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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記16:16-22（晨禱短講 吳蒙恩傳道 2016/10/13 ） 

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早晨我們要進入的是士師記的第16章。士師記從第14章到第16章，

通通記錄的都是士師記中的最後一位士師，這位士師的名字就叫參孫。但在整個聖經歷

史上，參孫卻不是最後一位士師。因為在歷史上，在參孫之後還有誰啊？以利。以利之

後還有誰？撒母耳。可是在士師記中卻只記錄到參孫就結束了。所以我們要透過這件事

情，去看到一件事情：士師記沒有記錄的、跟有記錄的，有個很重要的原則，那就是：

神要透過參孫這位士師，來讓我們領會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神做事的法則；第二件事

就是神要讓我們學會，神對於一個人，祂有什麼樣的期待。

其實第一個我們要先來看的就是：神在過往的士師跟參孫的身上，神做事的原則完全不

一樣。在過去的士師，從俄陀聶一直到耶弗他，神做事的法則都是：以色列人遭遇苦難

、興起士師、然後趕逐這些轄制他們的人、然後就國中太平幾年幾年。對不對？可是很

特別的一件事情，透過參孫這件事情，我們會看到：神當時拯救、讓以色列人能夠翻轉

過來、制服仇敵這件事情，沒有發生在參孫身上。我再講一次：神興起士師、翻轉整個

以色列人、起來回轉向神，神就興起他們、興起士師，贏過仇敵，然後國中太平幾年幾

年，對不對？這件事情沒有發生在參孫身上。如果我們讀第15章第20節，你會看到一件

事情，就是非利士人轄制以色列人40年，對不對？參孫作士師作幾年？20年。通常都是

被外邦轄制，士師興起、得勝，然後再國中太平幾年，對不對？然而在參孫作士師的這

20年，是重疊在被非利士人轄制的40年當中。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原則、得到一個

屬靈的體會，就是：第一，神的百姓沒有回轉向神；第二，神也沒有讓祂的百姓脫離非

利士人。這是一個很可憐的光景！神好像使用了參孫，興起他作為士師，可是他卻沒有

能帶領以色列人回轉歸向神，也沒有能帶領整個以色列人脫離非利士人的轄制。所以他

作士師的這20年，是重疊在非利士人轄制以色列人的這40年當中。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

事情，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我們要分享五件事情，這五件事情就來看看神祂做事

的原則是怎樣，還有神祂對一個人、對於一個團體、對於屬祂的兒女們，祂的期待是什

麼。

我們先來念今天的QT經文，這一段也是參孫的生命整個改變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在第

16章。我們要多讀一節，從第16節讀到第22節。這第14到16章的每個故事中都充滿了神

的啟示。16章16-22節，我們一起來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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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人沒有用剃頭刀剃我的頭，因為我自出母胎就歸神作拿細耳人；若剃

了我的頭髮，我的力氣就離開我，我便軟弱像別人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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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說：「他已經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訴

了我，請你們再上來一次。」於是非利士人的首領手裏拿著銀子，上到婦人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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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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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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整個關鍵是參孫的生命有一個完全的、經過神的憐憫的翻轉，而帶來當時他恢復

他士師該有的一個職任、跟他該去完成的事情。所以您的聖經可以翻到14章，我們會從

14章一直看到16章。所有我們透過今天這14-16章，要來看到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

