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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我的爱
献给大卫 · 马歇尔



故事
 
01. 参孙的出生
02. 参孙挑选了一个妻子
03. 参孙的婚礼
04. 复仇
05. 有信心的人
06. 强壮的人变得软弱
07. 参孙的力量回来了



1
参孙的出生

约书亚去世以后，以色列人非但没有按照耶和华上帝的吩咐，赶
走住在迦南地的外族人，反而和他们同住，甚至去敬拜迦南人所拜的
假神，做出耶和华上帝看为恶的事。

于是，耶和华上帝就照着祂多次警告过以色列人的话，把他们交
在外族人手中。不过，耶和华上帝仍然会兴起一个又一个的士师，成
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管理以色列人，和带领以色列军队抵抗外族人。

非利士人是住在迦南地南边的一个民族。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又
行耶和华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上帝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
中四十年。

非利士人学会了炼铁技术，可以制作铁的武器，甚至战车。那
时，以色列人只有铜制的刀剑，非利士人铁制的武器可以轻松地把以
色列人的铜制武器削成碎片。所以，以色列人不敢和非利士人打仗，
也非常惧怕非利士人。

面对强大的敌人，以色列人对耶和华他们的神几乎没有了信心，
他们甚至不再向耶和华上帝求拯救。以色列人放弃了倚靠耶和华上
帝，去顺从非利士人，想以此换取平安的生活。为了唤醒在信仰危机
中的以色列人，耶和华上帝为以色列人兴起了一位士师，他就是这个



故事的主角，参孙。

那时，在以色列仍然有一些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玛挪亚就是其
中的一个。玛挪亚属于以色列人的但支派，他和妻子住在以色列的琐
拉，那个地方离非利士人的边境只有几公里。

玛挪亚的妻子不生育，所以他们没有孩子。有一天，耶和华上帝
的使者向玛挪亚的妻子显现，对她说：“你向来不怀孕，不生育，如
今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但是，你要小心，这个儿子清酒浓酒都不可
以喝，一切不洁净的食物也不可以吃。你也不可以剃他的头发，因为
这个孩子一出生，就归耶和华上帝作拿细耳人。他要拯救以色列人脱
离非利士人的手。”



玛诺亚的妻子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位先知来到我的面前，他
的样子非常令人敬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名
字，他却对我说：‘你一定会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现在清酒浓酒
都不可以喝了，一切不洁的东西也不可以吃了，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
直到死，都必定会归耶和华作拿细耳人。’”

拿细耳人是以色列人中，远离世俗归耶和华上帝为圣的人。他们
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剪头发，任由头发长长；他们也不可以沾染耶和
华律法中一切不洁净的东西。

玛诺亚听了妻子的话，即兴奋又紧张。于是，玛挪亚就祈求耶和



华上帝说：“主啊，求祢再差那位先知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
样抚养这将要出生的孩子。”

耶和华上帝答应了玛挪亚的祈求。一天，玛挪亚的妻子正坐在田
间，她的丈夫玛挪亚不在身边。耶和华的使者又来到她那里，向她显
现。玛挪亚的妻子就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等等，我现在就去把我
丈夫找来。”于是，她急忙跑去告诉丈夫：“玛挪亚，玛挪亚！那天
来到我面前的先知，又来了。”

玛挪亚一听，马上跟随妻子来到那人面前。

玛挪亚对他说：“那天，与这妇人说话的是你吗？”

那人说：“是我。”

玛挪亚说：“当你的话实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教养这个孩子，他
应该怎样生活呢？”

耶和华的使者对玛挪亚说：“我对这妇人说的一切事，他都要谨
慎遵守。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以吃，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一切不洁
之物也不可以吃。凡我所吩咐妇人的，都应当遵行。”

玛挪亚不知道和他说话的是耶和华的使者，就对那个人说：“求
你留下，好让我们款待你，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

耶和华的使者回答说：“你虽然要款待我，但是我不吃你的食
物。你如果预备的是燔祭，就当献给耶和华。”

