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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主，我們實在感謝袮！基督在我們裏面成了有榮耀的盼望，袮揀選我們、愛我們、做
工在我們的身上、直到完全的地步，這是何等的盼望！何等的恩典！當我們讀袮的話語
時、我們在袮面前不得不俯伏敬拜。請袮倒空我們、預備我們，我們等候在袮的面前，因
為時候實在是近了，祈求袮幫助我們、使我們見袮面的時候不至羞愧。把所有的榮耀、讚
美都歸給袮，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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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從士師記 13-16 章、來交通參孫這個信心的見證人：
o 當我們讀到參孫的歷史、禁不住要問“像參孫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成為信心的見證
人？”然而、希伯來書卻把他列入其中，因為神揀選了他，他後來也揀選了神。
o 那時、以色列人已經進入迦南地，從屬靈的角度來看、他們已經在基督裏了，可是
他們遠離神、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以致神允許他們落在非利士人的手中。非
利士人非常厲害，轄制以色列人長達四十年之久，但是以色列人默默地忍受，沒有
反抗、也沒有禱告和呼求，他們完全放棄了。
 非利士人代表“不受管教的肉體”，他們原是含的後裔、是受咒詛的，他們從非
洲經過陸路來到迦南地，與以色列人走不同的路線；以色列人從埃及出來，經過
紅海、曠野和約但河來到迦南地。換句話說、非利士人雖然也在基督裏（迦南
地），他們卻沒有從世界（埃及）出來，肉體也沒有經過十字架（約但河）的對
付。今天許多神的兒女也落在這個仇敵的手下，使他們不服管教。
 什麼是肉體？除非有神的啟示、我們對它很難認識得透徹。保羅說：『我也知
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羅馬書 7:18）。在神眼中、我
們天然人的裏面並無良善，就算我們所做的好事、也常帶來一些問題與失望。
 羅馬書 8:7『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上帝為仇；因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
不能服』。可見肉體很難對付，這是我們一生要學習的功課。
o 神從但支派中興起士師參孫，因他們離非利士人最近、受壓也最厲害，神揀選一對
敬畏祂的夫妻瑪挪亞和他的妻子。我們需要知道、儘管當時的環境惡劣、仍然有敬
畏神的人，他們蒙受神的揀選與使用。
 瑪挪亞夫妻不能生育，在實際生活中，我們看見一個人在愛主、追求主的過程
中，有時遇見更多的難處。其實、神沒有虧待我們、乃是恩待我們，祂要藉著環
境把我們帶進祂更高的旨意中。
 瑪挪亞夫妻不能生育，因為按著天然人是無法生出拿細耳人的。首先、我們自己
要學習、操練做一個拿細耳人，換句話說、生命先要有所改變：
 清酒濃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潔之物也不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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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用剃頭刀剃頭。
 後來、他們都遵照神的指示行，果然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參孫”、即“強壯”
之意。孩子長大、耶和華賜福與他，耶和華的靈也感動他。
 參孫是一個頗具爭議的人物，他是拿細耳人、卻違反了拿細耳人的三個條例，因
為他在母胎中神揀選了他、並不是他揀選神，他不懂得守拿細耳人的條例。其
實、這也是我們一生的經歷，神在創世以先就揀選了我們、自母腹中便把我們分
別出來，我們信主之後、也願意愛主、事奉主、照著神的旨意行，卻往往事與願
違、行不出來；然而神沒有丟棄我們、只要我們轉向祂、祂會幫助我們；若是不
肯轉向神，就要像參孫一樣、吃盡苦頭了。
o 參孫喜悅非利士人的女子，他的父母反對、因她是未受割禮的人，割禮是立約的憑
據，參孫的父母知道它的重要性，參孫卻堅持要娶亭拿女子。
 參孫獨自進入葡萄園、遇見少壯獅子，獅子向他吼叫。參孫手無器械，神的靈大
大感動參孫，於是他將獅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樣，顯然、參孫這次的得勝
完全出自神的能力與神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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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親的日子到了，他們在那裏擺設筵宴，亭拿人請了三十個少年人陪他，參孫出
了一個謎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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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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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了經歷、不可向別人作見證嗎？不！這裏說的“沒有告訴人”，指的是
“沒有告訴屬血氣的人”。屬靈的經歷不是不能交通，分享見證要看適當的時
間、場合與對象，這樣、才能讓別人一同嚐到蜜的甜美。
 保羅在加拉太書 1 章 16 節說、他得了啟示、沒有與屬血氣的人商量。
 主耶穌也說：『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他踐踏
