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3/24/2013 撒母耳記（合神心意的人）課程簡介 

  

撒母耳是被神使用來帶領以色列人，由危機黑暗的士師時代，進入以色列王國時期的器
皿。 
 

由掃羅的失敗及大衛的一生，看見神信實的實現君王的應許，與大衛立約並預示將來彌
賽亞的國度， 透過禱告產生合神心意的人來完成神的事工。 神在每個時代，都在尋找
「合神心意的人」， 使祂永遠的計劃在祂所定下的時間裡完成。  
 
然而合神心意的人，決不是一個在人眼中的完全人, 也需經過許多的操練，如「摸著神
心意的禱告」、「從示羅到耶路撒冷」、「受輕視到被看重」、「家中關係的處理」、「干罪的
牽連」、「離開山寨」、「聽命與順服」、「恩膏的持守與加增」……。  
 
本課程將探討撒母耳的一生， 掃羅王的興衰， 以及大衛王的生平事蹟，讓我們從這卷
充滿著興趣又值得探討的歷史書中，找到合神心意的原則，進入屬靈的復興，成為合神
心意的人 。 
 
 
 

親愛的弟兄姊妹： 

 

很歡喜與你(妳)一起查考撒母耳記。學習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我相信這一個過程是會有許多的掙扎與眼淚，多次的懊悔與立志，甚或懷疑神是否偏待
人？ 但願藉著每次課程的作業，你都能作和默想，並願被神更新變化，相信在這歷煉
的過程中，你我都是這一時代合神心意的器皿，與神同工來完成神心意中的計劃。 

 

 
                                               主的僕女 
                                                          劉梅蕾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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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3-3/24 主日學課程進度表                  劉梅蕾師母 

 

撒母耳記上下  -- 合神心意的人    

 內容 進度 

撒母耳記上  

1.   1/13 

撒母耳領導下的恢復(撒上 1: 1-7:17) 

第一講 撒母耳的出生與被獻  

 撒上 1: 1-2:36 

 

2.   1/20 第二講 撒母耳的蒙召與職份  撒上 3: 1-7:17 

3.   1/27 Special speaker: David Doron       

4.   2/3 掃羅的王國(撒上 8: 1-15:35) 

第三講 掃羅的被膏 

 撒上 8: 1-12:25 

 

5.   2/10 第四講 掃羅的被棄  撒上 13: 1-15:35 

6.   2/17 大衛的興起(撒上 16: 1-31:13) 

第五講 大衛的被膏與哥利亞 

 撒上 16: 1-17:58 

 

7.   2/24 第六講 大衛的逃亡與約拿單  撒上 18: 1-20:42 

8.   3/3 第七講 大衛的逃亡與掃羅  撒上 21: 1-31:13 

撒母耳記下 

9.   3/10 

大衛的王國(撒下 1: 1-6:18) 

第八講 大衛的再被膏與迎接約櫃 

 撒下 1: 1-6:18 

10.  3/17 第九講 大衛起意建殿 /干罪與牽連  撒下 7: 1-19:43 

11.  3/24 第十講 大衛的晚年  

       總結: 詩篇, 約, 彌賽亞與大衛 

 撒下 20: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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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撒母耳記                 
作者: 撒母耳, 亞比亞他? 拿單? 迦得 

時間: 主前 931 年至 722 年間 以色列人由危機, 絕望的士師時代轉入王國的歷史        

背景: 撒母耳出生之前，有四百年的危機黑暗的士師時代，以色列沒有王，各人任意而
行，且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神興起非利士人成為以色列的外敵。撒母耳是被神使
用，來建立以色列國的器皿，他帶領以色列由危機黑暗的士師時代，進入屬靈恢復的時
期。 由掃羅的失敗及大衛的一生，看見神信實的實現君王的應許, 與大衛立約並預示
將來彌賽亞的國,  

 

撒母耳記中的基督: 祂是可信賴的先知  (徒 3:18-24) 

神的名與聖戰: 

  "Hebrew Yahweh Sabaoth" 萬軍之耶和華  -- Lord of Hosts" (撒上 1:3) 

  "以便以謝  -- 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 (撒上 7:10-12) 

聖殿與聖約: 撒下 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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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24/2013 撒母耳記（合神心意的人）                         劉梅蕾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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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領導下的恢復  (撒上 1:1-7:17) 
 

第一講  撒母耳的出生與被獻 （撒上 1:1-2:36） 

 

1. 合神心意的哈拿 -- 撒母耳的母親 

  A. 難處: 不能生育 
   1) 未蒙神預定的祝福 
   2) 帶來羞恥 
   3) 使仇敵有機會攻擊 
   4) 處於傷痛的苦境 
  B. 轉機: 『摸着神心意的禱告』 
   1) 痛痛哭泣--有負擔的禱告 
   2) 許願使他終身歸耶和華--摸著神的心意 
   3) 傾心吐意 
   4) 祈求直到如今 
   5) 得著應許不再帶愁容 
   6) 敬拜神 
  C. 還願 
   1) 將孩子帶至聖殿 
   2) 敬拜, 讚美 
 

2. 失職的父親與祭司—以利 
  A. 沒有教導兒子認識耶和華神 
  B. 尊重兒子過於尊重神 
  C. 咒詛臨到 
 
 3. 神選召的祭司 (撒上 2:31-36) 

A. 忠心 

B. 照神的心意行 

  C. 建立堅固的家 
D. 行在受膏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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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1. 哈拿禱告蒙垂聽的原因何在？對你有何啟示與學習？ 