玛挪亚就对那个人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的话应验的
时候，我们好把尊荣归给你。”



耶和华的使者回答说：“你何必知道我的名字呢？我的名字是个
奥秘。”

于是，玛挪亚就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拿来烧在磐石上，
献给耶和华上帝。

这时，耶和华的使者在玛挪亚和他妻子眼前行了件奇妙的事。当
祭物燃烧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磐石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天，不见
了。玛挪亚和他妻子就俯伏于地，他们才知道那一位是耶和华的使
者。



玛诺亚对他的妻子说：“这下我们必死无疑了，因为我们看见的
是耶和华上帝啊！”



他的妻子回答说：“不对，耶和华如果要杀我们，就不会从我们
手里接受燔祭和素祭，也不会把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了，更不会差遣祂
的使者向我们显现了。”

后来，玛挪亚的妻子果然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他们给孩子起名叫
参孙。参孙的父母按着耶和华使者的吩咐养育这孩子，他们没有剃他
的头发。

参孙渐渐长大，耶和华上帝也赐福给他。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士师记：13章1-25节



问题

1 谁是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害怕他们？

2 以色列人是否因为他们的问题求告上帝？为什么？

3 关于玛挪亚和他妻子的孩子，上帝给他们什么奇怪的规矩？

4 上帝对参孙的生命有什么伟大的计划？在参孙出生之前，上帝
知道他所做的吗？

5 你不会拥有参孙所拥有的力量和能力，但上帝仍然对你的生命
有着美好的计划！你如何使用上帝给你的恩赐来帮助上帝的子民
并侍奉祂呢？



2
参孙挑选了一个妻子

有一天，参孙很晚才回家，他的父母亲都非常着急。参孙一进
门，父亲玛挪亚就对他说：“参孙，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母亲和
我一直担心你，你去了哪儿？”

参孙很轻松地回答：“哦，我只是去了几公里外。爸爸，我长大
了，可以照顾自己，你不用为我担心。”

父亲玛挪亚着急地问他：“那么，你到底去了哪里？吃晚饭没
有？”

父亲问参孙有没有吃晚饭，并不只是担心他的肚子饿不饿。更重
要的是，作为拿细耳人，参孙必须遵照拿细耳人的规矩，注意自己吃
的东西。

参孙轻描淡写地回答说：“哦，我只是去了亭拿，我已经吃过饭
了。”

参孙的母亲听了儿子的回答，喊了起来，“亭拿！哦，参孙呐，
那是非利士人的地方，你不可以和那里的人一起吃饭呀！他们是我们
以色列人的敌人，你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吃饭呀！”

父亲玛挪亚赶忙说：“你要听你的母亲的话，不要再去那里
了！”



这时，参孙很认真地说：“但是，我在那里见到一个女子，我非
常喜欢她。我希望你们去为我跟那个女子的父亲提亲。”

参孙的母亲着急地说：“参孙，你可是拿细耳人呐，你要从非利
士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的！你怎么可以娶非利士的女子啊？”

玛挪亚也恳求参孙说：“在我们的亲戚中，或者在我们本国人
中，难道就没有一个你看得上的女子吗？你为什么要娶非利士人为妻
呢？”

参孙很坚决地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那女子娶来给我，因为
我喜欢她。”



那个时候，婚礼是由男女双方的父亲来安排的。参孙的父母无法
说服参孙，他们就不得不同意作为拿细耳人的儿子，和非利士女子结
婚，他们只有跟着参孙去亭拿。

在去亭拿的途中，参孙比他的父母亲走得快。他走到亭拿的一个
葡萄园，突然，有一头少壮的狮子向他吼叫。

耶和华上帝的灵降在参孙的身上，赐给他力量。参孙手中没有任
何武器，他就空手把狮子撕裂，就好像撕裂羊羔一样。参孙没有把这
件事告诉他的父母亲。



他们一家人来到了亭拿，参孙的父亲就和非利士女子的父亲为他
们订了婚期。

玛挪亚和他的妻子身心疲惫地回到家，他们的心都碎了。

妻子悲伤地对丈夫玛挪亚说：“唉，我还记得，当耶和华的使者
告诉我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我有多兴奋。而且，他是一生下来就归
耶和华为圣，作拿细耳人的；他是要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
出来的。玛挪亚，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偏偏要娶那个非利士的女子
为妻啊！”

