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次讲题：力量的源泉(1) 基甸 
 
 

 

查一下家里有多少本圣经？ 
 
每一本圣经放在什么地方？ 
 
每一本圣经平时如何使用？ 



今天讲题：力量的源泉(2) 参孙 
 
2012 年每次讲题顺序： 
 
1. 人物故事 
2. 主题讨论 
3. 生活应用 
4. 有关历史 
5. 知识考试 
6. 本周计划 



今天讲题：力量的源泉(2) 参孙 
 
1. 人物故事 
 
基甸（上次内容） 
儿子亚比米勒：3 年 
陀拉：23 年 
睚珥：22 年 
耶弗他：6 年  
以比赞, 以伦, 押顿：25 年 
--》参孙 



力量的源泉(2) 参孙 
 

1. 人物故事 
 
 
 

参孙是圣经士师记中的一位
犹太人士师，生于前11世纪

的以色列，玛挪亚的儿子。
参孙以藉著上帝所赐极大的
力气，徒手击杀雄狮并只身
与以色列的外敌非利士人争
战周旋而著名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4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98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4012.htm


力量的源泉(2) 参孙 
 
1. 人物故事 
 
出生 
  属但支派的琐拉人玛挪亚,他的妻子

本不生育。后来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
上帝的使者指示他们要生一个儿子，且
这个儿子一出生就要归给上帝作拿细耳
人（Nazirite）。拿细耳人要离俗, 归属耶

和华。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要远
离清酒浓酒; 不可剪掉头发; 他要圣洁; 不

可挨近死尸。在圣经里的另外两位拿细
耳人,是撒母耳与施洗约翰. 上帝要藉著他

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敌人的压迫，这个
孩子就是参孙。 

http://baike.baidu.com/view/6019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19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8906.htm


以色列十二支派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以色列)  12 个儿子（十二支派）  
 
 
流便，新譯為呂便（Reuben）：雅各的長子，利亚所生。 
西緬（Simeon）：雅各次子，利亚所生。 
利未（Levi）：雅各三子，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是此一支派的。 
犹大（Judah）：雅各四子. 按照家譜，耶穌就是從此支派所出。 
但（Dan）：雅各五子，辟拉所生。 
拿弗他利（Naphtali）：雅各六子，辟拉所生。 
迦得（Gad）：雅各七子，悉帕所生。 
亞设（Asher）：雅各八子，悉帕所生。 
以萨迦（Issachar）：雅各九子，利亚所生。 
西布伦（Zebulun）：雅各十子，利亚所生。 
約瑟（Joseph）：雅各十一子，拉结所生。 
 以法蓮（Ephraim）半支派：約瑟次子。雖為次子，但因雅各將右手
              按在他頭上，立他大於他的哥哥瑪拿西，
           所以一般提到時次序都是他為先。 
 瑪拿西（Manasseh）半支派：約瑟長子。 
便雅憫（Benjamin）：雅各十二子，拉结所生。使徒保羅就是從此支派所出。 
 



力量的源泉(2) 参孙 
 
1. 人物故事 
 
事工 

  参孙在上帝带有能力的应许中出生，
并在上帝的眷顾下成长。他拥有上帝所
赐超人的力气，他就用这力量去攻击非
利士人，利用各种机会制伏他们。曾有
一次，他用一块未乾的驴腮骨，击杀一
千个敌人。参孙作以色列人的士师二十
年。 



力量的源泉(2) 参孙 
 
1. 人物故事 
 
失败 
   参孙蒙上帝赐的力气，本当可以有

更大的作为，可惜他个性顽强（参士十
四：3），不能接受旁人的提醒及劝勉，

尤其是在婚姻的事上，不尊重以色列人
的律法和 父母的劝戒，随自己的喜好，

娶非利士女子为妻。他更随意放纵肉体
的情欲，与妓女和坏女子大利拉（Delilah）
交往（参士十六章：1，4），不知儆醒， 

以为自己可以一面享受肉欲，一面保有
力量。 



力量的源泉(2) 参孙 
 
1. 人物故事 
 
失败 

非利士人几次想杀死参孙，可惜此人神
力，能够一人抗起城门。于是非利士让
参孙的女人大利拉（也是非利士人）套
出参孙神力的原因。刚开始参孙还怀有
警惕心， 乱编了许多谎言骗大利拉，弄

得大利拉很尴尬，但是大利拉又继续询
问参孙一遍又一遍，最后不能抵挡女色
的诱惑和缠累泄露了超人力气的来源和
秘密 ，就是如果剪掉他的头发他就会手
无缚鸡之力。(十六章:15-17)参孙给敌人

有可乘之机，被非利士人挖其双眼并被
囚于监狱中折磨，受尽羞辱。 

http://baike.baidu.com/view/3694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9409.htm


力量的源泉(2) 参孙 
 
1. 人物故事 
 
悔改 

  参孙因头发被剪，结果力量全失，
被敌人关在监里推磨；虽然心中懊悔，
却也无计可施。后来，非利士人在向他
们的神祇大衮(Dagon) 献大祭时想利用此

时机，再次羞辱参孙，于是就把参孙从
牢里带出来，要在他们偶像庙里戏弄和
戏耍他(十六章:25)。此时参孙向上帝悔改，
求上帝再次赐力 量，同时他的头发也渐

渐长起来。他一到大衮庙，就抱住庙中
两根主要支柱，身体尽力往前倾，结果
柱子及房子就倒塌，压死了在庙中的敌
人，自己也牺牲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547673.htm


力量的源泉(2) 参孙 
 

1. 人物故事 (士师记中的有关记载) 
 
参孙娶妻的故事 
 
14:1  
- 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
女儿。  
14:2  
- 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
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  
14:3  
- 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

