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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月 12日 

撒母耳記上 
第二課  撒母耳的出生和蒙召 



第二課  課程大綱   

 哈拿的禱告/撒母耳的出生 (撒上第一章) 

 哈拿的讚美和撒母耳的蒙恩 (撒上第二章) 

 撒母耳被立為先知 (撒上第三章) 

中心信息 

撒母耳一生的使命，是由他母親將他 
獻給神，和他自己對神呼召的回應。 



哈拿的禱告/撒母耳的出生 

1.禱告負擔的構成（撒上一 1~8） 

2.負擔所發出的禱告（撒上一 9~11） 

3.負擔禱告的表顯（撒上一 12~18） 

4.負擔禱告蒙答應（撒上一 19~20） 

5.不因事奉而忽略作人應盡的本分（撒上一
21~23） 

6.哈拿在母子情感上的處理（撒上一 24~28）   



哈拿的禱告/撒母耳的出生 
1.禱告負擔的構成（撒上一 1~8） 

  哈拿是撒母耳記裡的一個蒙憐憫的器皿，她有一個難處和 
  缺欠，就是不能生育。 
 

『神就賜福給他們…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創一 28） 

 哈拿不能生育 (撒上一 2)，說出她生命不夠豐盛。 

『無奈耶和華不使她生育。』(撒上一 5) 哈拿不能生育，
乃是耶和華主宰的管理。 

『毗尼拿大大激動她，要使她生氣。』  (撒上一 6) 

 哈拿被激動而愁苦，以致哭泣不吃飯 (撒上一 7)！ 

向神迫切直求說：「除了神以外，誰能解決我的
難處呢？除了耶和華施憐憫以外，誰能幫助我和

滿足我的心呢？」 



哈拿的禱告/撒母耳的出生 

2.負擔所發出的禱告（撒上一 9~11） 

『痛痛哭泣，祈禱耶和華』(撒上一 10) 。破碎的心中所發出
的祈禱，才是最感動神的心的祈禱。 

『萬軍之耶和華啊，你若垂顧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賜
我一個兒子，我必使他終身歸於耶和華』(撒上一 11)。 

有負擔的禱告，才會摸著神的心意。哈拿有 
負擔地求一個兒子，但不是為自己，乃是為 

要歸與耶和華。 



哈拿的禱告/撒母耳的出生 
3.負擔禱告的表顯（撒上一 12~18） 

 不住的禱告 
(撒上一 12)『哈拿在耶和華面前不住的禱告』。 

 心中默禱 
(撒上一 13)『原來哈拿心中默禱，只動嘴唇，不出聲音』。 

 傾心吐意的禱告 
(撒上一 15)『哈拿回答說，主啊！不是這樣，我是心裡愁
苦的婦人，清酒濃酒都沒有喝，但在耶和華面前傾心吐意』。
裡頭有許多心意，但沒有人可以傾吐，這是何等痛苦！ 

 禱告到負擔卸下 
(撒上一 17)『以利說，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願以色列
的神允准你向祂所求的。哈拿說，願婢女在你眼前蒙恩，於
是婦人走去吃飯，面上再不帶愁容了。』 



哈拿的禱告/撒母耳的出生 

4.負擔禱告蒙答應（撒上一 19~20） 

『次日清早，他們起來，在耶和華面前敬拜，就回拉瑪。到了
家裏，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華顧念哈拿，哈拿就懷孕。
日期滿足，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撒母耳，說：『這是我
從耶和華那裏求來的。』 
 

禱告已過 ，敬拜就開始了，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 

有負擔的禱告，才會摸著神的心意。哈拿有 
負擔地求一個兒子，但不是為自己，乃是為 

要歸與耶和華。 



哈拿的禱告/撒母耳的出生 

5.不因事奉而忽略作人應盡的本分（撒上一 21~23） 

『以利加拿和全家都上示羅去，要向耶和華獻年祭並還所許的
願 。哈拿卻沒有上去，對丈夫說：『等孩子斷了奶，我便帶他
上去朝見耶和華，使他永遠住在那裏。她丈夫以利加拿說：
“就隨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兒子斷了奶。但願耶和華應驗他的
話。”於是婦人在家裡乳養兒子，直到斷了奶；』 

 

