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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跑跟隨主 
雅歌 1:1-17 

 
1:1 所羅門的歌、是歌中的雅歌。  
1:2 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1:3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所以眾童女都愛你。  
1:4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了內室．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我們要稱讚你

的愛情、勝似稱讚美酒．他們愛你是理所當然的。  
1:5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阿、我雖然黑、卻是秀美、如同基達的帳棚、好像所羅門的幔子。  
1:6 不要因日頭把我晒黑了、就輕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發怒．他們使我看守葡萄園、我自

己的葡萄園、卻沒有看守。  
1:7 我心所愛的阿、求你告訴我你在何處牧羊、晌午在何處使羊歇臥．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

旁邊、好像蒙著臉的人呢。  
1:8 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隨羊群的腳蹤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

帳棚的旁邊。  
1:9 我的佳偶、我將你比法老車上套的駿馬。  
1:10 你的兩腮、因髮辮而秀美、你的頸項、因珠串而華麗。  
1:11 我們要為你編上金辮、鑲上銀釘。  
1:12 王正坐席的時候、我的哪噠香膏發出香味。  
1:13 我以我的良人為一袋沒藥、常在我懷中。  
1:14 我以我的良人為一棵鳳仙花、在隱基底葡萄園中。  
1:15 我的佳偶、你甚美麗、你甚美麗．你的眼好像鴿子眼。  
1:16 我的良人哪、你甚美麗可愛、我們以青草為床榻、  
1:17 以香柏樹為房屋的棟樑、以松樹為椽子。 
 
   
    今年的主題是跟隨基督，過去的四次信息，我們快速地進入智慧書，略略地窺探神所賜智
慧寶庫的四種寶藏。首先，從約伯記所記載那種堅心跟隨主的心志，內心為他在為義受苦
難，四面受敵時，寧願喪失生命，也不放棄信仰的信心與節操震撼不已。(伯 13:15) 在苦難
中，約伯屬天的眼漸漸開啟，知道在天有他的見證，在上有他的中保。(伯 16:19)他深信他的
救贖主是活著，末了必再來，在復活中，他必親眼得見神的面。(伯 19:25-27)那日，他必得經
過試煉後生命的冠冕，就是長子的名份與雙倍的祝福，明顯主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雅
5:11) 
 
    接著從詩篇在苦難中藉著詩人在迷茫中呼求神的經驗，看見聖靈如何在我們進入聖所後，
讓我們明白惡人的結局。(詩 73:17) 神進一步地以祂的聖言在世上引導我們，像牧人引導羊群
一般。詩人得到安慰，知道信靠神絕不徒然，我們不是僅僅在世過沒有指望的短暫人生，因
為以後神必接我們到榮耀裏。有了如此的認知，我們才能將眼光從在世短暫的人生轉移到神
永恆的慈愛，公義與福分上。在蒙聖靈的光照後得到滿有榮光的大喜樂，並有信心地宣告那
活潑的盼望，就是，除神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 除神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詩
73:25) 如此得以明白人生的意義與目的，可以歡呼，可以喜樂，可以堅信，可以對神說，親近
神是與我有益，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好叫我述說祢一切的作為。(詩 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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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如此的啟示後，更進一步，神藉著箴言具體地藉著神的話語教導我們如何敬畏神，在
世過有意義的人生。生活上讓人明白並運用使人心甦醒全備的律法，使愚人有智慧的法度，
能快活人心正直的訓詞，能明亮人眼目清潔的的命令，必存到永遠潔淨的道理，和全然公義
真實的典章。箴言勸勉我們走智慧的道路，提醒我們要敬畏神，不與惡人同行，面對惡人的
引誘，要躲避，不可經過，要轉身，要直行而去。當我們堅心、謹慎並持續地走義路時，神
的保護、引導與應許必然臨到，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 4:18) 
 
    知道如何走義路後，又藉著傳道書讓我們知道為何要走義路，因為日光之下一切的勞碌都
是虛空。傳道路指點迷津，讓人知道日光之上，神在掌權，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
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人心裏。(傳 3:11) 人生短暫，因此從屬世的眼光來看，人生最大的福分
是享受勞碌中的成果，就是吃喝享福。然而，從永恆的眼光來看，最重要的是，要存敬畏神
的心，因為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傳 3:14) 願意如此謙卑地接受聖
靈引導與恩賜的人，不會走冤枉路。這樣的人知道人生短暫，要趁著還有今天，凡事敬畏
神，謹守祂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因為這人屬天的眼睛得以開啟，知道人所作的
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傳 12:14) 
 
    今天要接續前面四本智慧書的啟示，進入最後一部書，跑最後一棒。就是令人費解的雅
歌，很多人不明白，為甚麼這本論到男女相愛的書會納入聖經的正典中，求神讓我們靠著聖
靈的幫助藉著雅歌進一步思想人與神彼此相愛的關係，這關係如何是持續快跑跟隨基督的動
力。論到如何能增進與神的關係，我們與神親密的關係還有增強的空間嗎? 我們愛主與主親密
是否已到或曾到難分難捨的程度? 很多時候，我們在頭腦上知道要跟隨主，但是只有很少的時
間能享受到與主同行的喜樂，大部份的時間我們離神甚遠，談不上快跑跟隨主，更不能持續
快跑跟隨主。讓我們一同低頭禱告。 
     