玛挪亚回答妻子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们从小就把耶和华上帝
的诫命都教导了参孙，我们也告诉他，不能娶外邦女子。但是，参孙
完全不听。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常常把我们的话当耳边
风，他完全不听。”



妻子伤心地流着泪，说：“玛挪亚，我真的很担心参孙会出事。
他娶非利士的女子为妻，我担心他会惹上麻烦，甚至丧命啊！”

玛挪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唉！我也很担心啊！我们努力
教导他，想让他成为耶和华上帝忠心的仆人。他不听我们的话也就算
了，但是，但是现在，他甚至连耶和华上帝的话也不听啊！我失败
了！”泪水顺着他的脸流了下来。

妻子悲伤地哭出声来，说：“我们失败了！参孙娶非利士的女子
为妻，一切都完了！他怎么可以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我们以色列人
呢？他永远都做不到了呀……”

不过，参孙的父母亲不知道，参孙娶非利士的女子为妻这一件
事，是出于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要用这个机会，让参孙去攻击非
利士人。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士师记：14章1-14节



问题

1 参孙想要娶的女子住在哪里？

2 参孙的父母是否满意他选择的妻子？

3 参孙的父母想他让娶谁？为什么他娶外邦女子有问题？

4 参孙顺服还是悖逆上帝？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5 你认为上帝在意你结婚的对象吗？为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决
定？



3
参孙的婚礼

婚礼的日子到了，参孙和他的父母很早就起来，要去亭拿。他们
所住的琐拉离亭拿超过六公里。对参孙婚事非常失望的父母，默默地
走在去亭拿的路上。因为他们走得比较慢，所以比参孙先出发。快到
亭拿的时候，参孙赶上了他们。

他们快走到那个葡萄园的时候，参孙忽然想起订婚时杀死的那头
狮子，就对自己说：“对了，那头狮子！让我去看看那头狮子还在不
在那里。”

于是，参孙就离开父母，绕道去葡萄园。他一拐进葡萄园，迎面
就飞来好多蜜蜂。参孙一边用手赶着蜜蜂，一边说：“哇，好多蜜蜂
啊！”



他再往前走，就看见他亲手杀死的狮子只剩下了一堆白骨。豺狼
和秃鹰已经吃掉了狮子身上的肉，炎热的太阳晒干了獅子的骨头。

但是，参孙惊奇地发现，在他周围嗡嗡响的蜜蜂是从狮子的骨架



里飞出来的。参孙自言自语地说：“这些蜜蜂居然是从狮子的身体里
飞出来的！嗯，那里面一定有一个蜂房。狮子里出来的蜜，我从来没
见过。”

参孙就从死狮子里取了一些蜜放在手里，边走边吃。参孙赶上他
的父母亲，把蜂蜜也给他们尝，他们也吃了。不过，参孙没有告诉父
母，这蜜是他从死狮子里取出来的。参孙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狮子和
蜂蜜的事，他把这些事都藏在心里。

根据以色列人的律法，这蜂蜜是不洁净的，因为那是从尸体里头
取出来的。吃了不洁净蜂蜜的人，也就成为不洁净的了。而更糟糕的
是，参孙靠近了死尸，这也触犯了作为拿细耳人的规矩，但是参孙却
不以为然。



他们到了亭拿，参孙就在那里摆设婚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和
非利士人的婚礼都要庆祝七天。以色列人的婚礼，实际的婚姻是在庆
祝活动的第一天晚上，而非利士人实际的婚姻，是在婚礼的第七天的
晚上。

参加婚礼的宾客都到了，婚礼开始了。参孙作为新郎，按着当时
的习俗，要在宴席上招待客人。因为参孙只和父母亲去参加婚礼，非
利士人就为参孙找了三十个人，作为他的伴郎。

