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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上》查经聚会之三 

      组长版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祷告: 为小组聚会 

 

背景(主题綱领)簡介: (组长分享): 15-20 min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撒上 3:1-21     

 
撒母耳记上全书大綱: 
 
A. 撒母耳的出身和约櫃的叙述 1-7 
 

a) 撒母耳的童年 1-3 
b) 约櫃的被掳与被送回 4-6 
c) 战胜非利士人 7 

 
B.王权的设立 8-12 
  

a) 以色列人要求立王 8:1-22 
b) 撒母耳私下立扫罗 9:1-10:16 
c) 扫罗公开地被拣选 10:17-27 
d) 扫罗战胜亚扪人 11:1-13 
e) 扫罗登基为王(撒母耳臨别赠言:撒上 12) 11:14-12:25 

 
C.扫罗的王权 13-15 
 

a) 扫罗不听命 13:1-22 
b) 约拿单战胜非利士人 13:23-14:52 
c) 扫罗被棄绝为王 15:1-35 

 
D.扫罗与大卫 撒上 16-撒下 1:27（扫罗的败落与大卫的崛起：d-h大卫逃亡期） 
 

a) 撒母耳膏立大卫 16:1-13 
b) 大卫服事扫罗 16:14-17:58 
c) 扫罗恨大卫 18:1-19:24 
d) 大卫与约拿单 20:1-42 
e) 大卫在挪伯（Nob）21:1-9 
f) 大卫在迦特 2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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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大卫在亚杜兰洞 22:11-5 
h) 扫罗杀祭司于挪伯 22:6-23 
i) 大卫解救基伊拉 23:1-6 
j) 扫罗追杀大卫 23:7-29 
k) 大卫第一次不加害扫罗 24:1-22 
l) 大卫,拿八与亞比该 25:1-44 
m) 大卫第一次放过扫罗 26:1-25 
n) 大卫在非利士人中 27:1-28:2 
o) 扫罗与隐多珥的巫婆 28:2-25 
p) 亚吉差大卫回洗革拉 29:1-11 
q) 大卫击杀亞玛力人 30:1-31 
r) 扫罗自杀 31:1-13 

 

倒行相对重叠架搆:全文首尾互相呼唤 

 

A 主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3:1) 

 B 以利褪色的影响力(3:2) 

  C 主耶和华三次呼召撒母耳 (3:3–9) 

 高峰:  D 主耶和华对撒母耳的神圣召谕 (3:10–15) 

  C’ 以利要求撒母耳向他报告 (3:16–18) 

 B’ 撒母耳的影响力与日俱增(3:19a) 

A’ 神的話傳遍以色列地 (3:19b–4:1a) 

 
分组时间: 45 min 

(可分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分别討論 1, 2或 3, 4, 5, 6, 7, 8，etc大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分組則可用 60分鈡把下列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

參考, *自由犮揮)？ 

 
经文讨论:  (O. Obervation; I. Interpretation; A. Application)  

 

撒上 3:1-21：撒母耳蒙召 
 

v1-2情境： 

 

（1）v1: 当那些日子主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2）以利老邁 

 

 

Q1. O. 为何主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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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和华不喜悦以色列民背逆祂，不向他们启示（参摩 8:12）. 

 

v3-14 神呼召撒母耳 

 

(1) 主耶和华三次呼召撒母耳, 撒母耳三次回答“我在这里.” 

(2) 撒母耳还未认识主耶和华(v7). 以利三次后才明白(v8). 

(3) 以利教撒母耳回应, “主耶和华请说,仆人敬听.” 

 

 

Q2. I. 为何以利作为神人中保卻不明白神的话? 以利是否存心排擠撒母耳? A.对神的仆人有

何警惕？* 

 

（1）主耶和华的言语稀少—荒废神的话. 

（2）以利老邁. 

（3）没有期待着神的话. 

 

以利非存心排擠撒母耳，卻是糊涂不中用的神仆，需要被替换. 

 

神的仆人应常自省. 

 

 

Q3. I. 为何主耶和华三次呼召撒母耳？为何神要经过以利而不直接向撒母耳显现？ 

 

（1）主耶和华仍要经过祭司传统显示祂旨意，以利必须晓得神要他交出祭司聀责. 

（2）撒母耳还未认识神，神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Q4. I.“我在这里.”这句子三次出现.作者有何用意？ 

 

撒母耳原意是要回答以利，作者用意是撒母耳有愿意事奉神的心志. 

 

 

 

Q5. O.v11-14：神对撒母耳说什么话？針对什么？I.为什么神对撒母耳说这些话？ 

 

神对撒母耳说的话針对以利家的罪，神要撒母耳知道此事，因为神要他取代以利. 

 

 

Q6. O.v11-14：以利家的罪是什么？以利二子的罪是什么？ A.神的惩罚对我们有何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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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的罪：儿子犯罪父亲有责，知而不教是失聀. 

