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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 

從撒母耳記裏五個主要人物，看關於享受美地

屬靈的原則、生命的功課以及聖別的警告 
綱     要 

壹 在以利之下的老舊亞倫祭司體系變得陳腐、衰           

微（撒上二12~30），神渴望有一個新的起頭，  

以完成祂的經綸： 

貳 撒母耳在神所給他的身份和職任上都向神忠信： 

叄 約拿單愛大衛，與大衛結盟，並預測大衛會作 

王，國將是他的國─撒上十八1~4，十九1~7，  

二十8、14~17、41~42，二三16~18： 

肆 掃羅蒙神揀選並由撒母耳所膏，作以色列的王 

 ─撒上九1~2、17，十1、24： 

伍 大衛借撒母耳蒙神所選所膏，作以色列的王─ 

 六1、12~13： 

 

週一 8/8                                                            *禱讀 

腓立比書3:13-14 

13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取得了，我只有一

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14向著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召我

向上去得的獎賞。 

加拉太書4:19; 1:15-16 

4:19我的孩子們，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

基督成形在你們裡面。1:15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裡分

別出來，又藉著祂的恩典呼召我的神，1:16既然樂

意將祂兒子啟示在我裡面，叫我把祂當作福音傳在

外邦人中，我就即刻沒有與血肉之人商量， 

以弗所書4:14-16 

14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為波浪漂來漂去，並為一

切教訓之風所搖蕩，這教訓是在於人的欺騙手法，

在於將人引入錯謬系統的詭詐作為；15 惟在愛裡

持守著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

元首基督裡面；16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

的節，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

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

以致在愛裡把自己建造起來。 

以賽亞書5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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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耶和華開通我

的耳朵；我並沒有違背，也沒有退後。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週一 

團體閱讀 (生命樹) 第八章 身體、軍隊、與神

的居所如何產生；吃的重要（第1-6

段） 

週二 8/9 

撒母耳記上3:1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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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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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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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10:39 

39她有一個妹妹，名叫馬利亞，在主腳前坐著聽祂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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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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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你們要

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週二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八章: 吃的重要（第7-11段） 

週三 8/10 

歌羅西書1:18 

18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從死人中復

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萬有中居首位； 

使徒行傳13:36 

36大衛在神的旨意中，服事了他那一代的人，就睡

了，歸到他祖宗那裡，已見朽壞； 

以弗所書4:12,11 

12為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為著職事的工作，為著建

造基督的身體，11祂所賜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

申言者，有些是傳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師，  

馬太福音16:18 

18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

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彼得後書1:12 

12所以，你們雖已知道這些事，且在現有的真理上

得了堅固，我還要常常提醒你們； 

啟示錄19:7-9; 21:2 

19:7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為羔羊婚

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19:8又賜她

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

義。19:9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婚

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21:2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

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週三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八章: 吃的重要（第12-16段） 

週四 8/11 

撒母耳記上15:23 

23悖逆與行邪術的罪相等；頑梗與拜虛神和家神相

同。你既厭棄耶和華的話，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 

加拉太書5:24 

24但那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

情私慾，都釘了十字架。 

馬太福音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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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上15:22, 24-26 

22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

人聽從祂的話呢？看哪，聽從勝於獻祭；聽命勝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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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的脂油。24掃羅對撒母耳說，我有罪了，我因

懼怕百姓，聽從他們的話，就違犯了耶和華的命令

和你的言語。25現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華。26撒母耳對掃羅說，我不同你回

去；因為你厭棄耶和華的話，耶和華也厭棄你作以

色列的王。 

羅馬書8:13 

13因為你們若照肉體活著，必要死；但你們若靠著

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為，必要活著。 

腓立比書2:3 

3凡事都不私圖好爭，也不貪圖虛榮，只要心思卑

微，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加拉太書5:25 

25我們若憑著靈活著，也就當憑著靈而行。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週四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八章: 主作審判的火、吹

入的空氣、和湧流的水 

週五 8/12 

撒母耳記上13:14; 16:7; 30:6 

13:14但現在你的國必不得繼續存立。耶和華已經

為自己尋著一個合乎祂心的人，耶和華已經立他作

百姓的領袖，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你的。

16:7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

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要緊的不是人怎樣看；

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30:6大衛甚是窘急，因眾人各為自己的兒子和女兒，

魂裡苦惱，說，要用石頭打死他。大衛卻因耶和華

他的神得以剛強。 

撒母耳記下5:10 

10大衛日見強大，耶和華萬軍之神與他同在。 

使徒行傳1:24; 13:22 

1:24就禱告說，主阿，你知道萬人的心，求你從這

兩個人中，指明你所揀選的是那一個， 

13:22既廢了掃羅，就興起大衛作他們的王，又為

他作見證說，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乎我

心的人，必實行我一切的旨意。 

以西結書36:26 

26我也要賜給你們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

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列王紀上8:39 

39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聽、赦免並行事；你是知

道人心的，惟有你知道所有世人的心，求你照各人

一切的行徑施行賞罰； 

詩篇7:9 

9願惡人的惡斷絕；願你堅立義人；因為公義的神

察驗人的心腸肺腑。 

箴言21:2 

2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為正，惟耶和華衡量

人心。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週五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八章: 吃主與主調和，

為著建造召會 

週六 8/13 

提摩太後書2:22 

22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慾，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

竭力追求公義、信、愛、和平。 

士師記5:15-16 

15以薩迦的首領與底波拉同來；以薩迦以忠誠待巴

拉，眾人都跟隨巴拉衝下山谷。在流便的族系中，

有心中定大志的。16你為何坐在羊圈之間，聽召喚

群羊的笛聲呢？在流便的族系中，有心中設大謀的。 

哥林多前書6:13-20 

13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但這兩樣，神都

要廢掉。可是身體不是為淫亂，乃是為主，主也是

為身體。14並且神已經使主復活，也必藉著祂的能

力，使我們復活起來。15豈不知你們的身體是基督

的肢體麼？我可以把基督的肢體作成娼妓的肢體麼？

絕對不可！16豈不知與娼妓聯合的，便是與她成為

一體麼？因為主說，“二人要成為一體。”17但與

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18你們要逃避淫亂。

人所犯的，無論甚麼罪，都在身體以外，惟有行淫

的，是得罪自己的身體。19豈不知你們的身體，就

是在你們裡面之聖靈的殿麼？這聖靈是你們從神而

得的，並且你們不是屬自己的，20因為你們是重價

買來的。這樣，就要在你們的身體上榮耀神。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週六 

詩歌 9904  

主日 8/14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啟示錄3:7-8, 10-11, 14-21 

7你要寫信給在非拉鐵非的召會的使者，說，那聖

別的、真實的，拿著大衛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能

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8我知道你的

行為；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

人能關的；因為你稍微有一點能力，也曾遵守我的

話，沒有否認我的名。10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話，我

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將要臨到普天下，試煉一切住在

地上之人試煉的時候。11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

有的，免得有人奪去你的冠冕。14你要寫信給在老

底嘉的召會的使者，說，那阿們，那忠信真實的見

證人，那神創造之物的元始，這樣說，15我知道你

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16你既如溫水，也不熱也不冷，我就要從我口中把

你吐出去。17因為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

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

瞎眼、赤身的。18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

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

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19凡我所愛的，

我就責備管教；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20看

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

我要進到他那裡，我與他，他與我要一同坐席。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

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祂同坐一樣。 

參讀： 

一個在神計劃中的青年人 第 1，3 章 

撒母耳記生命讀經第 19，21-22 篇 

 關於生命與實行的信息 

榮耀的教會第 3 章 

神建造的異象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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