在婚礼的宴席上，参孙对那三十位伴郎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
语，你们在宴席的七天里，如果能猜出来，我就给你们每人一件亚麻
外衣、一套里衣。如果你们猜不出来，你们每人就给我一件亚麻外
衣、一套里衣。”



这三十位伴郎就彼此商量说：

“我们猜不猜啊？”

“有七天的时间，我们有三十个人，还会猜不出他的谜语吗？”

“对，我们时间多，人也多。我们能猜出来！”

“好，我们就猜！”

他们就回答参孙说：“好吧，你把谜语说给我们听。”



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

伴郎们猜啊，猜啊！

“吃的……吃者？”

“还有甜的……强者？”

“这是哪里来的谜语啊？真难猜！”

“怎么猜啊？”

他们猜了三天，也无法猜出谜语。他们开始着急了。

到了第四天，他们就去找参孙的未婚妻，对她说：“你去引诱你
丈夫说出谜底，告诉我们。要不然，我们就用火烧了你和你父家。你
们请我们来，是想要抢夺我们的东西吗？要不然你就小心点！”



参孙的未婚妻就来到他的面前，哭着说：“你跟本就不爱我，你
给我的族人出谜语，却没有把谜底告诉我。”



参孙温柔地回答说：“这件事啊，我连我的父母我都没有告诉，
我怎么会告诉你呢？” 

参孙的未婚妻每天都在他面前哭闹，逼着参孙说出谜底。一直到
了庆祝的最后一天，参孙被吵得没有办法了，就把谜底告诉了他的未
婚妻。

很快，参孙的未婚妻就把谜底告诉了那三十位伴郎。

那天太阳落山之前，那三十位伴郎就来找参孙，对他说：“有什
么比蜜更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

参孙就回答说：“你们这些诡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用我那未生
牛犊母牛耕地，你们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

参孙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没有利用我的妻子，就不可能



猜出谜语的谜底。”

因为谜语不是伴郎自己猜出来的，参孙本来不需要给这三十位伴
郎任何东西。

但是，耶和华的灵赐给参孙能力，他就跑到将近四十公里以外，
一个名字叫做亚实基伦的非利士城，杀了三十个非利士人，拿了他们
的衣服，回来交给那三十位伴郎。然后，参孙连个招呼也没有打，就
怒气冲冲地回父母家去了。

参孙的婚礼就这样结束了，不过，耶和华上帝使用参孙来击杀非



利士人才刚刚开始。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士师记：14章8-20节



问题

1 参孙在去婚礼的路上发现了什么？参孙为什么不应该靠近它？

2 参孙给伴郎出的谜语是什么？猜出谜语的奖励是什么？

3 参孙击杀非利士人开始的行动是什么？

4 如果你是参孙，当你的妻子把谜底告诉了她的族人，你还会相
信她吗？她是站在参孙一边，还是她的族人一边？

5 参孙的妻子的行为如何表现出与作上帝仇敌的人结婚的问题？



4
复仇

参孙杀了三十个非利士人，夺了他们的衣服，回到亭拿交给三十
个伴郎。然后，参孙对他的未婚妻连声招呼都没有打，就怒气冲冲地



回到了他父母家。参孙的心里充满了对非利士人的厌恶和愤怒。

参孙的母亲就安慰参孙说：“参孙，你离开了那个非利士女子，
就忘记她吧！去娶一个以色列的好女孩，她会帮助你遵行上帝的计
划，从非利士人手里拯救以色列民的。”

过了些日子，到收小麦的时候了。人们在阳光下的金色麦田里忙
碌着，孩子们也在葡萄园和树丛中奔跑玩耍。到处都盛开着鲜花，红
色的罂粟花、白色的小雏菊和天蓝色的矢车菊。空气中都洋溢着初夏
的快乐。

参孙对自己说：“唉，我忘不了那个女孩，她真的很可爱。那个
时候，我真的太冲动了，不应该这样对待她。我明天就去找她，我会
告诉她的父亲，我们已经举行了婚礼，现在我一定要见她。”

