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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拿祷告说：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

只有耶和华为圣；

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

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

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

素来饱足的，反作佣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

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

(撒上2:1-5)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尊主颂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尊主颂

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

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

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

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

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

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

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

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

将力量赐与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角。

(撒上2:6-10)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

这二祭司待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

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

手拿三齿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

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

祭司都取了去。

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

看待。(撒上2:12-14)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

「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

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

肉。」

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

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

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作：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

献祭）。(撒上2:15-17)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

埃及法老家作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

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作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

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得，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

都赐给你父家吗？

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

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

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决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

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撒上

2:27-30)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 哈拿之歌，撒母耳的成长以及祭司以利的两个败
坏的儿子

• 哈拿所唱的诗歌（1-11节)

• 撒母耳在示罗圣所成长的环境（12-26节)

• 神人来责备以利家（27-36节)

▪ 2:18 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凓细麻布的以

弗得，侍立在耶和华面前。

▪ 2:21 耶和华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
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

▪ 2:26 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

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

已经睡了。

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撒上

3:1-4)

撒母耳记上第三章



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我没有呼唤你，

你去睡吧！

1

那时撒母耳还未

认识耶和华，也

未得耶和华的默

示。

以利才明白

是耶和华呼

唤童子。

你仍去睡吧；若再

呼唤你，你就说：

『耶和华啊，请说，

仆人敬听！』

你又呼唤

我？我在

这里。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

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

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

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

止他们。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

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撒上3:11-14)

撒母耳记上第三章

请说，

仆人敬

听！



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默示

告诉以利。

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

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

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甚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

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地降罚与你。」

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

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旨而

行。」(撒上3:15-18)

撒母耳记上第三章



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

都不落空。

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

耳为先知。

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

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撒上3:19-21)

撒母耳记上第三章



▪ 年幼的撒母耳夜间得神的启示

• 示罗会幕的荒凉（ 1-3节)

• 神在深夜呼唤撒母耳（4-10节)

• 撒母耳从神得话语（11-14节)

• 撒母耳向以利传讲神的话（15-18节)

• 撒母耳开始成为神的先知（19-21）

▪ 3:1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华。当那些日
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 3:19 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
话，一句都不落空。

撒母耳记上第三章



示罗

迦特

以革伦

亚实突

亚实基伦

迦萨

以便以谢亚弗

约柜



示罗

迦特

以革伦

亚实突

亚实基伦

迦萨

以便以谢亚弗

约柜

以利闻噩耗

非利士人将神的

约柜从以便以谢

抬到亚实突。



▪ 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交战，以色列人抬着约柜出去与非
利士人打仗，约柜被掳

• 神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所掳（1-11节)

• 以色列人的信仰中心示罗在听到以色列人兵败和约
柜被掳后的反应（12-22节)

▪ 4:11 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
哈也都被杀了。

▪ 4:19 以利的儿妇、非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
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曲
身生产。

▪ 4:21 她给孩子起名叫以迦博，说：“荣耀离开以色列
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她公公和丈夫都死
了。

撒母耳记上第四章



次日清早，亚实突人起来，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

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

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

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

下大衮的残体。(撒上5:3-4)

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约柜在非利士地自显为圣



示罗

迦特

以革伦

亚实基伦

迦萨

以便以谢亚弗

约柜

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突人身上，

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实突和

亚实突的四境都是如此。

亚实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

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

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

上」。(撒上5:6-7) 

亚实突



示罗

迦特

以革伦

亚实基伦

迦萨

以便以谢亚弗

约柜

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

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

应当怎样行呢？」

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

柜运到迦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

约柜运到那里去。

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

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

疮。(撒上5:8-9)

亚实突



示罗

迦特

以革伦

亚实突

亚实基伦

迦萨

以便以谢亚弗

约柜

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革伦。

神的约柜到了，以革伦人就喊嚷起来说：

「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

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

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

「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

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

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

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

合城呼号，声音上达于天。(撒上5:10-

12)



▪ 约柜被掳后，在非利士人当中的经历

• 神的约柜在大衮神庙中现出威严和能力（1-5节)

• 神以疾病刑罚非利士人（6-12节)

▪ 5: 4-5 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
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坎上折断，
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实
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坎，直到今日。

撒母耳记上第五章



伯示麦

示罗

迦特

以革伦

亚实突

亚实基伦

迦萨

以便以谢亚弗

约柜

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非利

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

“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

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 他们说：

“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

地送去，必要给祂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

可得痊愈，并知道祂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

(6:1-3节）……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

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

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你们要看看：车若

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示麦去，这大灾就是

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

道不是祂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

的。”（6:8-9节）



伯示麦

示罗

迦特

以革伦

亚实突

亚实基伦

迦萨

以便以谢亚弗

约柜

基列耶琳

基列耶琳

约柜在此逾70年

耶和华因伯示麦人擅观祂的约柜，就击杀了

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伯示麦

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

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哪里去呢？”于

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琳的居民，说：“非利士

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

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6:19-21节）



▪ 非利士人送回耶和华神的约柜并献上陪罪祭

• 非利士人送还约柜（1-12节)