哈拿摸著神的心意，深知孩子是神所賜的， 
並且養育孩子是為神，所以她不忽略作 
母親當盡的本分，也沒有忘記她活在 

地上，乃是為著事奉神。 



哈拿的禱告/撒母耳的出生 

6.哈拿在母子情感上的處理（撒上一 24~28） 
 

 (撒上一 24)『既斷了奶，就把孩子帶上示羅』。 

 (撒上一 28)『……於是在那裡敬拜耶和華。』 

感謝神，哈拿的心愛主，勝過了愛她自己和孩子。由於忠誠履
行對神的許願，竟把自己心愛的孩子當作活祭獻祭上了！這是
最能得神喜悅，讓神在那一時代行祂的旨意，並帶下極大祝福
的一件事！哈拿這一舉動，可以和亞伯拉罕獻以撒相媲美。 

誰有真實的奉獻，誰就有真實的敬拜。敬拜 
的意義乃是看見 神是最榮耀，最偉大的;  
並覺得 神是最甘甜，最可愛，且享受到 

祂那最大的喜樂，最大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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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拿的讚美和撒母耳的蒙恩 

1.讚美的話（撒上二 1~10） 

 耶和華是讚美的原因。 

 因認識耶和華的智慧而敬拜。 

 因經歷耶和華的慈愛而歌頌。 

 因信耶和華的能力而誇勝。 

2.撒母耳幼年的環境和蒙恩（撒上二 11~36） 

 他幼年的環境 

 撒母耳的蒙恩和長大  



讚美的話（撒上二 1~10） 

哈拿在神面前的敬拜，最主要的是用心靈和誠實來讚美。 

1.耶和華是讚美的原因 

 (撒上二 1)『我的心因耶和華快樂，我的角因耶和華高舉，
我的口向仇敵張開，我因耶和華的救恩歡欣。』 
 

2.因認識耶和華的智慧而敬拜 

 (撒上二 3)『因耶和華是大有知識的神，人的行為被祂衡
量。』 

 (撒上二 6，7) 『耶和華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陰間，
也使人往上升；祂使人貧窮，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
高貴。 』 



讚美的話（撒上二1~10） 

3.因經歷耶和華的慈愛而歌頌 

 (撒上二 8)『祂從灰塵中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
使他們與王子同在，得著榮耀的座位。』 
 

4.因信耶和華的能力而誇勝 

 (撒上二 9,10)『祂必保護聖民的腳步，使惡人在黑暗中寂
然不動。人都不能靠力量得勝，與耶和華競爭的，必被打碎。
耶和華必從天上以雷攻擊他，必審判地級的人，將力量賜與所
立的王，高舉受膏者的角。』 

 這幾句話中，四次用「必」字，表示她對王非常肯定的相信，
且因信向神讚美，在仇敵面前誇勝！ 



撒母耳幼年的環境和蒙恩 

由一章1節起，至二章10節止，記載哈拿藉著禱告把撒
母耳帶了進來。從二章11節起，直到十六章，就是敘述
撒母耳如何在神面前蒙恩，並合乎主用，以致神藉著他
帶進大衛來，作完他的執事。撒母耳是最後的一位士師，
是當時人所公認的一位先知，又是一個忠心的祭司。在
神的計畫裡，和以色列的歷史中，作為轉移時代的重要
器皿，是摩西和約書亞之後，神所興起罕有的執事。 

1.撒母耳幼年的環境 

2.撒母耳的蒙恩和長大 



撒母耳幼年的環境 
1. (撒上二 17，22) 記載以利兩個兒子使人厭棄給耶和

華獻祭，又在會幕那裡與伺候的婦女苟合。  

2. (撒上二 29~34) 神警告以利說：『尊重我的，我必
重看他；藐視我的，他必被輕視，日子必到，我要折
斷你的膀臂……你的兩個兒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
的事，可作你的證據，他們二人必一日同死。』 

會幕是事奉神的聖地，最好的環境。豈知人以為最神聖 
的地方，卻有許多頂敗壞的事在那發生！ 

 
神是聖潔恨罪的神，祂滿有慈愛，卻又完全公義。對於 

罪惡，祂儼然是烈火！世上萬民都當敬畏祂！ 



撒母耳的蒙恩和長大 

1. 『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二 11） 

2. 『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華面前漸漸長大。』（二21） 

3. 『孩子撒母耳漸漸長大，耶和華與人越發喜愛他。』
（撒上二 26） 

4. 『我要為自己立一個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
行。我要………。』（撒上二 35） 

