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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主，我們實在感謝袮！謝謝袮恩待我們、再一次招聚我們來到袮的面前。主、袮是樂
意向我們施恩的神，袮不僅拯救我們、並且拯救到底，袮在我們的身上既動了善工、就必
完成這工。感謝主帶領我們進入幔內、住在幔內、與袮有更深的聯合，好讓袮的生命充滿
在我們裏面，袮要親自使我們成聖，把所有的榮耀、敬拜和讚美都歸給袮，聽我們的禱
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複習：
希伯來書前十章、把我們帶進幔內、住在幔內、與主聯合，這樣便能活出信望愛的生活；
接著第十一章提到信心、這是從仰望主而來的，經文中提到許多信心的見證人，從亞伯開
始一直到今天、仍然有許多有信心的人，因此、第十一章是未完成的經文記載。希伯來書
11 章 40 節『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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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何必再說呢？若要一一細說、基甸、巴拉、參孫、耶弗他、大衛、撒母耳和眾先知
的事，時候就不夠了。
我們曾經談過基甸,從神的眼中看、他是一個得勝者，今天再來複習士師記第八、九章：
o 士師記 8: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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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經文、實際上就是士師記 9 章 8-15 節、約坦所說的比喻，以色列人好比眾
樹，基甸就是橄欖樹、無花果樹和葡萄樹，他在爭戰得勝時、不受勝利的試探與
轄制，他願意謙卑地讓神來作王, 而不願飄颻在眾樹之上，這是基甸的得勝。
 可惜、他收集百姓身上的金子做了以弗得，他的原意是用它來求問神的心意，後
來、以色列人拜那個以弗得行了邪淫，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網羅。
 基甸的生活慢慢鬆懈，他有七十個妻和七十個兒子，並娶了一個示劍女子為妾，
生了一個兒子名叫亞比米勒。基甸死後、以色列人隨從諸巴力行邪淫，以巴力比
利土為他們的神，不記念耶和華神，也不照著基甸向他們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
家，因此、神的審判臨到他們。
 基甸和妾所生的兒子亞比米勒想做王，他拉攏示劍人（外邦人）、又雇了匪徒將
基甸的七十個兒子殺在一塊磐石上，留下小兒子約坦逃跑了。後來、示劍人和米
羅人聚集在示劍橡樹旁立了亞比米勒為王。約書亞臨終前、也曾在那裡與百姓立
約，他說：至於我、和我的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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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地點、不同心態的領導者、不同反應的百姓。
o 士師記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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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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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劍人和亞比米勒都是荊棘、屬肉體的，其實我們也是。因神的靈不澆灌在屬肉
體的人身上，神也不會聽屬肉體人的禱告。約坦的這一句話很重要，我們若聽約
坦的話、神也就聽我們的話。
 示劍的北邊是以巴路山、南邊是基利心山，約坦站在基利心山上說話，正如主耶
穌對門徒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要為那逼迫你們的
禱告』（馬太福音 5 章）
 若有人打你右臉，按照律法、你可以打回去，這是站在以巴路山上。
 有人打你右臉、你若左臉轉過去讓他打，這便是站在基利心山上了，你為那逼
迫你的禱告，必要蒙受祝福。
 約坦站在基利心山上說話，他要承受神的祝福。
o 士師記 9:8-13 這裏記載、眾樹要膏一樹作王的比喻，橄欖樹、無花果樹和葡萄樹都
