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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 

壹、撒母耳屬利未支派，（代上六 33～38，）但不屬

亞倫家，就是神所命定爲祭司的家；撒母耳不是生爲祭

司，乃是憑拿細耳人的願成爲祭司事奉主 

貳、在撒母耳的時候，亞倫家的祭司職分已完全墮落；

但神豫先看見這光景，就在祂命定亞倫家作祭司以外，

作了一個補充—倘若命定的祭司有所不足，就有民數記

六章拿細耳人的願 

叁、撒母耳在老以利的監護下長大；撒母耳年幼時，在

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11 下，18～19，）受以利教

導事奉神的路 

肆、撒母耳是轉移時代的人，將時代轉到國度連同君王

職分的時代；這不僅在以色列歷史上是大事，甚至在人

類歷史上也是大事 

伍、撒母耳不僅行事、生活並工作是照着神，他的全人

和所是也是照着神；撒母耳的所是和神的心乃是一；爲

這緣故，我們可以說撒母耳這位照着神的人，就是在地

上代理的神 

陸、神開始了新的時代，興起撒母耳這年輕的拿細耳人

作忠信的祭司，頂替墮落的祭司職分—二 35 

柒、撒母耳是一個在地上與神是一的人；作爲在地上代

理的神，代表天上的神在地上治理祂的百姓，撒母耳以

五種身分供職—撒上七 3 

週一 5/23                                                        *禱讀 

撒母耳記上 1:11, 27-28 

11 她許願說，萬軍之耶和華阿，你若垂顧你婢女的苦

情，記念我，不忘記你的婢女，賜你的婢女一個男孩，

我必將他終身獻與耶和華，不用剃刀剃他的頭。 

27 我禱告為要得這孩子；耶和華已將我向祂所求的賜給

我了。 

28 所以，我也將這孩子借與耶和華；他終身都是借與耶

和華的。於是他們在那裡敬拜耶和華。 

民數記 6:2-4 

2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無論男女許了特別的願，就是拿

細耳人的願，要將自己分別出來歸給耶和華， 

3 他就要遠離淡酒和濃酒，也不可喝淡酒或濃酒作的

醋；不可喝甚麼葡萄汁，也不可喫鮮葡萄或乾葡萄。 

4 在他分別出來的一切日子，凡葡萄樹上結的，自核至

皮所作的物，都不可喫。 

詩篇 73:25-26 

25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

沒有所愛慕的。 

26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裡的磐石，又

是我的業分，直到永遠。 

彼得前書 5:5-6 

5 照樣，年幼的，要服從年長的；你們眾人彼此相待，

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因為神敵擋狂傲的人，賜恩給謙卑

的人。 

6 所以你們要謙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使祂到了時

候，可以叫你們升高。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三週）, 週一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 6 章:撒狄教會（1-3

段） 

週二 5/24 

撒母耳記上 3:10 

10 耶和華又來站著，像前幾次呼喚說，撒母耳，撒母

耳。撒母耳說，請說，僕人敬聽。 

以賽亞書 50:4 

4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

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喚醒我；祂喚醒我的耳朵，使我

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以弗所書 5:26-27 

26 好聖化召會，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27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

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成為聖別、沒有瑕疵。 

啟示錄 2:7; 13:19 

2: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

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喫。 

13:9 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出埃及記 21:5-6 

5 倘若奴僕明說，我愛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兒女，不願

意自由出去； 

6 他的主人就要帶他到審判官那裡，又要帶他到門或門

框那裡，用錐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遠服事主人。 

約翰福音 17:17 

17 求你用真理聖別他們，你的話就是真理。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三週）, 週二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 6 章:撒狄教會（4-6

段） 

週三 5/25 

撒母耳記上 3:21;2:35 

3:21 耶和華繼續在示羅顯現；因為耶和華在示羅藉著祂

的話，將祂自己啟示給撒母耳。 

2:35 我要為自己立一個忠信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

行。我要為他建立穩固的家；他必永遠行在我的受膏者

面前。 

希伯來書 2:17-18 

17 所以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一樣，為要在關於神的事

上，成為憐憫、忠信的大祭司，好為百姓的罪成就平

息。 

18 因為祂既然在所受的苦上被試誘，就能幫助被試誘的

人。 

馬太福音 16:24-26 

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我。 

25 因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喪失魂生命；凡為我喪

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著魂生命。 

26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魂生命，有甚麼益

處？人還能拿甚麼換自己的魂生命？ 

哥林多後書 3:16-18 

16 但他們的心幾時轉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17 而且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有自由。 

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

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

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晨 興 聖

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三週）, 週三 

團 體 閱

讀 

《教會的正統》第 6 章:撒狄教會（7-9 段） 

週四 5/26 

撒母耳記上 3:19-20, 1-2; 10:25;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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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從但到別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被確

立為耶和華的申言者。 

3:1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當那些日子，

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異象。 

3:2 一日，以利睡臥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已經昏花，

不能看見。 

10:25 撒母耳將國法告訴百姓，又記在書上，放在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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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然後撒母耳遣散眾民，各回各家去了。 

