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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TO WORSHIP

宣召



诗篇 113
1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哪,你们
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 2耶和华的名是应
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3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4耶
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

5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 他坐在至高之处, 
6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7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
人, 8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
子同坐. 9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
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SCRIPTURE

讀經



撒母耳記上 1:21-2:11



1:21 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
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 22 哈拿却
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
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
。” 23 她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
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
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
断了奶。 24 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
，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伊
法细面，一皮袋酒；那时孩子还小。 25 宰
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



26 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
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
我。27 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
我所求的赐给我了。 28 所以，我将这孩子
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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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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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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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
5 素来饱足的, 反做用人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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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
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7 他使人贫穷，
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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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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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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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力量赐予所立的
王，高举受膏者的角。”

11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
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SERMON

信息

5/29/16



“神的高舉 Exaltation from God”

(撒母耳記上 1:1-2:10)

邓牧師



心灵健忘症 Spiritual Dementia?

•受洗见证: 垂听祷告; 耶稣帮助

•一切顺利; 失去初爱; 不常聚会; 渐渐消失!

治疗? –

主日聚会: “..心哪,..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诗 103);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 . .” (来 10)

浸礼/主餐:“为的是纪念我!”:忘恩负义 /羞耻

哈拿: “不健忘”的母亲 (1:21-28)

1:1-20 “哈拿心里愁苦, 就痛痛哭泣”

11“..垂顾婢女的苦情, 眷(纪)念不忘婢女,..”

19-20 “耶和华顾(纪)念哈拿, 哈拿就怀孕,...”

神的纪念; 新的开始 (出洪水创 8;出埃及出 2)



1:1-20耶和华纪念哈拿 (解铃还需系铃 “神”)

5-6 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17 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19 耶和华顾(纪)念哈拿, 哈拿就怀孕

27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

1:21-28 哈拿纪念耶和华 (示罗3-4 years later)

22..等孩子断了奶,...朝见耶和华,..永远住在
那里. 26-28 “..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我祈求
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
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
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cf.诗 127)

回应神的纪念: 1) 奉献与 2) 敬拜



回应神的纪念: 奉献与敬拜

哈拿奉献撒母耳 (活) 亚伯拉罕:以撒 (死)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1:23她丈夫以利加拿说: “就随你的意行吧,
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

3: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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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耶和华的话 = 撒母耳的话]

儿女:“应验他话;神的旨意” vs 父母心意(龙凤)



回应神的纪念: 奉献与敬拜

1) 奉献儿女 (活祭): 神的旨意非父母心意

2) 奉献自己: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 (纪
念)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为主而活;为主而死; 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 保留自己? (可 8)
C.T. Studd: “Only one life, ’twill soon be past,

Only what’s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

“If Jesus Christ be God and died for me, then 
no sacrifice can be too great for me to make 
for Him.”



回应神的纪念: 奉献撒母耳(1:21-28)/敬拜
哈拿敬拜耶和华 (2:1-10): 哈拿之歌

神帮助/拯救?:写诗歌! (Toilet-tank song-Jesus)
结构:

1-3   歌颂源头:个人拯救 (我的角)
4-8  歌颂中心:神的主权 (创造主)

9-10 歌颂预言:百姓/国度拯救(受膏者的角)
创作:闭门造车? 圣经; 示罗诗歌本

前辈写诗: 雅各; 米利暗; 巴兰; 摩西; 底波拉
“王”(后添?): 创 49:10; 民 24:7,17; 士 8-9
“角”:申33:17; 羊角(出19); 祭坛角 (出; 利)
“磐石-创 49:24; 没有可比/使人死活 -申32:39”



哈拿敬拜耶和华 (2:1-10): 哈拿之歌

1-3  歌颂源头: 个人拯救 (我的角)

1我心因耶和华快乐,我角因耶和华高举,我口
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你)的救恩欢欣!

关系: 你我; 喜乐?: Giver耶和华, not gifts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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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学 (not feeling only):独一; 可靠; 偶象 (自欺)

3人不要夸口说骄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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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 (劝告): 谦虚! 包青天 (审判主)!



哈拿之歌 (4-8) 歌颂中心:神的主权 (创造主)
4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 
5素来饱足的,反做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
不生的,生了七个儿子;多儿女的,反倒衰微. 

6-7耶和华使人死;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使人往
上升. 使人贫穷;..富足;使人卑微;使人高贵.

神翻转:强弱;饱饿;无有子孙;贫富;死活;下上
富三代?多病死?梦实现?子孙?天堂?非难民?..
8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poor,从粪堆中提拔
穷乏人needy,使..与王子同坐,得荣耀的座位.

神靠边:软弱卑微 (cross/glory:人多有钱=福?)
林前1 /“地的柱子属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其上.”



哈拿歌/预言(9-10):百姓/国度拯救(受膏者角)
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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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民(哈拿)? or 恶人/与神争竞(对头毗尼拿)?
“靠力量得胜”?: 歌利亚 or 小大卫; 17章
“以雷攻击/审判”: 非利士 7章; 以色列 12章

“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角”
大卫王朝: 撒下23 (卑微:扫罗; 大卫(老八))
基督国度: 路1马利亚(翻转); 撒加利亚: “..眷
顾百姓..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角.”



“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角”
卑微/十架王被高举 (腓 2:5-11)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
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
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
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基督:你的王?-甘心情愿or不甘不愿/咬牙切齿

“我主! 我王! 我的神!”
8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poor,从粪堆中提拔
穷乏人needy,使..与王子同坐,得荣耀的座位.

该死;该亡;下地狱火湖;罪该万死:
与基督同为后嗣; 一同坐席; 作王?!



8灰尘里抬举;从粪堆中提拔;王子同坐,得荣耀.
中国教会被高举!

2016: 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纪念
1966-1976 十年浩劫:
教会消灭; 圣经烧毁!
毛主席膜拜; 毛语录背诵!
今日中国
美帝苏修;走资右派!--拜毛主席?读毛语录?
教会复兴; 基督语录 (圣经) 风行!

哈拿:祷告;奉献;敬拜 (1:1-2:10) -CBCOC翻转
小敏(无文化; 非音乐学院科班生):
百首(今日哈拿): “主啊, 我赞美你!”



主啊, 我赞美你, 因为你拣选了我;

在这茫茫的人海中, 是你把我找寻.

主啊, 我赞美你, 因为你爱了我;

你的爱充满整个宇宙,充满整个山河.

你的爱曾拯救多少人;你的爱曾激励我们去生活

谁不向你屈身下拜; 谁不向你高唱赞歌

我们伟大的神啊; 我们伟大的上帝

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

说不尽你的慈爱 ; 唱不尽你的公义

在这广阔的大地上,谁不感谢赞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