看到的就是：人的熱情、人的自我選擇、人的熱心，會很容易叫神作難。第一個我們要

看到的就是參孫。我們讀參孫的時候，不要去定參孫的罪：這個有能力的人啊，滿了姦

淫、滿了軟弱！不要去定他的罪。這時我們要透過參孫的生命來看到：我們未來也有可

能同樣在這個環境的裡面，所以你不要去責備參孫。在希伯來書第11章，他還是名列在

信心英雄的行列當中。所以我們不去責備他，也不去定罪他，我們要來看：從參孫的生

命，我們該學到的是什麼。第一個我們要學到的是：人的熱心、人的自我選擇，沒有辦

法完成神在他身上的命定。第一個我們要學習到的就是：為什麼神不直接去擊打非利士

人？為什麼神不興起一位士師，像過去興起巴拉、基甸、俄陀聶、耶弗他，直接去對付

神的仇敵？為什麼神不直接地做工？好像在參孫的身上，神的工作是受到限制的感覺。

我們要來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人的熱情和自我選擇會限制神的工作。主耶穌也遇到

這件事情：主耶穌醫治了一個人，明明地告誡他：不要傳出去。但這個人被醫治以後，

興奮到一種地步，到了城中就大肆宣傳，對不對？以致於在福音書中就說到了：這樣就

叫耶穌不得明明地進城。我們不去怪那個得醫治的人，乃是因為他興奮到一種地步，哇

，他好想把耶穌的名傳揚出去，可是卻造成耶穌的工作受到攔阻。事，是一件好事；但

是在不對的時間，反而讓神的工作受到了攔阻。參孫是一個有恩賜的人，一個有能力的

人，但是因着他的自我選擇，因着他沒有照着神的時間、神的命令去做，他反而造成了

整個以色列人極大的虧損！

在教會當中，我們也有很多這樣的弟兄姊妹，甚至是我們傳道人，也常常犯這樣的錯誤

。這些事是好的啊，這些事是主耶穌要做的啊，我說的話是對的啊，對不對？我作的決

定是好的啊！但是沒有在正確的時間裡面。在我過往的教會我的服事，有一次教會開執

事會，有一位執事說他最近很累，他想要請假、休息，他想要最近辭掉執事的這個工作

。我當時年輕啊，就講了一句不該說的話：獻上祭壇的豈有收回的！自以為是、自以為

義啊！你看當時愚昧到這樣一個地步。說的話對不對？對，但沒有在對的時間，也沒有

在對的場合。以致於我跟那個弟兄我們就發生了極嚴重的摩擦。在教會也是：我說的話

是對的啊，我作這個決定是是的、是好的啊，這是件好事啊，應當要說出去；這件事是

好的、是有益的啊，我們要快點做！我們要去做！可是你有沒有想到：你是不是在對的

時間裡面？神的帶領是不是現在在這個方向跟在這個時間的裡面？你有沒有覺得：我要

的就是現在，我想要做，就是現在！但是你有沒有想到：因着你要的現在，以致於神的

工作受到了攔阻、受到了虧損，甚至是整個團體受到了虧損！參孫也是個有恩賜、有能

力的人，他的命定應當是要起來帶領整個以色列人回轉向神，制服仇敵。可是、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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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孫這個有恩賜有能力的人，卻沒有照着神的時間做事。他有自我的選擇、自我的想法

