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歸 類 篇 數 篇  題 

介言 第一篇 撒母耳記的中心思想以及所啟示的神聖三一 

撒母耳的歷史 

撒上一~八 

第二篇 哈拿的職事 

第三篇 
從撒母耳的歷史看屬靈的原則、 生命的功課、以及聖別的
警告  

第四篇 約櫃和帳幕的歷史  

掃羅的歷史 

撒上九~十五 
第五篇 與亞瑪力人爭戰  

大衛的歷史 

撒上十六~ 

撒下二四 

第六篇 
從大衞的歷史看屬靈的原則、生命的功課、以及聖別的警
告  

第七篇 大衞豫表基督這真大衞— 神要來之國的王  

第八篇 大衞的後裔成爲神的兒子  

第九篇 
召會作基督身體之生機的建造，乃是藉着屬靈新陳代謝的
過程， 照着信徒對內住基督的內裏經歷  

第十篇 大衞、米非波設、 以及神的恩慈  

第十一篇 大衞與亞比該豫表爭戰的基督與爭戰的召會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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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聖經本文與結晶讀經十二篇信息及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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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冬季錄影訓練—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二篇 

哈拿的職事 (The Hannah Ministry) 

壹、我們必須領悟(have to realize)什麼是主的恢復；主的恢復是要建 

        造錫安，錫安豫表得勝者乃是基督身體的實際，要終極完成聖 

        城新耶路撒冷：[主在今時代的需要] 

貳、撒母耳記上在豫表上給我們看見君王基督(由大衛所豫表)和祂 

        的國被帶進來：[一幅豫表的圖畫，哈拿撒母耳大衛(君王國度)] 

叄、撒母耳記上代表一種帶進君王和祂國度的職事；我們可稱之爲 

      “哈拿的職事”：[神時代的異象產生當時代的職事] 

肆、哈拿的經歷表明，我們需要在愁苦時在主面前傾心吐意(撒上一 

         6、10、15~16)；在出埃及十五章，以色列人來到瑪拉的苦水 

        那裏；百姓向摩西發怨言，他“呼求耶和華，耶和華指示他一 

        棵樹。他把樹丟在水裏，水就變甜了”─22~25節：[我們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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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城(俄斐勒) 

(錫安山) 

所羅門擴建 

聖殿 

我們必須領悟什麼是主的恢復；主的恢復是要建造錫安(Zion)，錫安豫表
得勝者(the overcomers)乃是基督身體的實際，要終極完成聖城新耶路撒冷： 

錫安豫表得勝者 (一~四) 
錫安，大衛王的城(撒下五7)，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就是那作神在地上居所的殿
建造的所在(詩四八2，九11，七四2，七六2下，一三五21，賽八18)。 

在舊約裏，有一座耶路撒冷城，以錫安爲中心；按豫表，召會生活就是今日的耶路
撒冷；在召會生活裏必須有一班得勝者，就是得成全併成熟的神人，這些得勝者乃
是今日的錫安─參啓十四1~5。 

※主恢復的需要—豫備錫安(產生得勝者)、轉移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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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下5:7(代上11:5) 然而大衛攻取了錫安的保障，就是如今的大衛城。[希伯崙耶路撒冷(大衛城)] 

王上8:1 (代下5:2) 那時，所羅門將以色列的長老們和各支派的首領，就是以色列人宗族的首領， 

                      招聚到耶路撒冷所羅門王那裏，要把耶和華的約櫃從大衛城，就是錫安，運上來。 

詩篇 76:2 在撒冷有祂的帳幕；在錫安有祂的居所。 

詩篇132:13 因為耶和華揀選了錫安，願意當作自己的居所， 



錫安作爲聖城耶路撒冷的高峯和美麗（詩四八2，五十2），豫表得勝者是召會
的高峯、中心、拔高、加強、豐富、美麗和實際（四八2、11~12，二十2，五
三6上，八七2）。 
耶路撒冷的特色、生命、祝福、建立，都是從錫安得着─王上八1， 

