14 總要披
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o 1:15 我的佳偶，你甚美麗！你甚美麗！你的眼好像鴿子眼。主連續稱讚
她，不僅是她的心美麗，現在也稱讚她的眼，她專一，不看環境、不看艱
難、單單仰望主。箴言 23:26 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
的道路。馬太福音 6:22 你們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
花、全身就黑暗。眼睛非常重要，羅得的妻子一回頭、身體就成了鹽柱，因
她的心和眼向著世界。主耶穌提醒門徒、你們要回想羅得的妻子（路加福音
17:32）。主快回來了，我們要特別留意這一點。（心 、眼）
o 1:16 我的良人哪！你甚美麗可愛，我們以青草為床榻。
 他們彼此相愛，他從牧人、王的身分 ，成為良人。因為有鴿子眼的專
一，她看良人美麗可愛，而且在他那裡有安息。
 1:17 以香柏樹為房屋的棟樑，以松樹為椽子。棟樑和椽子是建造房屋的
材料，香柏樹是建聖殿的木材；猶太人在墓地種松樹、指主的死，藉著
主的死將基督的性格和榮美製作在我們身上。
 林前 3:9 我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主把安息給我們，也
讓我們享受安息（床榻、房屋）。
 馬太福音 11:28、29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
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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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裏就必得享安息。（來到主前 -> 得安息；柔和謙卑 -> 得享安息）
（神的僕人摩西，為人極其謙和）
3. 盡情歡暢：2:4 他帶我入筵宴所（喝酒的地方）見下面經文解釋
經文解釋：
雅歌第二章
女子很感恩地說：
1

我是沙崙的玫瑰花（水仙花）、是谷中的百合花。
o 沙崙、是平原，指順境；谷中、指逆境。
o 沙崙的水仙花和谷中的百合花都是很普通、平常的花。
o 但我蒙了何等大的恩典！

2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荊棘內。
o 良人看佳偶為寶貴，正如主寶貴我們。
o 主看世人如荊棘、是要被火燒的，但主看佳偶好像百合花那樣純潔，芬芳。

3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蘋果樹在樹林中。我歡歡喜喜坐在他的蔭下，嚐他果子的
滋味覺得甘甜。
o 男子、指世上所有使她貪戀的人事物。
o 我的良人可以讓我遮蔭，又供應果子給我嚐（她的生命不再吃奶，而是吃乾
糧了。）（她不僅與主有交通，也嚐到主所供應的果子。）
o 佳偶這時感覺自己在天上一樣。

4

他帶我入筵宴所，以愛為旗在我以上。
o 筵宴所是喝酒的地方，她在那裡盡情享受。
o 神就是愛，她舉起愛的旗幟飄揚在天上，讓人知道她身在愛中。

5

求你們給我葡萄乾增補我力、因我思愛成病。
o 因她屬靈的肚量/器皿容量不夠大，無法承受這麼大的充滿，需要葡萄乾
（餅）的增補，那就是主的復興及重新加力（擴充屬靈肚量）
o 你們要常常被聖靈充滿。
以弗所書3:16-19
求他按着他豐盛的榮耀、藉着他的靈、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衆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 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
16
17
18
19

6

他的左手在我頭下（扶持），他的右手將我抱住（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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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10:28-29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
把他們奪去。 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
們奪去。
詩篇 54:9 神是幫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
28

29

7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我指著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囑咐你們，不要驚動，不要叫醒我
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
o 這是主說話。
o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屬靈生命不深的人。
o 驚動、叫醒，指人的方法。
o 佳偶因肚量不夠深，無法承受大充滿，這時需要休息。主說不要驚動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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