出埃及記28:30 

30 你又要將烏陵和土明放在決斷的胸牌裡；亞倫進到耶

和華面前的時候，要帶在胸前，在耶和華面前常將以色

列人的決斷牌帶在胸前。 

民數記 27:21 

21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亞撒面前，以利亞撒要憑烏陵的判

斷，在耶和華面前為他求問。他和以色列全會眾都要遵

以利亞撒的話出入。 

使徒行傳 3:24; 13:20 

3:24 從撒母耳起，以及相繼興起的眾申言者，凡說豫言

的，也都宣告了這些日子。 

13:20 此後給他們設立士師，直到申言者撒母耳的時候，

約有四百五十年。 

希伯來書 11:32 

32 此外，我還要再說甚麼？若要一一細說基甸、巴拉、

參孫、耶弗他、大衛、撒母耳和眾申言者的事，時間就

不彀我用了。 

晨 興 聖

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三週）, 週四 

團 體 閱

讀 

《教會的正統》第 6 章:撒狄教會（10-13

段） 

 

週五 5/27 

撒母耳記上 7:3-4; 3:3-4; 

7:3 撒母耳對以色列全家說，你們若全心回轉歸向耶和

華，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亞斯他錄從你們中間除掉，專心

歸向耶和華，單單事奉祂；祂必救你們脫離非利士人的

手。 

7:4 以色列人就除掉諸巴力和亞斯他錄，單單事奉耶和

華。 

3:3 神的燈還沒有熄滅；撒母耳睡臥在耶和華的殿中，

那裡有神的約櫃。 

3:4 耶和華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說，我在這裡。 

出埃及記 33:11 

33:11 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同伴說話一

般。摩西回到營裡去，但他的幫手，一個少年人，就是

嫩的兒子約書亞，不離開會幕。 

民數記 12:8 

8 我與他面對面說話，乃是明說，不用謎語，他也看見

我耶和華的形像。你們毀謗我的僕人摩西，為何不懼怕

呢？ 

詩篇 27:4 

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

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裡求

問。 

哥林多後書 3:12, 16-18 

12 所以，我們既有這樣的盼望，就大大放膽， 

16 但他們的心幾時轉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17 而且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有自由。 

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

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

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晨 興 聖

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三週）, 週五 

團 體 閱

讀 

《教會的正統》第 6 章:撒狄教會（14-16

段） 

週六 5/28 

撒母耳記上 7:15;12:23, 20-22, 24 

7:15 撒母耳一生的日子作以色列的士師。 

12:23 至於我，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免得我得罪耶和

華；我必以善與正的道路指教你們。 

12:20 撒母耳對百姓說，不要懼怕。你們雖然行了這一切

的惡，卻不要偏離不跟從耶和華，只要全心事奉祂。 

12:21 不要偏離耶和華，因為你們若偏離祂，就會隨從那

無益且不能施拯救的虛空偶像，它們本是虛空的。 

12:22 耶和華既喜悅把你們作成祂的子民，就必因祂的大

名不撇棄祂的子民。 

12:24 只要你們敬畏耶和華，憑真實全心事奉祂，因為你

們看，祂為你們行了何等大的事。 

列王紀上 8:44-45, 48-49 

44 你的民若在你所差遣他們的路上，出去與仇敵爭戰，

向著你所選擇的城與我為你名所建造的殿，向你耶和華

禱告， 

45 求你在天上垂聽他們的禱告和懇求，為他們施行公

理。 

48 他們若在擄掠他們之仇敵的地，全心全魂歸向你，又

向著自己的地，就是你賜給他們列祖之地，和你所選擇

的城，並我為你名所建造的殿，向你禱告， 

49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聽他們的禱告和懇求，為他們

施行公理， 

晨 興 聖

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三週）, 週六 

詩  大本 第 612 首  

歌 

主日 5/28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申命記18:15, 18; 

15 耶和華你的神要從你們弟兄們中間，給你興起一位申

言者像我，你們要聽從祂。 

18 我必從他們弟兄們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申言者像

你；我要將我的話放在祂口中，祂要將我一切所吩咐

的，都告訴他們。 

耶利米書 15:1; 6:10 

15:1 耶和華對我說，雖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

求，我也不轉向這百姓。你將他們從我眼前打發走，叫

他們去罷。 

6:10 現在我可以向誰說話作見證，使他們聽呢？他們的

耳朵未受割禮，不能聽見。耶和華的話，他們以為羞

辱，不以為喜悅。 

出埃及記21:5-6; 

5 倘若奴僕明說，我愛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兒女，不願

意自由出去； 

6 他的主人就要帶他到審判官那裡，又要帶他到門或門

框那裡，用錐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遠服事主人。 

以賽亞書 50:4 

4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

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喚醒我；祂喚醒我的耳朵，使我

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馬太福音 11:15 

15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啟示錄 1:3; 2:7 

1:3 念這豫言的話，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

都是有福的，因為時候近了。 

2: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

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喫。 

參 讀: 

撒母耳記生命讀經，第三至七篇 

以弗所書生命讀經，第九十五 

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三册，『歌中的歌』 

第六段，一四七至一四八頁 

報告事項:   

5 月 27-30日國殤節國際相調特會 

紐  約  市  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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