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孫的謎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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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參孫說：「若剃了我的頭髮，我
的力氣就離開我，我便軟弱像別人一樣。」22

然而他的頭髮被剃之後，又漸漸長起來了。28

參孫求告耶和華說：「主耶和華啊，求你眷念
我。神啊，求你賜我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

利士人身上報那剜我雙眼的仇。」30 參孫死
時所殺的人比活著所殺的還多。』 

(士 14:14、16:17,22,28,30) 

參孫的第一個謎語是生來就得到的生命，是基

督死而復活的生命--力量無窮、殺死許多敵

人，但是自己沒有改變。第二個謎語是自己復

活的生命--從無到有、從死而復活的生命，是

自己痛苦的生命。一直等到外面的眼睛瞎了，

才能看見自己的軟弱失敗，天天推磨活在自己

狹窄的角落，但是有一件事發生了，我們外面

的眼睛瞎掉之時，裡面的眼睛開始看見神的恩

典，神是再使用我們的神，祂永遠會再次賜給

我們一次機會。 

參孫一生有兩個禱告，第一次求生(士 15:18)，

因為將要渴死，求神賜下水來，神聽了禱告，

地裂開，水從地中湧出來，參孫取名-隱哈歌

利「呼叫者的泉源」。第二次求死，要與非利

士人同死。神兩次都垂聽了他的禱告，參孫死

時殺的敵人比活時更多。 

當他天天推磨的時候，有一件事發生了--就

是頭髮漸漸的長出來，從無到有，這一次不是

他天生的頭髮，是死而復活的頭髮，從自己死

亡而生出來的生命。我們相信參孫一面推磨，

一面悔改，也許開始自怨自艾，甚至有可能報

怨非利士女子大利拉的無情無義，但是當頭髮

漸漸長出來的時候，他發現推磨時的力量漸

增，磨變得容易推，但是參孫服在神大能的手

下，他都不說什麼，等到神的時候滿足，他向

一個拉他手的童子求助，「求你讓我摸著托房

的柱子，我要靠一靠」。參孫第二個禱告--求

死的禱告，與仇敵同死，殺死了三千人，包括

大利拉在內。讓我們學習從失敗中得到生命，

這是一個謎語，也是復活的奧秘。 

衣弟兄 

 疫情期間，請弟兄姊妹務必配合政府防疫政
策，做好防疫措施。 

1.《新人歡迎茶會》 

歡迎第一次來聚會的朋友們，在聚會結束後，
請前往「親子室」，教會歡迎您。 

2.《福音真理班》 地點｜教室 C 

歡迎新朋友或想更了解福音真理的人參加。 

•時間｜每週主日 11:00–12:00 

3.《受浸聚會》 地點｜主堂 

若有決志的弟兄姊妹請填受浸單，由辦公室
安排受浸談話。 

•時間｜3/27 (日) 9:00 

4.《研經系列-四福音心領神會(二)馬可福音》 

•講員｜俞麗珊 牧師 

•時間｜2/16–3/30 (每週三) 晚上 8:00–9:00 

•方式｜Google meet 線上學習 

•報名｜http://line.me/ti/g/22Che9oI6h 

沿用「四福音」群組！ 

5.《研經系列-「真知道祂」講座》 

•講員｜許文聰 弟兄 

•時間｜3/10–5/12 (每週四) 晚上 8:00–9:00 

•方式｜Google meet 線上學習 

•報名｜http://line.me/ti/g/QUrJY6lvnd 

沿用「羅馬書」群組！ 

聖經中最重要的啟示就是聖父、聖子、聖靈和
教會，這個課程的目的，是透過聖經來整體性
認識聖父、聖子、聖靈和教會，幫助大家在讀
聖經的時候，更容易明白神的心意，歡迎心中
有渴慕，願意更多認識神的弟兄姐妹來參加！ 

6.《教會出遊安排》 

車次、桌次名單已公佈在電梯口、櫃台，請
自行參閱或洽詢小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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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天上的盼望 
講員 衣立凡弟兄 

經文 西 1:3-8；羅 15:13；弗 1:13-14 

一、人需要盼望：人生有苦難 

1.父神的盼望：使人有盼望的神 

2.子神的盼望：心中榮耀的盼望 

3.聖靈的盼望：得到基業的盼望 

二、福音得到天上的盼望 

1.福音與信心 

2.福音與愛心 

3.福音與盼望 

三、福音得到-神的恩典 

1.福音的真理。保羅所傳的。 

2.福音的見證。以巴弗學的。 

四、福音的見證 

1.結果並且不斷的增長 

2.真知道明白神的恩惠 

 

背誦： 

『因聽見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並向

眾聖徒的愛心，是為那給你們存在天上

的盼望；這盼望就是你們從前在福音真

理的道上所聽見的。』       (西 1:4-5) 

默想： 

1.我們的人生有沒有屬天的盼望？ 

2.什麼是得救的福音？ 

Hebrews 11:25-26                 《楊家書弟兄分享》 

“He chose to be mistreated along with the people of God 

rather than to enjoy the fleeting pleasures of sin. He 

regarded disgrace for the sake of Christ as of greater value 

than the treasures of Egypt, because he was looking ahead 

to his reward.” 

There is pleasure in sinning because it caters to the desires of 

the flesh. But the pleasure of sin is fleeting because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sin is destruction and death of the soul! 

Since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 flesh is instant, and the destructive 

consequence of sin is eventual in the long run, people with no 

faith in nor hope for the future tent to indulge in the present only. 

But Moses knew better. So should we! 

Disgrace and loss are never easy to face. But we people of faith 

have something more precious than all that the world can offer to 

or take away from us! 

For our light and momentary troubles are achieving for us an 

eternal glory that far outweighs them all. So we fix our eyes not 

on what is seen, but on what is unseen, since what is seen is 

temporary, but what is unseen is eternal.    (2 Cor 4:17-18) 

Moses and Paul knew and trusted that. So should we! 

《希伯來書 11 章，25-26 節》      《林新梅姊妹翻譯》 

『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

樂。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他想

望所要得的賞賜。』 

犯罪是快樂的，因為它迎合了肉體的情慾。但罪中之樂

稍縱即逝，因為罪的結局就是靈魂的毀滅和死亡！ 

肉體的滿足是暫時的，罪的毀滅性後果卻是永遠的，對

未來沒有信心或盼望的人只能沉迷於現在。不但摩西深信

如此，我們也該如此！ 

凌辱和損失總是難對付。但我們有信仰的人所擁有的，

比世界所能給我們的，或從我們這裡奪走的更為寶貴！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

的榮耀。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

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林後 4:17-18) 

摩西和保羅知道並相信這一點，我們也該如此！ 

【主日聚會程序】 內容 時段 內容 時段 信息內容 

10:15–10:35 
擘餅聚會 
紀念主 

10:35–11:05 敬拜讚美 11:05–11:50 天上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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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廿八 19-20】 

 

【主日聚會程序】 內容 時段 內容 時段 信息內容 

10:15~10:35 
擘餅聚會 
紀念主 

10:35~11:10 敬拜讚美 11:10~11:55 路得 vs耶洗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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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廿八 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