、自我的熱情、自我的熱心。然而受虧損的不僅是他自己，連以色列人眾百姓都受到極

大的虧損！這是第一件我們要學的事。

第二件我們要學的事情，從第14章一直到第15章、16章，你會看到一件事情，參孫自信

、有能力，卻是一個靈很糊塗的人！自信、有能力、有恩賜，卻是一個靈很糊塗的人！

在第15章，你會看到他要去娶那個亭拿的女子，對不對？在娶的過程當中，他想了個謎

語，那個謎語就是什麼？也沒講到獅子，也沒講到蜜。他出了個謎語，在他婚禮的當中

。是什麼？你們有聖經嘛，來，看你們的版本和我的版本一不一樣。“吃的從吃者出來

；甜的從強者出來。”這種的謎語沒有人能夠猜對，因為那是他個人的經歷。但是因着

他的太太、未過門的媳婦，不斷地纏、不斷地問、不斷地問：哎呀，你不是真的愛我，

你是恨我！纏、纏、纏，纏到最後呢，參孫就說出來了，對不對？他是一個戰士，他是

一個士師，當時他在非利士人的亭拿這個地方，他應該有一種屬靈的敏銳度。當妻子不

斷地問他、問他、問他、問他的時候，這件事情就發生了。大家知道，他要守約嘛，以

致於他就非常地氣憤，打死了30個人，把衣服就歸給他們。一氣憤之後，誒，回老家了

，連老婆都不顧了！後來又突然想起太太好了，然後又回來了。結果太太就怎樣？給別

人啦！參孫就氣得找了幾隻狐狸，也可能是野狗，綁着，就把當地的田地都燒了。大家

一問是誰做的啊？是亭拿人的女婿、是參孫做的！你會發覺這種事情又發生了第二次：

大利拉。大利拉的事情也是女人不斷地跟他纏磨、纏磨，講着講着他至終就講出來了，

以致於頭髮被剃。你會發覺：他是個有自信、有恩賜、有能力、但卻是個靈很糊塗的人

！在過往的服事裡，有個牧者曾經對我說過一句話：“我們要作恆星，不要作流星啊

。”恆星跟流星，恆星是什麼意思？每個人都有恩賜、都有能力，但誰是可以一直在那

個位置上面，不斷地持續發光、不斷地反照神的榮光、不斷地一直服事主的人？不多。

在我們服事的過往裡面，有恩賜有能力的人、有自信的人非常多，太多！但是在神國度

的裡面，能夠被記載下來的人不多。為什麼？因為靈不敏銳，靈很糊塗，以致於事情一

再重複、一再重複的時候，他們沒有去發現，他們沒有去警覺：這是神在環境當中一再

地給予我們有悔改和憐憫的機會。所以我們一次一次一次地環繞，一次一次地繞，不但

是浪費了在神國度裡我們自己的生命和時間，我們也耽誤了許多人得救的機會！你不要

小看你自己呀，許多人的生命注定要得救，但是因為你還沒有預備好，所以他還沒得救

！很多人的生命注定要蒙福，但是你我還沒有預備好，他還沒有辦法蒙福！這正是神治

理的手。所以神為什麼不直接去拯救以色列人、制服非利士人、神一定要等着參孫呢？

以色列當中沒有人啊？全以色列人只有他啦？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神還在等你我的生

命預備好，能夠去祝福其他的人。所以他有自信、他有能力、他有恩賜，甚至是有神的

恩膏，但是他靈的駑鈍和靈的糊塗，以致於他在神的面前、神所做的，不能夠一直持續

地工作做在他的身上。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他說：我現在要加害於非利士人，不算有罪

。有沒有這句話？我要加害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他有沒有知道他的命定到底是什麼？

他知不知道他的命定本來就是要制服非利士人？他的命定本來就是要驅逐非利士人？可

是他現在只有想到：我就去傷害這幾個非利士人，殺害他們，而我在神的面前不算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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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你有沒有想過：他的靈完全糊塗到一個地步，神在他身上的期待、命定，他完全沒