詩五一18，一〇二21，一二八5，一三五21，賽四一27，珥三17。 
終極完成聖城新耶路撒冷 (五) 
得勝者作爲錫安，乃是基督身體的實際，並且終極完成衆地方召會中身體的建
造，帶進永世裏終極完成的聖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作神居所的終極至聖所（啓
二一16，參出二六2~8，王上六20）；在新天新地裏，整個新耶路撒冷將成爲
錫安，所有的信徒都是得勝者（啓二一1~3、7、16、22）。 

主的恢復是要建造錫安 [產生並豫備得勝者] (六~九) 
在啓示錄這卷書裏，主所要的，主所要建造的，乃是錫安，就是得勝者；這是
神聖言中屬靈啓示的內在實際；我們的確需要拼上去，不惜代價地禱告，像使
徒保羅那樣付代價─弗六17~18，西四2，腓三8~14。 
我們答應主在這時代得勝者的呼召，是要使我們成爲有活力的；有活力就是與
我們活而滿了活動的神是一，成爲活而滿了活動的；神在地上爲着成就祂永遠
經綸而有的行動，最終乃是藉着得勝者。 
在這被篡奪的地上有耶和華的山，就是錫安山；這山完全向主敞開，絕對被祂
據有；錫安所豫表的得勝者，乃是橋頭堡，主這榮耀的王要藉以回來據有全地
作祂的國─詩二四1~3、7~10，但二34~35，七13~14，珥三11，啓十一15，十九13~14。 
要達到神永遠經綸的高峯，就是基督身體的實際，除了禱告以外，別無他路；
我們成爲得勝者，作基督身體的實際，成爲基督的新婦，要結束這時代，就是
召會時代，且要把基督這榮耀的王帶回來，使祂在國度時代同着祂的得勝者取
得、據有並治理這地─7~9節，二十4~6，詩二四7~10。 4 

耶路撒冷 
(召會生活) 

錫安 
(得勝者) 



撒母耳記上在豫表上(in typology)給我們看見君王基督(由大衛所豫
表)和祂的國被帶進來： 

在以利之下的老舊亞倫祭司體系變得陳腐、衰微(二12~29)，神渴望(desired to)有
一個新的起頭，以完成祂永遠的經綸：[黯淡的背景] 

[第一篇信息] 今日我們仍在混亂的光景中，像士師時代一樣 
• 士師記的內容包括以色列人信靠神，離棄神，遭仇敵擊敗，在悲慘的情形中向神悔改 
；他們轉向主，祂就興起一位士師拯救他們脫離欺壓他們之人的手，然而士師死了，
他們就回到邪惡的路上，又漸漸敗壞了(一1~2，二11~三11)；這成爲士師記裏重複七次
的循環。 

• 這麼多年來的召會歷史，只是重複了以色列士師時期的歷史，但今天神要許多撒母耳 
，就是得勝的拿細耳人（民六1~9與恢複本註解），他們要帶進基督這真大衛作掌權的
君王和祂的千年國，在那裏得勝者“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光如同太陽”(太十三43)。 

• 今天我們需要仰望主給我們新的東西，一個新的復興，能將這時代從處於撒但之混亂
當中的召會時代，轉到君王和祂千年國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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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豫備並恢復祂的需要—藉人的合作帶進君王與國度 

何弗尼             非尼哈 



爲着撒母耳的出生，神在幕後發起(initiated)了一些事情；一面，祂使哈拿不能
生育；另一面，祂豫備毗尼拿激動哈拿，“因耶和華使哈拿不能生育，就極力
激動她，要惹她生氣”(撒上一5~6)；年年都是如此；哈拿上到耶和華殿的時候 

，毗尼拿總是這樣激動她，以致她哭泣不吃飯（7）。 

這迫使(forced)哈拿禱告，求主給她一個男孩子(a male child)；哈拿在禱告中向
神許願，這不是哈拿發起的，乃是神發起的；神喜悅哈拿的禱告和她的承諾，
就使她生育(10~11、20)；哈拿懷孕，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撒母耳(意，
“蒙神垂聽”或“從神求得”)。 