第二天一大早，参孙就捉一只山羊羔，准备去亭拿。



参孙的母亲看见忙碌的儿子，就问：“你在做什么，参孙？”

参孙回答说：“为我的妻子准备礼物！”

他的母亲着急地说：“不可以，参孙，你已经离开她了，就不要
再去亭拿啦！”

参孙头也不回地说：“我要去，我们已经举行了七天的婚礼，我
现在一定要去见她！”

参孙就带上礼物出发去亭拿了。



很快，参孙就到了妻子父母的家。

参孙兴奋地对岳父说：“我来看我的妻子，我要去她的房间找
她。”

参孙的岳父急忙拦住他说：“不，不要进去，你见不到她的。”

参孙疑惑地问：“见不到她？这是什么意思？你看，我给她带了
上好的礼物。我要去她的房间找她。”

参孙的岳父吞吞吐土地说：“她，她已经结婚了。”

参孙说：“是啊，她当然结婚了，我们已经举行了婚礼了。”



参孙的岳父连忙说：“不，是，不是，是，我，我……唉，你听
我说，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你突然气冲冲地从婚礼上走了，我认为
一定非常恨她。所以，所以我就把她嫁给了你的伴郎。”

参孙一下就变了脸色，喊叫说：“你，你怎么能……”

“别生气，别生气，你，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参孙的岳父马
上陪着笑脸说，“她的妹妹比她更漂亮。这样吧，你可以娶她的妹
妹！”

参孙没有回答他岳父的建议，咬着牙说：“好吧，你们这些非利
士人，这下我伤害你们，就不能算是我的罪。”

参孙说完就转身走了。



参孙离开了他岳父的家，来到一个高地坐下，从那里俯视着非利
士人的肥沃土地。在他眼前，是一片金色的麦田，还有郁郁葱葱的橄
榄树林和葡萄园，那里是一片美丽的丰收景象。



但是，参孙恨恶眼前的一切，因为非利士人伤害了他，他想要报
复他们。

参孙去捉了三百只狐狸，把狐狸的尾巴两个两个地捆在一起，然
后把火把捆在两条捆好的狐狸尾巴中间。



参孙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了非利士人的麦田里。参孙很高兴
地看到，非利士人的田地里，到处是火光，他们堆起来的麦捆，和没
有收割的庄稼，还有橄榄园全都烧了起来。

非利士人都气愤极了，他们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做的？”

其中有人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的岳父把他的妻子
给了他的伴郎。”

于是，非利士人就到亭拿，抓住了参孙的妻子和她的父亲，用火
烧死了他们。



参孙听到非利士人所做的，就到非利士人那里，对他们说：“你
们既然这样做，我不向你们报仇就绝不罢休！”

参孙就大肆击杀非利士人，把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然后，参孙
就去住在一个叫作以坦的岩石洞里。

不过，耶和华上帝使用参孙击杀非利士人，并没有到此结束。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士师记：15章1-8节



问题

1 参孙向谁发怒？他为什么要报复？

2 参孙在每对狐狸的尾巴中间绑了什么？

3 参孙的报复行为的结果是什么？谁死了？

4 参孙接着又如何反击？

5 参孙的报复行为是否帮助他感觉好点或解决了他与非利士人之
间的问题？



5
有信心的人

因为非利士人烧死了参孙的妻子和岳父，参孙就大开杀戒，杀死
了很多非利士人，然后，就去住在一个叫作以坦的岩石洞里。

而非利士人就集结起来，来到以色列属犹大支派的地区，在利希
安营，准备攻打以色列人。



住在利希的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就问非利士人说：“你们为什么
要上来攻打我们呢？”

非利士人回答说：“我们上来是要捉拿参孙，他怎么对待我们，
我们也要怎么对待他。”

以色列人非常惧怕非利士人。犹大支派的人为了阻止非利士人攻
打他们，决定出卖参孙。犹大人对非利士人说：“你们留在这里，我
们去把参孙捆来。”