有達到士師的期待。

第三個，好特別的一件事情噢，您如果看到第15章的下半段和第16章，您真的會啼笑皆

非啊。非利士人要去找參孫，結果他們先去打哪邊的人啊？猶大，去打猶大支派。參孫

是哪個支派的？不是以法蓮，是但支派。我要找參孫，結果我跑去打猶大。結果猶大人

怎樣？他們害怕非利士人，結果就跑去抓參孫。如果你看到這一段的歷史，你會很難過

。難過什麼？在當時的以色列人當中，第三件我們要看到的是：他們沒有身體合一的見

證，失去了身體合一的見證。有人要來捉拿我們的士師，他們的想法就是：趕快把他交

出去！他們沒有想到說：我們必須來保護我們的士師、我們必須要來護衛着神在我們當

中的領袖，雖然這個領袖有很多的毛病，雖然這個領袖不怎麼完全；但不是去看這個人

，而是看在我們的當中，是一個合一的肢體，我們是一個合一的身體的見證。他們沒有

看到這個，他們只有看到：我們要解決我們現在眼前的問題。非利士人來了，猶大支派

，最強悍的支派，領袖最多的支派，他們的解決方法是：把參孫給他交出去！我覺得在

現今的教會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事情。如果參孫是個靈很敏銳的人的話，三千多

個人來抓他，你要知道他是孔武有力嘛，他其實可以講一句話：你們為什麼來抓我？我

們應當是合一起來去對付非利士人！對不對？ 他應該講這樣的話啊，但他連這樣也沒想

到。所以，不但是他的靈糊塗，連當時的猶大支派的靈也糊塗！他們沒有看到一個肢體

合一的見證。所以在教會當中，踐踏弟兄、傷害弟兄的事，大家已經習以為常。所以你

在教會裡有沒有看到過這件事情、難過到一件事情：在教會裡面，從教會的歷史看到現

在，教會當中彼此相吞、彼此踐踏，比踐踏外人還要更厲害！是不是？所以曾經有個很

有名的屬靈長者說：咱們現在的基督徒，是外鬥外行，內鬥內行！外鬥、傳福音、爭戰

，外行；在教會當中彼此傷害、攻擊抹黑，厲害！專業！這就是我們現在基督徒的狀況

。當時以色列人，參孫那個時代，猶大支派去抓參孫、把參孫交給非利士人；我們現在

教會也在做這種事！我們傷害我們的領袖，我們傷害我們的牧者，我們傷害我們的區長

、小家長。我們在小家當中、在教會當中（我不但講我們的教會，也在諸多我所認識的

教會裡面），我們總覺得我們的領袖是有問題的，我們要解決教會一個關乎和好、平安

的狀況，就是把我們的領袖趕逐出去！在我過往所服事的一個教會就是這樣：教會不成

長，怎麼辦？換領袖！教會不成長怎麼辦？換牧師！教會不成長，統統都是誰的錯？領

袖的錯！那領袖說：那我們一起來改變教會。好，我們支持你做。我們支持，你做！教

會要改變？不行！我們向來沒有做過這件事，但教會要成長，是的！所以我們會有這種

的想法。教會裡面有彼此傷害、彼此攻擊的事情，我們彼此踐踏弟兄，我們沒有看到教

會合一身體的見證。你會發覺教會裡面，如果今天我們落到以色列人這樣的光景，我們

沒有成長、沒有突破、沒有彼此相愛合一的見證，神在我們當中，神祂雖然會有憐憫，

但是祂的憐憫跟祂的工作會受到限制。神還是期待整個民族的翻轉，制服非利士人；可

是神卻透過這個機會，讓以色列人、猶大人去看見：整個你們支派完全失去了合一身體

的見證！所以你說神到底有沒有用參孫哪？他是不是神的士師？也算是。那你說他有沒

有興起神的拯救呢？又不算有。你說神有用他嗎？你說有嗎，好像有；說沒有嗎，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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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沒有。所以搞了半天，神到底有沒有使用他呢？這就是教會現今的光景：我們好像在

神面前有點用處，可又不是祂的命定和方向；你說我們又沒有完全跟着神嘛。對，我們

又好像在彼此合一的聚會裡面；我們失去了合一的見證，失去了我們的命定、方向。所

以不要去批判、評論、定罪參孫是這樣的一個人，很可能我們今天也活在這樣的光景當

中，我們教會當中可能有很多的參孫喏！有恩賜、有能力、有自信，靈卻很糊塗；我們

也有可能是猶大支派喲，當有一些外敵攻擊的時候，我們也同樣是把誰誰誰交出去、把

誰誰誰怎麼樣、把誰誰誰怎麼樣，問題就解決了。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合一的見證需要在

我們當中？換人，永遠都是解決問題最快的方法，對不對？但也是最差、最沒有效率的

方法。在教會中，我們總覺得出了問題，第一件事情：誰負責？換人嘛！當時的以色列

人不也是這樣嗎？我們總是想要說：找個更明顯的領袖來我們當中。我們要俄陀聶，好

不好？給我們耶弗他，好不好？給我們巴拉，好不好？給我們底波拉，好不好？真好！

那萬一來的是參孫，怎麼辦？有沒有能力？有沒有恩賜？有沒有自信？什麼都有！他唯

一沒有的，就是生命當中不能夠自製、靈很糊塗。可是如果當時猶大支派能夠起來，扶

持參孫能夠起來的話，我相信是整個以色列人的翻轉，制服非利士人。所以那四十年就

不會是他作士師的重疊，而是四十年的轄制開始之後，換來國中太平幾年幾年，應當是

這樣！但是他們現在已經習慣於那種壓制的當中。

我們還要再學一件事情，第四件事，我們要學到的就是：參孫的這20年，是在被非利士

人轄制的40年當中。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這個有恩賜、有能力的人，他一直在相同