一、堅定的愛情長跑 
 
「所羅門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歌 1:1) 
 
    雅歌的作者是所羅門王，他作箴言三千句，詩歌一千零五首。(王上 4:32) 雅歌原文是歌中
之歌，正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人中的第一人。聖經學者對雅歌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最主
要至少有八種解法，寓意派，豫表派，戲劇派，婚曲派，禮儀派，情歌派，智慧派，和彌賽
亞派。今天我們要思想的方向是聖靈如何藉著雅歌表達男女之間的愛，讓人回應神的愛，等
候彌賽亞再來。基督是在來的王，是我們的良師，益友，牧人。我們是祂所揀選的密友，新
婦，同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們將來要與祂同坐寶座，一同掌權作王直到永遠。 
 
    論到一個人與主的關係，甚麼是最令人最羨慕的? 人能看出我們是對主的愛是單一的愛嗎? 
這愛慕是有何獨特性呢? 有那些是你我已然經歷到、曾經淺嚐到的呢? 容我很快地將清單過一
遍。這愛慕是單一的，是完全的，是純潔的，是親密的，是極深的，是卓越的，是奉獻的，
是有能力的，是有行動的，是委身的，是經得起考驗的，是沒有後悔的，是沒有保留的，是
不遺餘力的，是樂意的，是喜樂滿溢的，是肯付代價的，是敢表達的，是默然的，也是熱情
揚溢的，是低頭期盼的，也是昂首喜形於色的，是戀慕的，是渴慕的，是尊重的，是互相信
任的，是有默契的，是知己的，是享受的，是滿足的，是轟轟烈烈的，是知心的，是不願割
捨的，是超越時空的，是永永遠遠的，是犧牲的，是堅定的，是比死更堅強的，是感到幸福
的。求神讓我們今天從雅歌中得到幫助，使我們與神的關係更加親密。這是愛情長跑的起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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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歌 1:2)   
 
1. 強烈的意願 
 
  不是全靠感覺，也不是沒有感覺。這是一種強烈的意願。 
 
(1) 關係的親近: 從他到你。 
 
(2) 實際的表達: 用口連連親嘴。父親主動，兒子回應。(路 15:20) 
 
(3) 最高的享受: 愛情比酒更美 
 
2. 眾人都能看出來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所以眾童女都愛你。(歌 1:3)   
 
(1) 純潔的愛 
 
    眾童女都愛你，表示不只是男女朋友的愛，實在是神與人的愛。我們都像童貞女許配給基
督。(林後 11:2)   
 
(2) 膏油馨香 
 
    不止是香氣滿溢，基督就是受膏者，彼得在五旬節第一次講道最後的重點是甚麼? 「故此、
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
2:36) 神已經膏了耶穌為基督，基督就是彌賽亞，就是受膏者。元首受膏，身體也受膏。「看
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
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遠的生命。」(詩 133:1-3) 這膏油不止是聖靈的充滿與澆灌，這膏油是極貴重的，乃是
神兒子的性命，為我們捨的。 
 
(3) 倒出的膏油 
 
    這膏油是基督的死，祂倒空自己，成為馨香的祭。現在升上了高天，是我們永遠的大祭
司，不但為我們一次獻上永遠的祭，還在父神的右邊為我們祈求。(羅 8:34) 這是神的旨意，
要讓基督作長子，領許多的兒子進入榮耀中。 
 
「因為他豫先所知道的人、就豫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豫
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
耀。」(羅 8:29-30) 
 
「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他因著 
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
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來 2:9-10) 
  
3. 牽引我們快跑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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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了內室．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我們要稱讚你的
愛情、勝似稱讚美酒．他們愛你是理所當然的。(歌 1:4)   
 
(1) 不止是吸引，乃是牽引。 
 
  吸引原文是牽引的意思。不在乎我們是否注意到主，主都用慈繩愛牽引我們。是神用愛牽
引我們。 
 
「我用慈繩愛索牽引他們、我待他們如人放鬆牛的兩腮夾板、把糧食放在他們面前。」(何
11:4) 
 
(2) 一人帶出多人 
 
   因為一個人被主牽引，能影響多人快跑跟隨主。多們稱讚愛人的愛情。 
 
(3) 從愛進到尊重 
 
   第一次稱他為王。接受權柄。年輕人當知道這事，年長的也還可以學習。 
 
(4) 彼此完全的委身 
 
    王的內室是王所信任的人才能進去的，私闖內室，格殺勿論。這內室不是單數的，是多數
的。表明完全的委身。這女子所在之地都是屬於王的，她與王的心相契合，沒有間隔。 
 
    這真是令人振奮的愛情長跑。 
 
二、堅心的熱情跟隨 
 
1. 勝過內心的掙扎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阿、我雖然黑、卻是秀美、如同基達的帳棚、好像所羅門的幔子。(歌 1:5)   
 