于是，有三千犹大人来到了以坦岩石洞。他们找到了参孙，对他
说：“现在是非利士人统治我们，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击杀非利士
人，连累了我们。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参孙回答说：“他们对我怎么做，我也要对他们怎么做。”

犹大人对参孙说：“现在我们来，是要捆住你，把你交在非利士
人手中，免得他们来攻打我们。”

犹大人害怕捉拿参孙的时候，他会反抗，所以来了三千人。犹大
人没有想到，参孙竟然愿意被他们捆绑，交到非利士人的手里。

参孙说：“你们可以捆绑我，只是要向我起誓，你们自己不杀害
我。”

犹大人说：“我们绝不杀你，只是把你捆起来，交给非利士
人。”

于是，犹大人就用两条新的绳子把参孙绑起来，把他从以坦岩石
的洞穴里带到了利希。



非利士人一看见犹大人带着被捆绑的参孙来到，就叫嚷着迎了上
去。这时，耶和华上帝的灵大大地感动参孙，他胳膊上的绳子就像被
火烧了一样，脱落了下来。



参孙看见一块还没有风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捡了起来，用驴腮骨
杀了一千个非利士人。

然后，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一千
人。”

说完，参孙就把驴腮骨从手里扔了出去，那个地方就叫作拉末利
希，意思是腮骨岭。

参孙这个时候感到非常口渴，他就求告耶和华上帝说：“祢既然
藉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怎么能任凭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
人手中呢？”

耶和华上帝就使利希的低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
了，精力就恢复了，因此那个泉水的名字叫作隐哈歌利，意思是祈求
人之泉。

从这以后，虽然以色列人还是受到非利士人的辖制，但是参孙在
以色列作了二十年的士师，拯救以色列人。



不过，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耶和华上帝虽然使用参孙，拯救以
色列人，但是参孙仍然有他的弱点，参孙会因为他的弱点付上代价。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士师记：15章8-20节



问题

1 有多少犹大人到以坦的岩石洞里去抓参孙？

2 为什么参孙让犹大人把他捆绑交给非利士人？

3 参孙杀了多少非利士人？他用什么作武器？

4 参孙在他的生活中犯了很多错误，但这次他做对了什么？

5 参孙知道上帝派他去保护和拯救以色列人，这使他做出对的选
择。上帝希望你做什么呢？



6
强壮的人变得软弱

参孙作以色列人的士师二十年，非利士人始终无法打败参孙。参
孙的力量对非利士人来说，简直是一个猜不透的谜。不过，参孙有一
个弱点，就是对非利士女子的迷恋。



有一天，参孙来到非利士人居住的迦萨，看到一个妓女，就进了
她的房子。有人看见了，就对迦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我看见
他进到一个妓女的房子。”

迦萨人听到这个消息，就说：“我们今晚就埋伏在城门口，等到
天亮，参孙要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杀了他。”

他们就整夜埋伏在城门口。

参孙睡到半夜起来，离开了妓女的家。他来到城门口，看见城门
紧锁，又用门闩闩好。参孙就把城门的门扇、门框、门闩一起拆了下



来，扛在肩上，扛到了希伯伦东面的山顶。

这件事以后，非利士人更加害怕参孙了，他们彼此说：“我们不
可能打败他，除非我们知道，他这么大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后来，参孙又爱上了一位名叫大利拉的非利士妇人。这件事让非
利士人知道了。

那时，非利士人有五座主要的城，每座城都有自己的首领。非利
士人的五位首领就一起来见大利拉，对大利拉说：“我们听说参孙经
常到你这里来，请你去引诱参孙，找出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我
们用什么办法才能制服他。事成之后，我们就每人给你十三公斤的银
子。”



大利拉答应了五位非利士首领的要求。



参孙又来找大利拉，大利拉就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为什
么有这么大的力气，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捆住你呢，把你制服？”

参孙回答说：“如果有人用七条没晒干的牛筋绳子捆绑我，我就
会像普通人一样软弱。”