• 伯示麦人因擅观耶和华的约柜，遭神惩治
（13-21节)

▪ 6:10-12 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
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 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
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
往伯示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利士的
首领跟在后面，直到伯示麦的境界。

撒母耳记上第六章



撒上7: 2-3 约柜在基列耶琳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
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
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
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事奉祂。祂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
手。”
6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
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
列人。
8-9 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
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撒母耳就把一只吃
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作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他。
12-13 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
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从此，
非利士人就被制伏，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作士
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

撒母耳作以色列的士师、先知和祭司



▪ 先知撒母耳的事奉

• 神的约柜在基列耶琳（1- 2节)

• 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以色列（3-14
节)

• 撒母耳一生事奉的简介（15-17节)

▪ 7：12-13 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
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
助我们。” 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伏，不敢再入以
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作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
攻击非利士人。

撒母耳记上第七章



▪ 他自小敬畏神有着敬虔祷告的生活，属灵生
命又成熟又老练

▪ 未期的士师, 一生为神所用

▪ 杰出的领袖, 像摩西、约书亚

▪ 所统管全国, 神给他的权柄像执掌王权一般

撒母耳作以色列的士师、先知和祭司



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结束士师时代，带进王国时代

可拉的后裔，终身为拿细耳人，身兼祭司和先知

创建先知学校，为先知职责立下规模

制订国法，创立君王立宪制度

膏立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扫罗，和最伟大君王大卫

撒母耳记上 1–7章

撒母耳

士师时代 王国时代

撒
母
耳

扫
罗

大
卫

所
罗
门 北国 南国 被掳 归回进迦南分地

出埃及



以利 vs 撒母耳

问题



▪ 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撒上2:29)，重视私情

过于神的公义、圣洁

▪ 以利没有魄力惩治两个儿子，导致他们愈陷愈深，终

于丧命，并且永远沉沦

▪ 以利之所以不愿革除两个恶子的祭司职分，可能是：

• 担心丢自家的脸，也丢神的脸，不愿事情曝光

• 担心祭司职分从此永远转到以利后裔以外的家族

▪ 但是他愈怕丢脸，就愈丢脸。他愈紧抓不放，愈是甚

么都抓不住，最后永远失去祭司职分

以利



▪ 以利的儿子是在财和色上犯罪，以利则是放不下名

和权

▪ “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

固然是指其罪的严重性(旧约中，故意犯的罪不能藉

献祭得赎)，另一方面也可以引申为：以利不能藉着

服事(献祭)，来取代他治理家庭的责任

▪ 以利对两个儿子并非真爱，是属肉体的溺爱。因为

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林前

13:6)

以利



以利 vs 撒母耳 生平

▪ 撒母耳
•在母亲祷告中出生（1:19-20）
•在母亲许愿中奉献（1:24-28）
•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神（2:11）
•在母亲祷告中成长（2:18-21）
•神立撒母耳为先知（3:4）
•撒母耳统治以色列（7:3-6）
•抵御强敌（7:7-14）
•平生作士师（7:15-17）
•撒母耳立儿子作士师（8:1-3）
•膏立君王（8:4-5）
•撒母耳去世（25:1）

▪ 以利
•哈拿祷告时以利坐在自己的
位上
•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
（2:22-25）
•听天命不尽人事（2:27-36）
•以利的两个儿子被杀（4:10-
11）
•以利死在自己位上（4:12-18）
•以利儿媳难产致死（4:19-22）



▪ 以利的儿子 vs 撒母耳的儿子

•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
(2:12）。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
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2:17)。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
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
他们（3：13）。

• 撒母耳的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
他们在别是巴作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
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8：
2-3）



▪ 以利与撒母耳都是以色列人士师时代末期的祭司兼士师。

▪ 虽然以利有外表的敬虔，但是他不能讨主的喜悦。因为他
纵容自己儿子犯罪，他没有管教他的儿子、他没有禁止他
的儿子。没有尊主为大。以利既没有尽上父亲的本份，也
没有尽上祭司的职责。这是他双重的失职。以利有位却无
为，因此他的人生是“坐而不动”的一生，以利至死都坐
在自己的位子上。

▪ 虽然撒母耳的儿子不争气犯罪，但是这个爸爸却与他的儿
子分别为圣；撒母耳出淤泥而不染。撒母耳一生清白，仰
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12:1）。立王后，撒母耳
从自己的位子上退了下来，但他致死没有停止为以色列人
祷告。当撒母耳走完自己一生光辉的路程时，神就把撒母
耳接走了。

失败的以利 vs 成功的撒母耳



你认同“如今做父母真的太难了”吗？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