很謙卑，樂意地盡本分、供應神和人的需要，而不願飄颻在眾樹之上。
 主耶穌的門徒跟隨祂多年,都很愛主、事奉主，仍然爭相為大，每一個都想“飄颻
在眾樹之上”，其實我們的光景也是如此。然而、橄欖若不壓榨就不能成油，葡
萄若不破碎釀造就不能成酒，無花果若不被大風吹落、仍然留在樹上熟了才能供
人食用。
 如果我們聽約坦的話、像橄欖樹、無花果樹和葡萄樹一樣，神就能聽我們的話。
o 士師記 9: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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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荊棘沒有蔭、只有刺，它卻想做王、希望眾樹投在它的蔭下。
 荊棘容易發火，它要燒滅香柏樹。香柏樹是樹中之王、代表主的生命，可是荊棘
總是與香柏樹作對。
 雅歌 2:3 形容主耶穌是蘋果樹，我們喜歡坐在樹蔭下、嚐它甜美的果子。
 結果、示劍人不願意聽約坦的話，神也不聽他們的話，因此審判便臨到他們。
o 士師記 9:21 約坦逃跑、來到比珥、住在那裏。
 我們若是遇到荊棘，無需和他爭執，只要逃跑到比珥（井），就是住在主裏，這
裏有活水湧出來，喝了永不再渴。
o 士師記 9:22-56 亞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神使惡魔降在亞比米勒和示劍人中
間…。
 在這三年中間、神允許惡魔降在人的身上，神原是盼望他們悔改，好好地思考約
坦站在基利心山上所說的話，但是他們不聽從，於是審判臨到他們。
 示劍的父親哈抹的後裔迦勒、是真正的示劍人，他與亞比米勒對抗，結果亞比米
勒擊敗迦勒。示劍樓的人躲入巴力比利土的廟內，亞比米勒與眾人放火將他們燒
死。後來、亞比米勒在示劍樓前被一個婦人拋下磨石、打破腦骨，他急忙喊叫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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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的少年拔刀刺死他。這就應驗了士師記 9 章 15 節、荊棘說的話，也是約坦在
9 章 20 節所說的話，神的報應臨到亞比米勒和示劍人身上。
從參孫身上學功課：
參孫的謎語：士師記 14:14 參孫對他們說：『吃的從吃者出來、甜的從強者出來』，
他們三日不能猜出謎語的意思』。
這個謎語有很重要的屬靈意義，我們首先要從參孫的生平背景來瞭解一下：
o 士師記 13:1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將他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
四十年。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之後、並沒有得到安息，因為他們遠離神、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惡的事，他們不斷地受仇敵的攪擾與轄制，如米甸人、迦南人、亞瑪力人…等
等，當他們受不了、就呼求耶和華、回轉歸向神，神便興起士師拯救他們。
 現在、神把他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非利士人非常厲害，以色列人默默地忍受，
他們沒有反抗、也沒有禱告和呼求，完全放棄了。他們受欺壓長達四十年之久，
“四十”是一個“試煉”的數字。雖然他們放棄、但神沒有放棄他們，在這種情
況之下，神仍然為他們興起士師。
 我們也是一樣，有時落在像非利士人的仇敵手下也不自覺，然而、當我們在這迷
糊不知的時候，神愛我們、祂復興我們。
 這次、神興起的士師是從但支派出來的，因他們離非利士人最近、受壓也最厲
害。由此可見、艱難中神有恩典，神興起瑪挪亞和他的妻子、以及他們的兒子。
o 瑪挪亞夫妻都是敬畏神的人，但是他們不能生育，我們不明白為什麼。在實際生活
中，我們看見在愛主、追求主的過程中，有時卻遇見更多的難處。其實、神不是不
愛我們、而是祂在我們的身上有更高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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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的使者向那婦人顯現、對她說：『向來妳不懷孕、不生育，如今妳必懷孕
生一個兒子，4 所以、妳當謹慎，清酒濃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潔之物也不可吃。5
妳必懷孕生一個兒子，不可用剃頭刀剃他的頭，因為這孩子一出胎就歸神做拿細
耳人，他必起首拯救以色列人脫離非利士人的手』。