大利拉把参孙所说的报告了非利士人的首领，他们就拿了七条没
有晒干的牛筋绳子来交给妇人。非利士人的首领还派人埋伏在大利拉
的房间里。

很快，参孙又来了。大利拉趁参孙睡着了，就用那七根牛筋绳子
把参孙捆了起来。然后，大利拉就喊：“参孙，非利士人抓你来
了！”

参孙从梦中醒来，挣断了身上捆绑的绳子，那些绳子就像被火烧



的麻绳一样。

大利拉不高兴地对参孙说：“你骗我，对我说谎。求你告诉我，
用什么方法才能捆住你嘛。”

参孙回答说：“好吧，好吧，我告诉你，如果用没有用过的新绳
子捆我，我就会像普通人一样软弱无力。”

于是，非利士人又派人埋伏在大利拉的房间里。大利拉找来一条
新绳子，等参孙又来到她那里睡着了，就用新绳子把参孙捆了起来。
大利拉又对参孙喊：“参孙，非利士人抓你来了！”

参孙从梦中醒来，挣断手臂上的绳子，就像挣断一根线那样。

大利拉急了，对参孙说：“你到现在还在骗我，对我说谎。你一
定要告诉我，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捆住你。”

参孙回答说：“你如果把我头上的七根辫子，和织布机上和纬线
织在一起，再用木橛钉紧就可以了。”

大利拉怀疑地看着参孙说：“这次，是真的？”

参孙就说：“当然啦！”

非利士人又派人埋伏在大利拉的房间里。大利拉等参孙睡着了，
就把参孙头上的七条辫子，织在织布机上，再用木橛钉紧。大利拉喊
叫说：“参孙，非利士人抓你来了！”

参孙醒来，把织布机上的木橛和纬线，一起都拔了出来了。



大利拉很生气，她对参孙说：“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你还说你
爱我？你骗我三次，都不肯告诉我，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气。”



大利拉天天在参孙耳边唠叨。参孙心里烦得要死，于是就把心中
的秘密告诉了大利拉。

参孙说：“从来没有人用剃刀剃过我的头，因为我一出母胎就归
耶和华为圣，作拿细耳人。如果把我的头发剃了，我的力气就会离开
我，我就像普通人一样的软弱。”

大利拉知道参孙把心里所藏的事告诉了她，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
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参孙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
们再上来一次吧！”

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带着人，来到大利拉那
里。

大利拉就在屋里哄骗参孙枕在她腿上睡觉。



等参孙睡着了，大利拉就叫了一个人来剃掉了参孙头上的七条辫
子。然后，大利拉喊叫说：“参孙，非利士人抓你来了！”

参孙从睡梦中醒来，心里说：“我像前几次那样，一挣扎就能脱
身。”他不知道耶和华上帝已经离开他了。

非利士人上去把参孙拿住，挖去了他的眼睛，把他带到迦萨，用
铜链锁着他，让他在监牢里推磨。



参孙对大利拉的迷恋使他变成了一个愚蠢的人，他的心里只有大
利拉，为了取悦大利拉，他说出了自己力量的秘密。本来，拿细耳人
的留的头发，是表示他们会有完全的体力，并且把一切的精神力量都
献给耶和华上帝。但是参孙为了大利拉，不再关心作为拿细耳人与耶
和华上帝的关系。耶和华上帝就离开了参孙，参孙就变得软弱无力，
被敌人胜过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士师记：16章4-21节



问题

1 参孙爱上的妇人叫什么名字？

2 非利士各城的王要这妇人为他们做什么？

3 参孙三次用什么谎言骗那妇人？破除他力量的真正的方法是什
么？

4 你认为参孙为什么信任那妇人？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吗？

5 参孙说出了秘密后，失去了力量，被关进监牢，你认为参孙本
应该怎么做？



7
参孙的力量回来了

参孙被非利士人抓住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以色列，以色列人人都
在谈论参孙，特别是在他的家乡琐拉。

亚米利刚刚从集市回来，妻子就问他说：“唉，参孙被非利士人
抓走了！你听说了吗？”

亚米利说：“是啊，集市上的人都这么说。”