 
 
 
 
 
 
 

 
2. 哈拿為何將孩子交給以利？你是否願將孩子帶到神面前來事奉？ 

 
 
 
 
 
 
 

 
3. 請分享你禱告蒙垂聽的經歷？或是有一難處需要傾心吐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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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領導下的恢復 (撒上 1:1-7:17) 
 

第二講 撒母耳的蒙召與職份（撒上 3:1-7:17） 
       

1. 神選召的祭司 (撒上 2:31-36) 
  A. 忠心 
  B. 照神的心意行 
  C. 建立堅固的家 
  D. 行在受膏者的面前 
 

2. 蒙召的先知 (撒上 3:1-21) 
     A. 神的呼喚 
        "我在這裡" 
        "請說, 僕人敬聽" 
    B. 神的默示 
    C. 先知的事奉 
      --對以利家 
      --對以色列人 
      --對以色列地 
  *先知的特職:  耶和華與他同在 
  所說的話一句也不落空 
  以色列人都知道神立撒母耳為先知 
  傳達神的話 
 

3. 士師的職份 
        A. 恢復與神的關係 

a. 約櫃被擄 (神的榮耀離開) 
a-1 以色列人與敵人非利士人 
a-2 以色列人輕看約櫃 

           "約櫃" 是神榮耀表徵的聖物, 是神與人相會, 說話的地方 (出 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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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聖潔與威嚴 (詩 99:1) 
 a-3 以利家的預言應驗  
 a-4 神自顯榮耀在萬神之上,在萬有之上 

 大袞仆倒在約櫃前 
 非利士人生痔瘡 
 非利士人懼怕以色列的神 

      b. 約櫃被送回 
         示羅被棄 (耶 7:12-14;26:6; 詩 78:60-61; 68-70) 
         伯示麥 
         基列耶琳 
      c. 撒母耳帶領以色列人悔改   
      a) 一心歸向神 
      b) 除掉外邦神--巴力,亞斯他錄 
      c) 單單事奉神 
 
   B.審判以色列人 
 
   C.拯救以色列人脫離仇敵 
     a. 為百姓呼求/禱告 
     b. 獻上燔祭 
     c. 宣告 "以便以謝" 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 



1/13-3/24/2013 撒母耳記（合神心意的人）                         劉梅蕾師母 
 
 

5 | P a g e  
 

作業: 
1. 神為何呼喚撒母耳? 撒母耳如何回應神? 你有被神呼喚的經歷嗎? 請分享。 
 

 

 

 

 

 

 

 

 2. 撒母耳蒙召的職份為何? 
 

 

 

 

 

 

 

 

 
3. 約櫃代表什麼? 神為何容許約櫃被擄? 
 

 

 

 

 

 

 

 

 
4. 撒母耳如何教導以色列人而帶下屬靈的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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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的王國 (撒上 8: 1-15:35) 
 

第三講 掃羅的被膏 

 
1. 以色列人要求立王 (撒上 8:1-5) 

A. 表面的原因： 
1) 撒母耳年記老邁 
2) 撒母耳的兒子不行其道 
3) 列國都有王 
     神治? 人治? (民 27:21,  撒上 8:7) 

     對君王的期待 
         創 17:6, 49:10 
         民 24:5-7 
         申 17:14-20 
         警告與咒語: 申 28:36 

  B. 真正的原因: 撒上 8:7 
  C. 撒母耳的反應 

1) 心中不悅 
2) 禱告耶和華 
3)  

      D. 神的安慰 
          1) 以色列人是厭棄神而非撒母耳 
          2) 只管依從 
          3) 警告君王帶來的害處 
       E. 百姓不肯接受警語  
 

2. 掃羅的被膏 
        A. 被膏前的掃羅 
 家譜:便雅憫人, 是大能的勇士(大財主) 
 儀表:健壯, 俊美, 高大, 無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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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事:認真, 周密 
           為人:謙卑肯接受建議 
        B. 被膏的過程 
           1) 神的揀選與安排: 掉驢, 遇見撒母耳 
           2) 三次被膏 
              a. 拉瑪--撒母耳用油膏掃羅 (撒上 9:15-10:1) 
              b. 米斯巴--摯籤摯出掃羅在眾人面前 (撒上 10:17-27) 
              c. 吉甲--立國/以色列國的產生,立掃羅為王 

          3) 被膏後的掃羅 
             a. 神藉撒母耳的口應證神的揀選與膏抹 

 驢的找回, 從神人手中接餅, 與先知一同受感說話 
              b. 被神的靈感動, 得著新心, 成為新人, 受感說話 
              c. 有神的同在 
              d. 要等候神指示當行之事 
         4) 撒母耳的自白 (撒上 12:1-25) 
              a. 一生清白 (撒上 12:2-5) 
              b. 以善道正路指教百姓 (撒上 12:7,16,20-23) 
                  "現在你們要站住, 等......" 
                  "現在你們要站住, 看......" 
                  "只要盡心事奉" 
                  "只要敬畏耶和華" 
                  "想念神所行的事" 
             c. 斷不停止為以色列百姓禱告 (撒上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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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1. 以色列人為何要求一個王? 

 
 
 
 
 
 

           
 2. 請簡述你對掃羅的認識. 

 
 
 
 
 
 

           
3. 撒母耳如何膏掃羅? 被膏後的影響為何? 

 
 
 
 
 
 

           
4. 撒母耳在以色列人求王的事上, 扮演怎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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