的軟弱裡打轉；就是我們今天所讀到的，他的拿細耳人的身份都丟了！這件事情我要著

重地講。參孫的力氣真的在於他的頭髮嗎？不是嘛，是神要叫他學習一件事。你要知道

，在神救贖的旨意裡面，神要用我們，祂常常會給我們一個地位；然而那個地位上面會

要求我們有實際的生命。神有沒有稱義我們？有！但祂期待我們要有一個成聖的生命，

可以站在稱義的地位上。這叫地位上面要有實際。可是通常基督徒是“實際”跟不上“

地位”，就是我們的生命沒有成熟到一種地步，以致於我們配得上站在這個地位上。是

不是？是嘛！我告訴你：有“地位”，沒有“實際”，神還可以在我們當中實行祂的工

作，因為我們還是站在這個“義的地位”上面；但是，如果沒有“實際”，而且連“地

位”也失去了，那神做工就完全沒有路了！所以，他摸了死獅、他喝了清酒濃酒，最後

的一件事情：頭髮，那乃是他承認神是他的遮蓋。剃了頭發，也就是當神的遮蓋挪去之

後，就是連他拿細耳人的位份和地位都完全失去了，而神沒有辦法做工在他身上，以致

於神的能力會離開他，是這個意思。所以非利士人又把他帶到迦薩，迦薩是什麼意思啊

？強壯。這是很諷刺的：把一個很軟弱的人重新帶到迦薩。在磨磨的過程當中，他的頭

髮又漸漸長出來了。他又重新去思想、重新去恢復他原本該有的強壯跟神作為他的遮蓋

。可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帶到迦薩裡面，他是在幹嘛？磨磨。磨磨是怎樣？在原地繞

圈圈啊。我們會不會有一種光景：我們好像做服事做了很多、也很疲累，但是發覺自己

停留在原地。有沒有做了很多事工，我們基督徒的生命怎麼走、怎麼走、怎麼走，繞來

繞去，我們還是在這邊。有沒有這樣的光景？那個時候其實都是我們的頭髮被剪掉、眼

睛被剜掉，我們屬靈的眼睛已經瞎了，我們也沒有讓神來作為我們的遮蓋，以致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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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那裡磨磨，理當強壯，卻是軟弱。人在迦薩，可是卻是磨磨跟瞎眼。這是神給我

們的一個榮耀的地位，我們理當強壯，制服非利士人；然而我們卻在非利士地 “強壯” 

這個地方，我們軟弱到一種地步：沒了頭發——就是沒了神的同在的力量，失去了地位

；我們也沒了眼——屬靈的眼睛，以致於我們在神的面前走啊、走啊、走，整天我們都

是在忙，忙到一種地步，我們沒有一步路是踏出去的！我們基督徒會不會有這種光景呢

？有哇！這個參孫，你說那是他的問題嗎？你還說參孫只是一個有能力、只是一個淫亂

的人嗎？那只是一個歷史的記載嗎？不！現今的基督徒，在祂的教會當中，還充滿着許

多的參孫！我們理當是在強壯的地方，制服非利士人，但我們卻在“強壯” 迦薩這個地

方，軟弱到一個地步：原地踏步！眼睛瞎、沒有能力的遮蓋——這就是我們！為什麼？

因為他一再陷入自己的軟弱，一再陷入到自己的重複裡面。5777年，是新年，你一定要

問問你自己：在我生命當中有沒有什麼軟弱，還有我生命當中的一些破口、缺憾，使我

一再陷入到這種環境裡面，一直走不出來的？您一定要知道：很可能你現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迦薩，是一個強壯的地方，但你卻非常軟弱，軟弱到一種地步，既沒有能力的遮