撒母耳是神和人越發喜愛他。正如主耶穌作孩童時的 
光景一樣（路二52：「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 

人喜愛祂的心，都一齊增長。」） 
 

神對僕人所要求的，是要他有忠心（林前四 2）。 
照神的心意而行，才能叫神喜樂滿足！ 



撒母耳被立為先知向人述說神的話 

1.會幕荒涼的光景（撒上三 1~3） 

2.撒母耳生命幼稚的情形（撒上三 4~10） 

3.撒母耳初次聽見神的話（撒上三 11~14） 

4.撒母耳初次代表神向人說話（撒上三 15~18） 

5.撒母耳被立為先知（撒上三 19~21）   



撒母耳被立為先知向人述說神的話 

1.會幕荒涼的光景（撒上三 1~3） 

  第二章講到聖殿裡道德方面墮落的情形，本章是 
  說到聖殿裡屬靈荒涼的光景。 

 (撒上三 1)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
華的時候，那些日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默
示。 』 

神的話語一稀少，生命就得不到供應，詩篇有 
一個禱告說，求神不要向我緘默，如果你向我 
閉口，我就如將死的人一樣！教會的見證就 
不夠強，並且漸漸失去了當初教會對這世界 

具有的影響力。 



撒母耳被立為先知向人述說神的話 

2.撒母耳生命幼稚的情形（撒上三 4~10） 

(撒上三 6~9) 『耶和華又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起來，
到以利那裡，說：“你呼喚我，我在這裡。”以利回
答說：“我的兒，我沒有呼喚你，你去睡吧！那時撒
母耳還未認識耶和華，也未得耶和華的默示。耶和華
第三次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起來，到以利那裡，說：
“你又呼喚我，我在這裡。”以利才明白是耶和華呼
喚童子。因此，以利對撒母耳說：“你仍去睡吧！若
再呼喚你，你就說：‘耶和華啊，請說，僕人敬
聽！’”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處。』 

撒母耳生命幼稚而不認識神的聲音。 
以利軟弱到一個地步，以致聽不見神的聲音。 



撒母耳被立為先知向人述說神的話 

3.撒母耳初次聽見神的話（撒上三 11~14） 

(撒上三 13) 『我曾告訴以利必永遠降罰與他的家，
因他知道兒子作孽，自招咒詛，卻不禁止他們。』 

在第二章，曾有神人奉差向以利說了一次厲害的話， 
但他仍是不肯悔改，對神的話似乎毫無反應。 
現在藉著撒母耳對他發出最後的警告了，但 
他仍置信茫聞。神警告的話雖神嚴厲，卻 
仍帶著豐富的憐憫與慈愛，盼望他悔改。 

不然的話，何必一再的警告他呢？ 



撒母耳被立為先知向人述說神的話 

4.撒母耳初次代表神向人說話（撒上三 15~18） 

(撒上三 17，18) 『以利說：“耶和華對你說什麼，
你不要向我隱瞞；你若將 神對你所說的隱瞞一句，
願祂重重地降罰與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話都告訴了以
利，並沒有隱瞞。以利說：“這是出於耶和華，願他
憑自己的意旨而行。”』 

撒母耳當時雖不敢將默示告訴以利，但因以利的 
提醒和催促，忠於剛強而忠誠的為神說話了。 

 
以利不是順服的態度，反而是剛硬不肯悔改， 

流於自暴自棄的光景！ 



撒母耳被立為先知向人述說神的話 

5.撒母耳被神立為先知（撒上三 19~21）   

(撒上三 19~21) 『撒母耳長大了，耶和華與他同在，
使他所說的話，一句都不落空。從但到別是巴所有的
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華立撒母耳為先知。耶和華又
在示羅顯現，因為耶和華將自己的話默示撒母耳。撒
母耳就把這話傳遍以色列地。』 

神所用的僕人不需宣傳，因神會親自印證。將 神 
自己默示的話傳給神的子民，這是作神僕人 
獨一無二的原則。傳道不是傳自己的話， 

傳道乃是傳 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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