神能推動(motivate)哈拿這在生命線上與祂是一的人；這條生命線是要產生基督 

，給神的子民享受，使神能在地上得着祂的國，就是召會，作基督的身體（太
十六18~19，羅十四17~18，弗一22~23），也就是三一神的生機體；只要神能
得着這樣一個在生命線上與祂是一的人，祂在地上就有路(撒上一1~二11、
18~21、26)。 

撒母耳的起源事實上不是任何人，神纔是他真正的起源(the real origin)；乃是神
用祂主宰的權柄，在隱密中推動祂的百姓；哈拿的禱告乃是回應並說出神的心
願，是人與神行動的合作，爲要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 哈拿的禱告指明，神的行動和祂對哈拿禱告的答應，乃是要產生一個絕對爲着成全神
願望的拿細耳人，就是得勝者 ─一10~20。 

• 拿細耳人是完全奉獻給神，接受神作王，作主，作頭，作丈夫，且對屬世享樂沒有興
趣的人；撒母耳甚至在出生之前，就被他母親奉獻作這樣的人。 

撒上1:6 哈拿的對頭毘尼拿，因耶和華使哈拿不能生育，就極力激動她，要惹她生氣。 

撒上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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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撒母耳記上代表(stands for)一種帶進君王和祂國度的職事；我們可
稱之爲“哈拿的職事”(the Hannah ministry)： 

毗尼拿和哈拿代表兩個基本上不同的原則和兩個基本上不同的職事（一2、4、
7）；哈拿的職事只是要帶進君王，不是要有許多兒女；毗尼拿的職事乃是要
得着許多兒女，許多結果；毗尼拿和她的兒女代表神大部分的子民，但沒有一
個與轉移時代，把基督這榮耀的王帶回來有關（詩二四1~3、7~10）。 

哈拿的路不是容易的路，並且因着毗尼拿的比較和嘲笑，就變得更難了；那些
想作哈拿的人必須豫備好自己，他們要受逼迫和藐視，他們要哭泣並禁食。 

這不是我們能救多少人的問題，乃是神要得着祂一班得勝者的問題；神要得着
一班能禱告並帶進國度─以基督爲王，祂的得勝者與祂一同作王─的人。 

哈拿的禱告是撒母耳出生的憑藉(the means)；我們的禱告該有一個結果，就是
產生得勝者；我們需要與那在祂加強時期中天上職事裏升天的基督是一而禱告 

，爲着產生得勝者─啓一4，三1，四5，五6，二7、11、17、26~29，三5~6、12~13、21~22。 

哈拿已經到了若沒有兒子(a son)，就不能往前的地步；她乃是到了必須得着一
個兒子(have a son)的地步；撒上一章的兒子(the son)豫表啓示錄十二章得勝、團
體的男孩子(man-child)，就是那轉移時代而帶進君王和祂國度的： 
• 神最重要的時代行動見於啓示錄十二章的男孩子(man-child)，這男孩子由基督作領頭的
得勝者，以及我們作跟隨的得勝者所組成；因着神要結束這時代並帶進君王和祂國度
的時代，祂需要得勝、團體的男孩子(corporate man-child)作祂時代的憑藉(dispensational 

instrument)。 
• 男孩子被提，結束了召會時代，並帶進國度時代；男孩子被提之後，“天上有大聲音
說，我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10節。 7 

※哈拿在生命線上與神合作—帶進君王與國度 



哈拿的經歷表明，我們需要在愁苦時在主面前傾心吐意（撒上一
6、10、15~16）；在出埃及十五章，以色列人來到瑪拉的苦水那
裏；百姓向摩西發怨言，他“呼求耶和華，耶和華指示他一棵樹。
他把樹丟在水裏，水就變甜了”─22~25節： 
主指示摩西的樹表徵生命樹；啓示錄二章七節說到“生命樹”(the tree of life)；
這裏的“樹”(tree)，原文與彼前二章二十四節的“木頭”(tree, wood)同字： 
• 啓示錄二章七節的生命樹表徵釘十字架(由樹，就是木頭所含示─彼前二24)並復活(由
神的生命所含示─約十一25)的基督；因此，我們可以說，摩西丟在苦水裏的樹(tree) 
，乃是釘十字架並復活的基督作生命樹。 