蓋，您也沒有清明的眼睛。你好像在走、在走，你好像在做工，你好像在往前走，但實

際上你一直在原地繞圈圈。這個就是參孫當時的光景，也是很多基督徒現在的光景！你

一定要問問你自己：有沒有謊言是你的轄制？不饒恕？對人的評價？他算什麼？你算什

麼？驕傲？自以為義？是不是這些都還在你的裡面？你一定要求神，說：神哪，幫助我

走出這個困境，我不要再原地磨磨，帶我走出去！

    最後一點，我真覺得：參孫雖然頭髮已經長出來了，16章的後半段，我覺得很可惜

的一點，雖然他的能力又回來了，可是你會發覺，這個人還是沒有找到他的命定！他至

終被帶出來、在非利士人面前戲耍戲耍的時候，好多人看到他抱住兩根柱子，把柱子一

擁，就殺死了好多人，比他過往所殺的人還多。實際上你會看到這件事情也沒有什麼好

開心的，因為至終，連他的禱告還不是求神的榮耀、神的拯救、神的名、神的大能，他

求的是什麼？好報我這眼睛被剜的仇。能力回來了沒有？回來了嗎？（回來了！）但是

命定完成了沒有？沒有！有沒有勝過非利士人？沒有。這是好可惜的一件事情！縱然他

在那邊已經悔改：哎呀，我真後悔這一切的事情！神的憐憫又回來了，神的憐憫又在這

個人的身上做工了，可是這個人至終還是沒有找到他該為神的名、神的能力、神興起士

師而該有的一些大能的彰顯，還是沒找到！我們一定要問問自己：主啊，袮給予我的恩

賜是什麼？我明不明白？袮給予我的能力，我明不明白？現今我在教會的事奉、我職場

的工作，以及在我的家庭婚姻生活、親子的教養裡面，我有沒有一直去做你要我做的事

？那就是袮的名被高舉，袮的國可以被建立，袮的旨意可以施行。見過很多在職場上的

弟兄姐妹，他們在職場上面，非常經歷神的賜福，有神的大能在他們的生命當中。他們

過往可能生命當中有一些軟弱、有些跌倒，他們從新回轉到神的面前：主啊，憐憫我過

往所犯的一切罪惡！得到神的賜福，能力漸漸地恢復過來，在職場上面有些很大的豐富

、恩典，可是其實還是落到跟參孫一樣的光景裡面。我們好像殺死了一些“非利士人

“，我們好像讓整個非利士人在那個坍塌的大袞廟中被壓死了很多，但還是沒有回到神

原來起初呼召他士師的命定：他終生要歸給神作拿細耳人，帶領整個以色列人，回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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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脫離非利士人的轄制。就算他殺了三千人，是整個非利士人嗎？有帶領整個以色列

人歸向神嗎？有帶給整個以色列人國中太平多少年嗎？完全沒有！所以，他的能力是恢

復了，他好像是脫離了轄制了，好像不再磨磨了，他好像也有能力，報了一些的仇，有

些的得勝、勝過，但跟原來神在他生命中的命定一比起來，你會發覺：天差地遠！所以

有沒有很多在職場的弟兄姐妹，您也回轉向神了，得到神的恩典、祝福、喜樂了，您回

到職場重新去打拼，您在職場上的忙碌、成就、榮耀，以致於您滿足了；您會發覺：我

沒有太多的時間給神，沒有太多時間來參與教會的這種“小服事”。我不得不說：可能

您的價值觀需要被調整，您要看見：我們不是在教會裡做小服事，我是在服事這位萬王

之王。因着我生命的恢復，許多人要因着我的生命而得著祝福，我會走到我的命定。所

以，您今天不再“磨磨”、走出來了、制服了一些的仇敵，那來問問您自己：我還有沒

有走到我更上一層的命定？阿門？

    透過這五件事情，參孫與非利士人的這些經歷當中，我們可以學習到這些很重要的

事情：就是人的熱情、人的熱心，其實會造成神的限制；第二件事情：有自信、有能力

、有恩膏、有神同在的參孫，可他卻是個靈很糊塗的人；第三，當猶大支派去抓參孫，

要交給非利士人的時候，他們失去了合一身體的見證；第四，我們要學習到的就是：你

不要一直落入到相同的軟弱、你生命當中相同的破口和難處；最後一點，你一定要去知

道：如果你到死還脫離不了自己，這就是參孫嘛，都死了還脫離不了自己，我還是要報

我的仇，我還是不求袮的名，我還是不求袮的國，我只要報我的仇。是啊，報仇了，然

後呢？神的命定、神在你生命當中的期待，你還是沒有達到。我惟願我們更多地脫離自

己，去回轉向神，看神在你我生命當中的命定、榮耀、期待、豐富到底是什麼。好，我

們一同站立起來。其實士師記的歷史應該停留在16章就結束了，17章到21章這幾章，不

是發生在參孫之後，這是發生在士師記之前，一開始的故事。這是兩條線，他特意把前

言放在最後面記載。其實那時候就是士師的光景，就是因為那種光景的裡面，神開始興

起很多的士師。所以士師記最後一章應該是第16章。但是從明天我會講到：17章以後為

什麼要這樣安排？就是要叫我們重新再去看看：為什麼人會失去屬靈的祝福？還有在當

時的屬靈光景當中，我們應當如何找到一個神的拯救之路？這是我明天會講的。

我們一起來禱告。請你禱告幾件事，第一件事：有沒有你認為的熱情、你認為的好事、

你認為應該去做的事，可是你沒有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方式、或是在神的啟示的裡面

