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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垂聽 Heard of God”

(撒母耳記上 1:1-2:10)

邓牧師



哈拿: 母亲见证 (何方人物? 撒母耳:末代士师)
1:1-3 “以法莲山地 . . . 上到示罗,敬拜祭祀 . . .”
士师时代末期 (17-21章: 17:6;18:1;19:1;21:25)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
17:1以法莲山地…名叫米迦. 他对母亲说,..
18:31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
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

与神关系: 拜偶象
19:1以法莲山地…利未人,娶犹大伯利恒女子..
21示罗…耶和华的节期…示罗女子各抢一个..
与人关系:奸淫,酗酒,同性恋,轮奸,内战,绑架

撒母耳记上: 一线曙光



哈拿: 母亲的见证 (何方人物?)
1:1-3“以法莲山地..到示罗敬拜祭祀 ..耶和华

….以利的两个儿子…耶和华的祭司.” (黑暗)
撒母耳记上: 一线曙光

米迦 & 母亲 撒母耳 & 母亲
(拜偶象) (除掉偶象..单单侍奉神 7章)

以法莲山地,利未人以利加拿 (代上 6:33-34):
敬虔夫妻; 奉献儿子: 合神心意; 王国来临

11 “..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后现代: “各人任意而行” 黑暗 OC/NA
CBCOC: 一线敬虔的曙光?!



哈拿: 母亲的见证 (1:1-3) 
背景:以法莲山地敬虔女子
困境: 2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毗
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

无儿女; 有对头
无儿女? -- “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5-6)
苦难(约 9): “赏赐/收取; 得福/受祸” (伯1-2)
不孕症妇女队: 撒拉, 利百加, 拉结, (利亚), 
参孙母亲, (路得), NT: 伊利莎白, (玛利亚)
救恩历史 (女人后裔): 神恩, 神主, 神荣耀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约 1)



哈拿: 蒙福与受苦 (1:1-18) 
蒙福:丈夫爱

8 “哈拿啊, 你为何哭泣, 不吃饭, 心里愁闷呢?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B: True?)

受苦: 死对头
6-7 “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她的
对头,大大激动她, …以致她哭泣不吃饭.”

10,15-16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我因被
人激动,愁苦太多, . .

OC的哈拿?: “死对头”? 心里愁苦?
CBCOC =“哈拿”:“属灵丈夫”爱 & “属灵对头”恨

“属灵不孕症?”: “不冷不热” or “心里愁苦”?



哈拿: 对头逼迫 & 心里愁苦 (1:1-18); 怎办?
不作: 斗争, 玩弄, 抱怨, 面具

靠己: “不倚靠自己聪明;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作 (靠神): 祷告,祷告,再祷告 (示罗)

10祈祷耶和华
12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
15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
16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
彼前5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
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
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哈拿的祷告(1:1-18): 醉酒? [使 2; 弗 6;中!韩!]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

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弗 6).
倾心吐意 (委身; 西 4)
“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竭力地”

合神心意 (先求;太 6): “许愿” (11)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 . .”

持之以恒 (忠心; 罗 12)
“. . . 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路 18)

“以巴弗问你们安. 他在祷告之间, 常为你们竭
力地祈求, 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
全, 信心充足, 能站立得稳” (西 4)



哈拿的祷告 (1:1-18):
靠着圣灵; 倾心吐意; 合神心意; 持之以恒
祷告生活: “不想, 不觉得, 枯竭!” 怎办?

马丁路德: “理发师”教导
快去教会 (听道,主餐)
朗诵圣经: 主祷文, 十诫, 诗篇, 使徒信经
认识对头: (魔鬼撒旦)
不祷告, 不聚会 = 长不大
感谢苦难: (神的管教)
堕落世界; 对头激动: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体贴肉体;今生(“北美太舒适” 中国教会)
不孕症? 十个儿女?  (哈拿的祷告)



哈拿祷告的结果 (1:17-20)
神的应许 (话语): “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
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不带愁容 !)

神的垂听: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
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儿子,..
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
必叫你们升高.”

祷告:个人家庭复兴; 以色列复兴; 国度降临
成为基督徒?: “求; 寻找; 叩门”
个人复兴?: 脱离捆绑, 得人如鱼, 多结果子
教会复兴?: 世界光盐



祷告:个人家庭复兴; 以色列复兴; 国度降临
Matthew Henry:

“When God is about to show great mercy to his 
people, first of all, He moves them to pray.”

Great Mercy to CBCOC?  Perhaps:

周三祷告会; 清晨祷告会
2016母亲节: 效法哈拿母亲的祷告

创32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赛62“ 耶路撒冷 (CBCOC)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
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 呼吁耶和华的,你
们不要歇息, 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
路撒冷, 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