妻子怀疑地说：“不过，这不大可能吧！非利士人哪有本事抓走



参孙呢？”

丈夫亚米利说：“刚开始我也不信，后来他们告诉我说，非利士
人利用一个女人，趁参孙睡着了，把他的头发剃掉了，他的力量就没
有了。非利士人抓住了他，挖去他的眼睛，把他带到迦萨，送进监牢
里推磨。唉，参孙是拿细耳人，他的头发是他与神立约的一部分。参
孙的头发被剪掉了，耶和华上帝就离开他了。”

妻子等了好一阵，才伤心地说：“我早就听说参孙喜欢非利士的
女人，我就担心，我觉得他早晚会被非利士女人害的。唉，真是的！
没想到，他真的被非利士女人给害了。”

亚米利对妻子说：“很多人都说，参孙被抓是他自己也有错。这
话也许是对的。他不听父母的话，总是要去接近那些非利士女子。他
呀，从小就不听话，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拦不住。不过，他
被非利士人挖去了双眼，关在监牢里，我还是为他感到难过啊！”

妻子担心地说： “我们今后可怎么办呢？这二十年，参孙是我
们以色列人的士师。他保护我们不受非利士人的欺压。现在非利士人
把他给抓走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参孙被非利士人用铜链锁着，双眼被挖掉了。他什么也看不见，
没日没夜地在监牢里推着沉重的磨石。参孙落到这步田地，是因为他
任性、放纵和骄傲。他以为他永远会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但是，耶和
华上帝一离开他，他的力量也就离开他了。他也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
去打败非利士人了。

参孙在监牢里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他的头发又开始长起来
了。



到了非利士人向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的时候了，非利士人的五位
首领都来到了迦萨，和从各处来的非利士人一起，聚集到大衮庙，参
加庆祝活动。他们都高兴地赞美他们的大衮神说：

“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里了。” 

“他毁坏我们的田地，杀害我们许多人，我们的神他交在我们手
里了。”

非利士人都在大衮庙里宴乐、庆祝。大衮庙里挤满了男男女女，
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还有大约三千人在庙的平顶上看热
闹。

正高兴的时候，有人喊着说：

“把参孙带出来，在我们面前戏耍他。”



“带他出来，好！好！带他出来！”

于是，他们就把参孙从监牢里带出来，让他站在两根柱子中间。



参孙对拉着他的手，带他来的仆人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顶的
柱子，我要靠一靠。”

参孙摸到了柱子，就求告耶和华上帝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
念我。神啊，求你加强我这一次的力量，就这一次，使我能在非利士
人的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



于是，参孙就抱住托住房顶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
一根，用尽全身力气弯下腰，说：“让我和非利士人同死！”大衮庙
就倒塌了，压在非利士人的众首领和所有的人身上。

参孙死的时候所杀死的非利士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要
多。

参孙的兄弟和他父亲的全家都去到迦萨，把他的尸体抬回来，葬
在他父亲玛挪亚的坟墓里。参孙作以色列人的士师二十年。

参孙曾经凭着神赐给他无穷的力量，一个人和非力士人争战。不
过，他也因为自己的软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参孙不是一个完美的
人，他有弱点，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都有弱点一样。但是
参孙在最后的关头，他终于明白，他的力量是耶和华上帝赐给他的。



所以参孙在失去了双眼，失去了自己的力量，在他最软弱的时候，愿
意来到耶和华上帝面前，恳求耶和华上帝，并且靠着耶和华上帝，从
软弱变刚强，做出他一生最大的功绩。所以，圣经说参孙是对上帝有
信心的伟人。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士师记：16章21-31节



问题

1 参孙在迦萨的监牢里做什么苦工？

2 非利士人敬拜的假神叫什么？他们为什么感谢他们的神？

3 在这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中，为什么参孙从监牢里被带出来？

4 参孙向上帝求什么？上帝回应了他吗？为什么？

5 参孙的生活并不完美，但上帝仍然用他来帮助祂的子民击杀他
们的仇敌。你认为上帝为什么使用不完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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