• 當我們在禱告中呼求主時，祂就指示我們釘十字架並復活的基督是生命樹的異象；我
們藉着在主面前傾心吐意的禱告，就將這樹丟入我們裏面的苦水中，這些苦水就變成
主同在的甜水。[基督作秘訣] 

哈拿的禱告是出於她愁苦的環境和她愁苦的全人（撒上一6、10）；她告訴以
利，“我是靈裏受壓的婦人，……在耶和華面前傾心吐意。……我因被人激動 
，愁苦太重，所以一直訴說到如今”（15~16）；詩篇六十二篇八節說，“百
姓啊，你們當時時信靠祂，在祂面前傾心吐意；神是我們的避難所。〔細拉〕 
”這樣和神接觸的禱告，乃是說出心頭的真話。 
每當我們在愁苦的環境並且全人愁苦時，需要向主傾倒我們的魂同我們的心，
對祂是真實、誠實的；這樣的禱告會產生帶進君王和國度的得勝者。 
我們來到“苦水”時，必須領悟，神有主宰的權柄，在隱密中推動我們迫切的
禱告，不僅爲着我們內裏得醫治(出十五26)，更爲着產生得勝的拿細耳人，他們
將與祂合作，帶進君王和祂的國，那時神的名在全地將成爲尊大(詩八1)，並且
世上的國要“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啓十一15)。 

※有分哈拿的經歷—在環境中經歷死而復活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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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平原 

尼波山 
拉巴 

(安曼) 

死海 

耶利哥 
耶路撒冷 

地中海 以革倫 伯示麥 

示非拉 中央山地 約但河谷 外約但山脈 曠野 

(非利士人) (緩衝帶) (以色列人) 

聖地東西向橫切面圖 
黑 
門 
山 

他 
泊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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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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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山 

約但河縱向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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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心 
山 

耶 
路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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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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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 

希 
伯 
崙 

聖地南北向縱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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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3:8下 …因為你稍微有一點能力，也
曾遵守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 

http://www.hoc6.org/global/ 

標語二 

要達到神永遠經綸的高峯，就是基督身體的實際，
除了禱告以外，別無他路；我們成爲得勝者，作基
督身體的實際，成爲基督的新婦，要結束這時代，
就是召會時代，且要把基督這榮耀的王帶回來，使
祂在國度時代同着祂的得勝者取得、據有、並治理
這地。 



信徒的被提 
得勝者的被提 (先成熟) 大體聖徒 

的被提(莊稼) 

(慢成熟) 

(先成熟) 

男孩子 初熟的果子 
玻璃海上 

得勝者 
兩個見證人 

啟十二5 啟十四1～5 啟十五2∼4 啟十四14~16 啟十一3~12 

由死了且復活的
得勝者所組成；
由身披日頭的婦
人經產難而生出。

未曾經死過 

，活著初期
的得勝者。 

晚期的得勝者；
他們勝過了敵
基督和他的印
記，勝過了他
名字的數字和
他的像；他們
站在玻璃海上
讚美主。 

又有一位天使從
殿中出來，向那
坐在雲上的大聲
喊著說，伸出你
的鐮刀來收割，
因為收割的時候
到了，地上的莊
稼已經熟了。 

個別被提 (摩
西和以利亞) 

兩個油的兒
子 

曾死過 (含殉道) 未曾死過 曾死過 (殉道) 曾死或未曾死過 曾死過 

災前被提 災前被提 災後被提 災後被提(部分) 災前被提 

未經大災難 未經大災難 經大災難 經大災難 大災難中作見證 

千年國屬天 千年國屬天 千年國屬天 
千年國 

屬天/屬地/外面黑暗 
千年國屬天 

(整理自啟示錄生命讀經第二十九篇)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