了珍珠、轉過來咬你』。（馬太福音 7:6）（“聖物、珍珠”指屬神的東西；
“狗”、“豬”指“外邦人”）。
 參孫對他們說了一個謎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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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來
自獅子，這是參孫個人的經歷，因此、別人都猜不出來。
 舊約的謎語就是新約的奧祕。基督本身就是奧祕，如果經歷祂、便覺甘甜。
 仇敵好像吼叫的獅子，我們若跑到外面就要被吞吃了，惟有住在主裏才能免除
災難；如果我們轉向神，仇敵也可能成為我們的食物，就像蜜是從死獅而來。
迦勒是被差遣窺探迦南地的十二探子之一，他說：『亞衲人是我們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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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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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
新似一天。（哥林多後書 4:16）
 參孫有一個謎、他本身就是一個謎，身為基督徒也應該是一個謎，從前那一個
如此敗壞的人，現在完全不一樣了，到底是怎麼回事？別人想要知道這個謎。
士師記第 15 章
o 1 過了些日子、到了割麥子的時候，參孫帶著一隻山羊羔去看他的妻…他岳父不容他
進去…2 我將她給了你的陪伴，她的妹子不是比她還美麗嗎？你可以娶來代替她。
 屬血氣的人脾氣發作時、六親不認；生完了氣、就想要與人和好。（參孫）
 用人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岳父）
o 3 參孫說：『這回我加害於非利士人不算有罪』。4 於是、參孫去捉了三百隻狐狸，將
狐狸尾巴一對一的捆上，將火把捆在兩條尾巴中間、5 點著火把，就放狐狸進入非利
士人站著的禾稼，將堆積的禾捆和未割的禾稼、並橄欖園盡都燒了。6 非利士人說：
『這事是誰做的呢？』，有人說：『是亭拿人的女婿參孫…』。於是非利士人上
去、用火燒了婦人和他的父親。7 參孫對非利士人說：『你們既然這樣行，我必向你
們報仇才肯罷休』。8 參孫就大大擊殺他們…。
 我們看見屬肉體的人冤冤相報，不報仇不罷休，而且非常狠毒。他們曾經威嚇亭
拿女子、若不把謎底套出來就用火燒你和你父家，現在謎底揭開、他們還是把婦
人和她的父家燒了。
o 9-19 節、非利士人上去安營在猶大、要捆綁參孫，他們說：『他向我們怎樣行、我
們也要向他怎樣行』。猶大人害怕非利士人、便用兩條新繩捆綁參孫交給他們，帶
到了“利希”，非利士人迎著喧嚷，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他臂上的繩就像火
燒的麻一樣，他的綁繩都從他的手中脫落下來。他用驢腮骨擊殺了一千人…。參孫
口渴、就求告耶和華，有水從其中湧出來，參孫喝了精神復原，因此、那泉名叫
“隱哈歌利”，就是“呼求者的泉源”。
 參孫真是力大無比、他行了很大的拯救。
o 從另一方面來看、他的日常生活卻是非常敗壞，士師記第 15 章末節、『參孫作以色
列的士師二十年』，第 16 章的末節也是同樣地記載，實際上、他做士師二十年的光
景、就像第 16 章 1-3 節所描述的。
士師記 16 章：
o 1 參孫到了迦薩、在那裏看見一個妓女就與她親近。2 有人告訴迦薩人說：『參孫到這
裏來了』，他們就把他團團圍住，終夜在城門悄悄埋伏、說：『等到天亮、我們便
殺他』。3 參孫睡到半夜、起來，將城門的門扇、門框、門閂一齊拆下來，扛在肩
上，扛到希伯崙前的山頂上。4 後來、參孫在梭烈谷喜愛一個婦人、名叫大利拉。5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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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士人的首領上去見那婦人，對她說：『求妳誆哄參孫、探探他因何有這麼大的力
氣，我們用何法能勝他、捆綁剋制他，我們就每人給你一千一百舍客勒銀子』。
o 6-21 節、起先、參孫不肯告訴她，16 大利拉天天用話催逼他，甚至他心裏煩悶要
死。17 參孫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訴了她，對她說：『向來沒有人用剃頭刀剃我的頭，
因為我自出母胎就歸神做拿細耳人，若剃了我的頭髮、我的力氣就離開我，我便軟
弱像別人一樣』。
 我們的一生可能有很多的大利拉,如貪圖財富、名聲、權利…等等，導致我們軟弱
敗壞。
 真正屬靈能力的祕訣在“拿細耳人”，拿細耳人的願是甘心樂意的願，而參孫不
是自願做拿細耳人、也不懂拿細耳人的條例，以致出了許多的問題，直到失敗之
後，他願意悔改、把自己重新奉獻給神，這個拿細耳人的心願才真正地成就。
 同樣地、我們的奉獻也需要更新，因為、有些人以為奉獻就是為主做事。馬太福
音 7:22-23『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袮的名傳道、
奉袮的名趕鬼、奉袮的名行異能嗎?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
你們…』。
 遵守下面三個條例：
1. 不吃葡萄、不喝葡萄汁或清酒、濃酒：它們代表世界的歡樂，主才是真葡萄
樹。換句話說、一個拿細耳人應該完全為主而活、以主為他的滿足，不以世上
的事物為滿足。我們若一邊愛主、一邊愛世界，那麼、屬靈的能力就失去了。
2. 不能剃頭：永遠服在十字架底下、做個蒙頭的人，要讓主出頭。我們何時出
頭、何時就失去屬靈能力，也許我們有自己的能力、天然的能力、組織的能
力，但是不可能有生命的能力。
3. 不能摸死屍：死屍指“肉體”，不要體貼肉體，因為體貼肉體的、就是死。
（羅馬書 8:6）也不要體貼別人的肉體。
 不但要從以上三點分別出來，還要把自己歸給神。任何人都可以向神許願、許願
的日子可以自己決定，因為我們是屬主的人，照理是終身歸給神、一生守願的。
o