去做，以致於造成了一些的難處，或是神的身體受到了虧損呢？第二，你要去想一想：

在你我服事的過程當中，我們是不是一個有自信、有恩賜、有恩膏、有能力、但卻是一

個靈很糊塗的人呢？我們明白很多屬世的做事法則，但是對神做事的法則，我們通常沒

什麼感覺；第三，我們是不是一直看重教會基督身體的合一見證？當你在教會跟人有摩

擦的時候，你第一個想到的是趕快把事情解決，還是我先跟這個人和好，因為我要抓住

合一的見證？第四，在你生命當中，有沒有一個破口、一個軟弱，是你一直重複循環的

？直到現在，你還被撒旦欺騙，限制在那個循環的漩渦裡面？不但浪費了自己的生命，

你也耽誤了其他人因你而蒙福的權利；最後，來問問自己：參孫最後的奮力一擊，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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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千多的非利士人，好像報了一個仇，可是跟神在他生命當中的命定和期待還是差很

遠。你呢？神給你了豐富、給你了恩典、給你了憐憫、給你了祝福，讓你從過往的罪惡

當中被拯救了出來，你有去尋求神在你生命當中的命定和期待嗎？還是你仍然有自己的

打算？

我們一起來禱告：主，憐憫我們，參孫的歷史記載，就是叫我們看見：其實我們就是這

個人！請袮饒恕和赦免袮的教會，在這末後黑暗、彎曲、悖謬的世代裡面，當我們還沒

有站立起來、站在一個榮耀的位份的時候，其實我們沒有辦法使這世代的人回轉向袮；

我們也失去了能力制服仇敵、能夠讓人經歷到國中太平的年日。主，甚願袮的教會能夠

看見，我們能夠願意回轉到袮的手中，走上袮給我們安排的命定和榮耀，許多人生命的

得救，在等着袮的眾子顯出；許多人的生命要蒙福，這個世代有許多的不法的法案需要

被改變，他們正在等待袮榮耀的兒子們能夠被興起。但主啊！很多時候，我們就像參孫

一樣，我們有自信、我們有恩賜、我們有一些服事的經驗，我們好像有一些得勝的經歷

。但主啊！我們與袮要給我們走上的命定的那個榮耀，真的是天差地遠！我們是這麼靈

糊塗到一種地步，看不見袮對這世代的心意。憐憫我們這群人，叫我們能夠有一個合一

身體的見證，我們彼此愛我們的弟兄姊妹，愛我們的家人，愛我的小家員，愛我的領袖

。我們是起來保護領袖的人，我們是起來保護我的小家長、我的區長、保護我們教會的

牧者的人，不是發生了問題我就把他們交出去的人！主袮赦免憐憫我們，很多時候我們

就像那個猶大支派一樣，面對非利士人的轄制，我們的解決辦法就是把參孫交出去。主

袮赦免我們、饒恕我們，我們為領袖的代禱太少！我們為領袖的禱告太少！

我們支持領袖、順服領袖的心態太少！袮憐憫我們，在5777年當中，在這個新年裡面，

叫我們不一直陷入到自身的破口和軟弱的循環當中，一而再、再而再、一直在這個軟弱

裡面打轉，我一直在這生命當中的破口裡面，我一直在我內心的爭戰裡面走不出去。主

憐憫我！阿爸！當我們有一天恢復了榮耀、恢復了能力、恢復了恩賜、恢復了自信的時

候，主，叫我能夠從我這個“己”走出來！叫我不會像參孫一樣，能力恢復了、頭髮長

長了，唯一想到的就是報仇。不是想到的就是在職場上有一番作為，不是想到的是我要

開始為我的人生有一些打算，不是開始為我自身的一些期待埋頭苦幹，完全把袮的命定

、把袮在我能力上面的恢復的憐憫，完全忘記！赦免我們，再給我們一次機會，回轉到

袮的面前，有一個新的開始，走上袮為我們安排的那榮耀的命定！祝福站立在袮面前的

每個弟兄姊妹，甚願我們在這彎曲、黑暗、悖謬的世代當中，個個都被袮興起，是個榮

耀的士師，翻轉這個世代，使人心歸向袮，使袮的旨意能夠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

叫我們只是活在一個自我的小國度、小空間的實現當中而自以為滿足。憐憫我們，走向

這條袮給我們的榮耀命定道路。聽我們的禱告，奉靠耶穌基督榮耀得勝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