 神要為以色列人興起一個士師，他必須是個拿細耳人、是一個從一切人事物中分
別出來歸給神的人，而且是甘心樂意的。（民數記 6 章關於拿細耳人之例）
 因為按著天然人是無法生出拿細耳人的，瑪挪亞夫妻不能生育，同樣地，我們靠
自己也無法生育一個得勝者、拿細耳人。首先、我們自己需要做拿細耳人，所
以、耶和華向瑪挪亞的妻子說了第四節、五節的話。
 清酒濃酒都不可喝：酒代表從世界來的歡樂、或罪中之樂。
 一切不潔之物也不可吃：利未記十一章有詳細的說明。事實上、我們很容易就
吃了不潔之物。例如、我們上網去查看一下資料，或看一看最近發生的新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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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就看了強暴的、娛樂的…訊息，或是球賽、音樂會、連續劇之類的節
目，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但我們無形中就吃了不潔之物，林前 10:23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
 不潔的東西不小心被吃進我們的身體、成為生命，故舊約的猶太人對食物格外
小心。惟喜愛神的話、晝夜思想，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
但是、我們有時也讀一些書籍如醫療保健、人生哲學…等等、似乎無害卻不純
淨的書籍，使得我們的思想變得攙雜。
 清酒濃酒和不潔之物都使得我們無法生出拿細耳人，這是要特別小心的，可
是、我們往往忽略了，因此、神提醒瑪挪亞的妻子“妳當謹慎！”
 不可用剃頭刀剃他的頭：林前 11:15『…因為這頭髮是給她作蓋頭的』，他要讓
神來做頭、掌權。因為這孩子一出胎就歸神做拿細耳人，他必起首拯救以色列人
脫離非利士人的手。
 8 瑪挪亞就祈求耶和華說：『求袮再差遣那神人到我們這裏來，好指教我們怎樣待
這將要生的孩子，9 神應允瑪挪亞的話。
 10-25 節、神的使者回來、又把祂對瑪挪亞說的話對他們夫妻再說了一次。他們
原想款待使者，祂不接受，於是他們將一隻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獻與耶和華
的使者（主耶穌）。後來、婦人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參孫、即強壯的意思。孩子長
大、耶和華賜福與他，耶和華的靈感動他。
o 以上是參孫的出生背景，他一出母胎就做了拿細耳人，聖經中的撒母耳和施洗約翰
也是，他們是神應許做拿細耳人的，因他們的父母都不能生育。
 拿細耳人的願是甘心樂意向神許的願，然而、參孫卻非自願做拿細耳人，以致他
不懂、而且違反了拿細耳人的條例：照理他不能喝清酒濃酒，也不能吃葡萄汁、
鮮葡萄和乾葡萄，他卻跑到葡萄園去了；不能摸死屍、他卻去摸；不可用剃頭刀
剃頭、他的頭髮被人剃光，結果發生許多的問題，他也受盡羞辱。
 後來、參孫求告耶和華說：『主耶和華啊！求袮眷念我，神啊！求袮賜我這一次
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報那剜我雙眼的仇』。耶和華應允他的禱告，參孫
死時所殺的人、比活著所殺的還多。
參孫的故事也是我們的故事，我們要從他的身上來學功課：
o 士師記 14 章
 參孫下到亭拿想娶一個非利士人的女子為妻，他的父母不同意，因為那女子是未
受割禮的，參孫卻固執己見。5 他的父母卻不知道這事是出於耶和華、因為他找機
會攻擊非利士人，那時、非利士人轄制以色列人。
6
 參孫跟父母下到亭拿去，卻私自到了亭拿的葡萄園。他是拿細耳人，本是不應該
去葡萄園的，他去了。在那裏遇見獅子向他吼叫，他雖然手無器械卻將獅子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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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過了些日子、他轉回去看死獅，見有一群蜜蜂和蜜在死獅之內，他從死獅身
上取蜜、且吃且走，又給他的父母吃，只是沒有告訴他們這蜜從那裏來。
 10 他父親下去見女子，參孫在那裏擺設筵宴，亭拿人請了三十個少年人陪他，參孫
對他們出一個謎語。如果他們猜對了、參孫給他們三十件裏衣和三十套衣裳；否
則、伴郎要給參孫三十件裏衣和三十套衣裳。
 14 參孫對他們說：『吃的從吃者出來，甜的從強者出來』。他們猜不出，就向女子
施壓，叫她想辦法從參孫得到謎底，免得火燒妳和父家。18 到第七天、日頭未落以
前，那城裏的人對參孫說：『有什麼比蜜還甜呢？有什麼比獅子還強呢？』參孫
只好下到亞實基倫，那裏正好有個慶典，大家都穿新衣服，他擊殺了三十個人，