18

大利拉見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訴了她，就打發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領那裏…19 大利拉
使參孫枕著她的膝睡覺，叫了一個人來剃除他頭上的七條髮綹。於是、大利拉剋制
他，他的力氣就離開他了。20 大利拉說：『參孫哪！非利士人拿你來了！』參孫從睡
中醒來，心裏說：『我要像前幾次出去活動身體』，他卻不知道耶和華已經離開他
了。21 非利士人將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帶他下到迦薩，用銅鍊拘索他，他就在監
裏推磨。22 然而他的頭髮被剃之後、又漸漸長起來了。
 當耶和華已經離開參孫、導致他失去力氣的時候，他還想出去活動身體，這是非
常可悲的事。實際上、參孫的經歷也往往是我們的經歷，這種事也發生在我們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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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因著生活中的許多事物、像大利拉一樣纏著我們，迫使我們不能過聖潔的
生活;也因著失去向神分別為聖的生活、使得屬靈能力離開了我們。
 非利士人將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
 非利士人凶狠地剜了參孫的眼睛，猶大國的最後一個王西底家、也受到巴比倫
王同樣的酷刑。
 眼睛、特別是指對屬靈事物的認識，因為肉體常常蒙蔽我們的眼睛，我們何時
體貼肉體、眼睛就何時昏黑。
 啟示錄中記載老底嘉教會自以為富足、一樣都不缺，但主說：『我勸你…又買
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以弗所書 17-18『…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祂；並
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馬太福音 6:22『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
 用銅鍊拘索他：失去自由
 加拉太書 5:1『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
再被奴僕的軛轄制』。非利士人代表肉體，而肉體使我們失去屬靈的自由。
 加拉太書 5:13『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
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在基督裏、我們有“不放縱情慾”
的自由，我們有“用愛心互相服事”的自由。
 加拉太書 5:16-17『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因為情慾
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做的』
 加拉太書 5:24『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
十字架上了』。
 我們天然人無法靠自己對付肉體，惟有靠聖靈在我們身上做工。然而、有些神
的兒女誤以為這是聖靈的工作，反正我就是這個樣子、我沒有辦法、就讓聖靈
去做吧！導致內心失去“向神呼求的迫切感”，這樣、神無法拯救我們。保羅
說：『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千萬要留意，我們若在
乎、神就在乎！)
 他就在監裏推磨：花了再大的力氣、走了再遠的路，還是在原地。
 倘若肉體不被對付，讀了再多的聖經、聽了再多的道，參加了再多的聚會，結
果屬靈的生命仍然在原地不前，以色列人就是這樣地在曠野繞圈子三十八年。
 這是仇敵非利士人的工作，我們需要特別認罪悔改、對付肉體，求聖靈幫助。
 他的頭髮被剃之後、又漸漸長起來了:
 按著拿細耳人的條例、若是許願的日子滿足之前、你觸犯了任何條例，先前守
的日子不算、需要重新再來。民數記 6:12『他要另選離俗歸耶和華的日子，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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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牽一隻一歲的公羊羔做贖愆祭，但先前離俗的日子徒然，因為他在離俗之間
被玷污了』。
 從積極方面看、雖然你失敗了、神再給你一次機會、讓你從頭再來，這便是
“頭髮被剃之後又長起來”的屬靈意義，換句話說、神的靈又再與他同在。
o