 

以利二子的罪是：2：12-17：以利二子的恶行，v12“以利的兩個兒子是惡人，不認識主耶和

華.” v17:“如此，這二少年人的罪在主耶和華面前甚重了，因為他們藐視主耶和華的祭

物.” (参利 10). 2：22-25：“..他們與會幕門前伺候的婦人苟合..” 

 

这些罪永不能赎. 

 

忽视罪的人也犯了罪. 

 

 

Q7. I.讨论哈㧱与以利的家庭教育的对比.* 

 

哈㧱与以利的家庭教育： 

 

哈㧱： 

 

哈㧱许愿要献子为㧱细耳人，神顾念哈㧱 （1:19），哈㧱生子名叫撒母耳（我从主耶和华

YHWH里求来的）. 

 

哈㧱守约还愿，等断奶后哈㧱让撒母耳永远住在主耶和华 YHWH那里（会幕约櫃的所在地）， 

1:28 “我將這孩子歸於主耶和華，使他終身歸於主耶和華.” 

 

以利： 

 

2：12-17：以利二子的恶行，v12“以利的兩個兒子是惡人，不認識主耶和華.” v17:“如

此，這二少年人的罪在主耶和華面前甚重了，因為他們藐視主耶和華的祭物.” (参利 10) 

 

2：22-25：..他們與會幕門前伺候的婦人苟合..以利劝子不遂，v25“因為主耶和華想要殺他

們.”(参出 4:21–14:17: 当法老故意背叛神时神也会背棄他使他心硬被咒诅.). 以利縱子行

凶, 明知二子的恶行,卻不加懲罰,责无旁貸. 

 

v15-18 以利的反应 

➢ 撒母耳不敢将神的默示告诉以利. 

➢ 以利威嚇撒母耳将神的默示告诉他. 

➢ 撒母耳从实供来. 

➢ 以利接受 v18:“這是出於主耶和華，願他憑自己的意旨而行.” 

 

 

Q8. I.在这环节我们如何衡量以利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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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忠心的先知，必定是從神那裏聽見甚麼，他就說甚麼；不敢加多，也不敢減少. 

 

“願祂憑自己的意旨而行”，這並不是信而順服的態度，凡而是剛硬不肯悔改，流於自暴自

棄的光景. 

 

v19-21 撒母耳成为先知 

➢ 撒母耳长大,神与他同在,神的话一句不落空. 

➢ 撒母耳被立为先知. 

➢ 撒母耳将神的默示传遍全地（证明他是先知）. 

➢ 以利接受 v18:“這是出於主耶和華，願他憑自己的意旨而行.” 

 

 

Q9. I.撒母耳有什么资格做先知？先知与祭司有何异同？（参

http://joy.org.tw/file/holyspirit/425/201302-425-61.pdf） 

 

撒母耳被神所立（v20） 

 

撒母耳有神默示的明证（v19，21） 

 

先知與祭司都是被神所立，神的工人，是替神向人說話，茲簡述其差異如下. 

 

①資格： 

祭司必須是亞倫的後裔，他們的身分是世襲的，而且有膏立的儀式（出四十 13-15）.先知是

出自神的呼召，可以來自社會不同的階層，是神親自膏立的.祭司可以同時被神選召為先知，

但若不是亞倫的後裔，先知不可以成為祭司. 

 

②與神溝通的方式： 

祭司與神溝通的方式是藉由烏陵與土明等工具.大祭司的衣服中有一件稱為以弗得，上面有胸

牌連在一起，胸牌的袋子內放置烏陵與土明，這兩件聖物是求問神的工具（出二十八 15-

30）.例如扫罗在追殺大卫時，大卫請祭司亞比亞他將以弗得交給他，藉此求問神，是否要離

開基伊拉（撒上二十三 9-13）.先知是神藉異象、異夢，向他們說話（民十二 6；撒下七 4）. 

 

③與國王的關係： 

雖然祭司是世襲的，他們在聖殿中服事神，但國王有時會參與聖殿的事務.例如大卫王訂定在

約櫃前服事神的班次（代上十六 37-43）；又如主耶羅波安王在邱壇那裡建殿，將那不屬利未

人的凡民立為祭司（王上十二 31）.而先知與祭司不同，雖然「宮廷先知」是國王所指派，他

們服事的對象是國王，有時為取悅君王，會說假信息（王上二十二 6）.但「主耶和華的先

知」卻是神親自呼召，他們服事的對象是神，為了傳達神的旨意，可能會遭受生命的危險

（王上二十二 7、27）. 

 

（上参 http://joy.org.tw/file/holyspirit/425/201302-425-61.pdf） 

http://joy.org.tw/file/holyspirit/425/201302-425-61.pdf
http://joy.org.tw/file/holyspirit/425/201302-425-6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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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I.这章经文对“神的话”有什么启示？（v1，4-9，17-19，21） 

 

神对听话的人说话，神对不听话的人住口.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 作整体性總結.) 

 

分组祷告: 15 min为查经应用, 组员需要等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