(1) 本質勝過外貌 
 
    膚色黑是曬黑的，秀美是不變的。基達是黑的意思，基達是以實瑪利的第二個兒子，他們
是住在阿拉伯北部的游牧民族，他們住的地方叫基達，基達的帳棚是用黑色的山羊毛織成
的，在沙漠中一排一排地陳列，很壯觀，太陽照射下，也很美。所羅門的幔子是用細麻和藍
色紫色朱紅色線製成，並有基路伯。「你要用十幅幔子作帳幕．這些幔子要用撚的細麻、和藍色紫
色朱紅色線製造．並用巧匠的手工繡上基路伯。」(出 26:1) 更是有屬天的美麗，正是彰顯耶穌基
督的身子就是那幔子。 
 
(2) 不在乎人怎麼看 
 
    不要因日頭把我晒黑了、就輕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發怒．他們使我看守葡萄園、我自
己的葡萄園、卻沒有看守。(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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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勇於面對 
 
日頭曬黑是因著面對日頭，她是勇於面對的，「輕看」是盯著我。「盯」Tiruni 太陽盯著我，
所以我被曬黑，你們不要因我黑就盯著我。 
 
2) 遇見難處 
 
    我同母的弟兄向我發怒．他們使我看守葡萄園、我自己的葡萄園、卻沒有看守。是講到家
中的反對，女子照顧別人，忽略了照顧自己。這是極美的品格。 
 
3) 思念愛人 
 
    我心所愛的阿、求你告訴我你在何處牧羊、晌午在何處使羊歇臥．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
旁邊、好像蒙著臉的人呢。(歌 1:7)  
 
    向所愛的人直接的傾訴。我們告訴神，祂是我們心中所至愛的嗎?雖然我們被人輕看，渺
視。但主不輕看我們，在神眼中，我們極其貴重。牧羊是工作，渴慕與大牧人主耶穌親近才
是重點。耶穌三次問彼得，你愛我嗎? 牧養我的羊。(約 21:15-19)彼得就跟從主了。(約 21:22) 
 
3. 讚美女子美貌 
 
    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隨羊群的腳蹤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
帳棚的旁邊。(歌 1:8)   
 
1) 順服的美 
 
   是女子中極美麗的，你我如此看自己嗎? 只管跟隨羊群的腳蹤去，「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
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耶穌基督、昨
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來 13:7-8) 
 
2) 外表的榮美 
 
    這駿馬非同一般戰車上套的雄馬，乃是法老車上套的一匹美麗的雌馬。法老的馬都是名
馬，這一匹更是漂亮精選的名駒。不但如此，更是加上裝飾，更顯貴重。 
我的佳偶、我將你比法老車上套的駿馬。(歌 1:9)   
你的兩腮、因髮辮而秀美、你的頸項、因珠串而華麗。(歌 1:10) 
我們要為你編上金辮、鑲上銀釘。(歌 1:11) 
 
三、堅持的繼續成熟 
 
1. 服事坐席的王 
 
  將貴重的哪噠香膏發出香味。情願破碎自己，討主喜悅。 
 
王正坐席的時候、我的哪噠香膏發出香味。(歌 1:12)    
 
2. 全然地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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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在懷中，是女子心中接受並珍藏良人全然的愛。 
 
   我以我的良人為一袋沒藥、常在我懷中。(歌 1:13)   
 
3. 唯一傑出者 
 
1) 萬綠叢中的一點紅 
 
    隱基底是沙漠中的綠洲，綠洲中的葡萄園非常的美，鳳仙花有美麗的色彩，一棵萬綠叢中
的一點紅更美。 
 
  我以我的良人為一棵鳳仙花、在隱基底葡萄園中。(歌 1:14)    
 
2) 鴿子單一的眼 
 
    鴿子單一的眼注視在天上。 
 
    我的佳偶、你甚美麗、你甚美麗．你的眼好像鴿子眼。(歌 1:15)    
 
3) 宇宙中最美的 
 
    我的良人哪、你甚美麗可愛、我們以青草為床榻、(歌 1:16)   
 
    以香柏樹為房屋的棟樑、以松樹為椽子。(歌 1:17)   
 
    愛主的人生命漸漸成熟的七個過程。 
 
1. 自我為中心：我雖然黑，卻是秀美。(歌 1:5) 
 
2. 欣賞主： 我的良人哪，你甚美麗可愛。(歌 1:16) 
 
3. 良人屬我：良人屬我，我也屬祂。(歌 2:16) 
 
4. 我屬良人：我屬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屬我。(歌 6:3) 
 
5. 良人戀慕我：我屬我的良人，祂也戀慕我。(歌 7:10) 
 
6. 靠著良人：那靠著良人從曠野上來的，是誰呢? (歌 8:5) 
 
7. 求你快來：我的良人哪! 求你快來。(歌 8:14) 
 
  
 
 
 
                      

www.jamessun.net O22011 雅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