奪了他們的衣裳，將衣裳給了伴郎。
 這個謎語有兩個先決的條件：
1. 它是個人的經歷。
2. 它沒有告訴任何人。
 這個謎語為什麼這麼重要？因為它講到新約所提到的奧祕。換句話說、舊約的謎
語就是新約的奧祕。
 門徒問主耶穌為什麼用比喻對眾人講話？主說：『天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
不叫他們知道』。『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
也不明白』（馬太福音 13:10-11;13）
 歌羅西書 2 章 2 節：『…神的奧祕就是基督』。神若不啟示、誰能認識神呢？
加拉太書 1:16『神樂意將祂的兒子啟示在我心裏…』。以弗所書 3 章和歌羅西
書 1 章、都提到基督的奧祕就是教會。歌羅西書 1:17『…基督在我們心裏成了
有榮耀的盼望』。提摩太前書 3:16『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
在肉身顯現…』。
解釋參孫的謎語：『吃的從吃者出來，甜的從強者出來』
 吃的、指“蜜”，吃者、指“獅子”。甜的、是“蜜”，強者是“獅子”。這
是參孫個人的經歷，因此、別人都猜不出來。
 參孫獨自進入葡萄園、遇見獅子，獅子向他吼叫、是必然發生的事，這不也是
我們的經歷嗎？仇敵好像吼叫的獅子、到處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倘若我們
給仇敵留地步，當然就會遇到獅子了。
 參孫手無器械：撒母耳記 13:19 記載、那時、以色列人沒有一個鐵匠，因為非
利士人說：『恐怕希伯來人製造刀槍』可見、我們如果被非利士人壓制、身上
便沒有任何武器可以反擊。
 神的靈大大感動參孫，他將獅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樣，顯然、參孫這次
的得勝完全出自神的能力、神的幫助。這樣的事也常在神的兒女身上發生，雖
然我們夠不上，但神已揀選了我們，在我們手無寸鐵的情況下、祂搭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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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都羨慕被聖靈充滿，我們先要被破碎倒空，這是屬靈的原則。事實上、
當我們手上拿著自己的兵器、還有辦法的時候，很自然地就憑天然人的能力、
去與仇敵爭戰，惟有像參孫那樣手無器械的光景時，神的靈便大大感動。
 蜜、是參孫戰勝了獅子以後產生的，他不僅自己吃蜜、也給他的父母吃。也就
是說、這是參孫藉著神的幫助、勝過這場戰役所帶來的甜美經歷，他自己得以
飽足、也供應了別人。
 當摩西打發十二個探子去窺探迦南地時，其中十個探子說、亞衲族人身量高大
像巨人、我們就如蚱蜢一樣。但是約書亞和迦勒說、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
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並且有神與我們同在。因此、迦勒到了八十五歲還是強
壯，像摩西打發他去的那一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入，他的力量那時如
何、現在還是如何。為什麼？因為亞衲族人是他的食物、因而產生了蜜。
 這是一個奧祕，我們不像一個拿細耳人，但是神沒有按我們的過犯待我們、也
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只要我們願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當我們遇見
仇敵、手無器械時，神的靈要大大充滿我們，讓我們有參孫的這個甜蜜的經
歷。歌羅西書 1:27『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
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
禱告：
主，我們實在感謝袮！我們看見袮揀選參孫，並且製作他、使用他，謝謝袮在創世以
先便揀選了我們，又用重價買贖我們，我們理當歸給袮、像拿細耳人一樣事奉袮，然而、
我們也像參孫一樣、向著仇敵剛強；對著自己的肉體卻是如此軟弱。感謝主！我們雖然失
敗、袮永不失敗；我們縱然失信、袮仍是可信的。袮在我們的身上既動了善工、必成全這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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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