23

o

28

非利士人的首領聚集、要給他們的神大袞獻大祭、並且歡樂，因為他們說：『我們
的神將我們的仇敵參孫交在我們的手中了。24 眾人看見參孫就讚美他們的神…。25…
於是將參孫從監裏提出來、他就在眾人面前戲耍戲耍。26 參孫向拉他手的童子說：
『求你讓我摸著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27 那時、房內充滿男女、非利士人的眾
首領也在那裏，房的平頂上約有三千男女觀看參孫戲耍。
 從屬靈的眼光看、神的名受羞辱，我們被戲耍了，仇敵卻是歡樂讚美牠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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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我情願與非利士人同死』。就盡力屈身，
房子倒塌壓住首領和房內的眾人。這樣、參孫死時所殺的人、比活著所殺的還多。
 參孫的這個求告很重要，這是他真正的奉獻、是拿細耳人甘心樂意的心願。以前
他的父母揀選神、神揀選他，現在他懂得自己來揀選神。每一個人的情況不同，
有些人需要經過許多彎路、跌跌撞撞；有些人早早轉向神、便少吃些苦。
 神使參孫的頭髮又長起來，這是神的恩典，祂不看參孫過去的軟弱與失敗，再一
次給他機會，神聽了他的禱告、參孫的力氣又恢復了。
 我情願與非利士人同死：加拉太書 5:24『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
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參孫最後的經歷『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
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拉太書 2:20）。
 拿細耳人代表得勝者，滿足了拿細耳人的願與獻祭之後，帶進神的祝福。民數記
第六章 22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23 你告訴亞倫和他的兒子說：你們要這樣為以色列
人祝福、說：24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25 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賜恩給
26
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參孫有許多失敗的經歷，最後把自己全然奉獻給神，希伯來書的作者將他列入信
心見證人的行列中，因神記念他的內心。感謝主！我們也成了有盼望的人。

禱告：
主，我們實在感謝袮！袮的恩典與慈愛永遠長存，我們在袮面前俯伏敬拜。我們不能
不承認我們的生活常常是敗壞、墮落像參孫一樣，我們不知不覺地得罪了袮，袮的愛仍然
長久等待我們，甚願聖靈繼續作工在我們身上，好讓我們快快回轉向你。求袮光照我們、
顯明我們身上的大利拉，赦免我們從前得罪袮的地方。多少時候、我們的眼睛被剜，在監
裏推磨，求袮醫治釋放我們、讓我們能夠站立得穩，做成袮要在我們身上所要做的工，以
榮耀袮的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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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