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
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
悦她。  
14:4  
- 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
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1. 人物故事 (士师记中的有关记载) 
 
参孙杀非利士人的故事 
 
15:4  
- 于是参孙去捉了三百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
一对地捆上，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  
15:5  
- 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稼，
将堆集的禾捆和未割的禾稼，并橄榄园尽都烧了。  
15:6  
- 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作的呢。有人说，是亭

拿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
陪伴。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她的
父亲。  
15:7  
- 参孙对非利士人说，你们既然这样行，我必向
你们报仇才肯吧休。  
15:8  
- 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他
便下去，住在以坦磐的穴内。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1. 人物故事 (士师记中的有关记载) 
 
参孙杀非利士人的故事 
 
15:12  
- 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

在非利士人手中。参孙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应
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  
15:13  
- 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

利士人手中。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将他从
以坦磐带上去。  
15:14  
- 参孙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囔。耶和华

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
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15:15  
- 他见一块未乾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
击杀一千人。 
15:20  - 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
作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1. 人物故事 (士师记中的有关记载) 
 
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 
 
16:4  
- 后来参孙在梭烈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  
16:5  
- 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她说，求你

诓哄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麽大的力气，我们用
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一千
一百舍客勒银子。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1. 人物故事 (士师记中的有关记载) 
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 
16:15  
- 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麽说你爱我呢。
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麽大的力气。  
16:16  
- 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  
16:17  
- 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她，对她说，向来人没

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作拿细耳
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
别人一样。  
16:18  
- 大利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她，就打发人到非

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
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
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  
16:19  
- 大利拉使参孙枕着她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

头上的七条发绺。于是大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
他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1. 人物故事 (士师记中的有关记载) 
 

参孙之死 
 
16:21  
- 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迦萨，用铜链拘索他。他就在
监里推磨。  
16:23  
- 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
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  
16:24  
- 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
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  
16:25  
- 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 
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 
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 
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1. 人物故事 (士师记中的有关记载) 
 

参孙之死 
 
16:27  
- 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三千男
女，观看参孙戏耍。  
16:28  
- 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阿，求你眷念我。神阿，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
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  
16:29  
- 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 
抱一根，右手抱一根，  
16:30  
- 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 
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 
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 
杀的还多。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460.htm


2. 主题讨论 
 

参孙神力的来源 
参孙如何使用神赐给的神力 
我们各位有哪些神处得到的恩赐 
我们如何使用这些神的恩赐 



3.生活应用 
 

神对人的恩赐 
 
离开神而带来的灾难（人的本性所定） 
 
神的宽容充分体现在主耶稣的救恩 



4. 有关历史 
 

拿细耳人 
 
拿细耳人（希伯来语: 意为“神圣的”或“分开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4%BC%AF%E6%9D%A5%E8%AF%AD


4. 有关历史 
 

拿细耳人誓约 
 

禁戒各种酒类，以及酒作的醋、葡萄、葡萄干，乃至葡
萄树上结的，自核至皮所作的各种物品 
 
不可剃去頭髮，任由髮绺长长 
 
不可靠近尸体，甚至是亲人的尸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5%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6%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1%A1%E8%90%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1%A1%E8%90%84%E5%B9%B2


4. 有关历史 
 

拿细耳人誓约 
 
拿细耳人满了指定的时期（不少于30天），需要准备3只
祭牲作为供物： 
 
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olah）， 
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作赎罪祭（hatat）， 
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作平安祭（shelamim）， 
 

还要一筐无酵饼（细麵调油的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
同献的素祭和奠祭与平安祭一同献上。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5%AD%E7%89%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7%94%E7%A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8E%E7%BD%AA%E7%A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AE%89%E7%A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85%B5%E9%A4%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A0%E7%A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0%E7%A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AE%89%E7%A5%AD


4. 有关历史 
 

拿细耳人类型 
 
规定时期的拿细耳人 
永久的拿细耳人 
类似 参孙的拿细耳人 
 

每一种类型的条例略有不同。例如，永久的拿细耳人允
许每年理发一次，如果头发引起不便。  
 
类似 参孙的拿细耳人也是永久的拿细耳人，但是不禁止

接触尸体。这一类拿细耳人的规定未见于圣经记载，而
是见于传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2%E5%AD%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2%E5%AD%99


4. 有关历史 
 

拿细耳人类型 
 
希伯来圣经中拿细耳人的例证包括参孙 (士师记 13:5)和
撒母耳（撒母耳记上1:11）。二人都是在自己出生之前，

由他们的母亲发誓奉献，终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作为
回报，它们都获得了特别的才能：参孙获得了超常的力
量与格斗能力，而撒母耳是一位先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4%BC%AF%E4%BE%86%E8%81%96%E7%B6%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2%E5%AD%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3%AB%E5%B8%AB%E8%A8%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2%92%E6%AF%8D%E8%80%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2%92%E6%AF%8D%E8%80%B3%E8%AE%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8%E7%9F%A5


今天讲题：力量的源泉(2) 参孙 
 
 

5. 知识考试 

参孙是以色列哪一个支派的？ 
参孙从耶和华得到了什么特殊恩赐？ 
参孙的主要敌人是谁？ 
参孙跟什么样的女人来往？ 
参孙是如何失去力量的？ 
参孙临死时杀死了多少敌人？ 
参孙领导了以色列多少年？ 
拿细耳人誓约有哪三条？ 
拿细耳人誓约最短要保持多少时间？ 
拿细耳人誓约结束时献祭需要哪些东西？ 
拿细耳人有哪几类？ 



今天讲题：力量的源泉(2) 参孙 
 
 

6. 本周计划 
 

上次： 查一下家里有多少本圣经？ 
 每一本圣经放在什么地方？ 
 每一本圣经平时如何使用？ 

 
每周个人读经至少 3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