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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過去; 晨光普照”

“After Darkness, Light!”

(撒母耳記上 3:1-21)

邓牧師



“After Darkness, Light”:日内耳改革 (加尔文)

•中古教会黑暗: 腐败/迷信 --圣经, 福音封锁

•宗教改革晨光: 每周六篇信息 (诗 119:130)

•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

• Geneva: 120 watts CBCOC: 20 watts !

示罗教会黑暗 (撒上 1-3章)

士师末期:祭司腐败,上梁不正…各人任意而行.

3:1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以色列闹饥荒: 神话语的荒地

箴29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有福

申8人活着不...乃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身体死亡 心灵死亡



3:1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USA闹饥荒:神话语的荒地?-No!Bible versions!

不读: 圣经文盲; 道听途说!

不讲: 解经讲道? 感觉挂帅! (5 watts!)

不听: 耳朵发痒; 五花八门!

不行: “主啊,主啊!” 挑挑拣拣!

后现代:US最大教会?福音派:“Trump:our guy!”

摩8“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
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听不到耶和华
的话.他们必漂流,这海/那海,北边/东边,往来
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 

(神的沉默)



3:1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示罗教会黑暗/饥荒 (撒上1-3章): 撒母耳兴起

神話語的飢荒 神話語的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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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撒母耳讲道/教导: 舊(黑暗) 新(光明 )

1 章撒母耳诞生 (不孕哈拿)

2 章撒母耳长大 (以利二子)

3 章撒母耳蒙召 (以利祭司)



祭司挪去(去旧) 换班 先知兴起(布新)

审判至拯救 (Salvation through Judgment)

3 章以利 (40年士师/祭司): 悲剧人物

以利老眼昏花 (1-3): 教会黑暗, 話語饥荒

2-3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 还未熄灭

马太6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了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你
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以利記憶衰退 (4-10節): 与神远离, 失去初爱

2-3睡自己的地方..不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

8第三次呼唤撒母耳,.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

启 2 你若不悔改, . .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以利老眼昏花 (1-3): 教会黑暗, 話語饥荒

以利記憶衰退 (4-10): 与神远离, 失去初爱

以利永远降罚 (11-17):圣灵离开, 再无异象

13 “因他知道儿子作孽,…,却不禁止他们!”

教会纪律:结33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
守望的人…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这
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以利認命回應 (18): 敬虔外帽, 不能悔改

“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旨而行”

撒下12:13 大卫对拿单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12:22 “孩子还活着,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
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



3 章撒母耳蒙召 (去旧布新): 先知兴起

神的恩召: “耶和华呼唤撒母耳” (X12)

诗28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

赛64耶和华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
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

赛62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
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
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
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

弗5 “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
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听到神的呼唤?]

彼前2 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美德.



神的恩召: “耶和华呼唤撒母耳” (X12)

仆人敬听: “我在这里” (X5)    敬听=顺服

赛6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诗40;来10基督说:神啊,我在这里;我来了,要
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赛66但我所看重的就是虚心,痛悔, 因我话
而战兢的人.

听神的话: 7撒母耳未认识耶和华,..未得耶和
华默示. (经历) / 2:12以利二子:不认识 (关系)

今日听神的话? --像撒母耳? (看医生!!!)

来1古时 (正典写下) 末世 (正典完成)

儿子/基督(道成肉身):读经,听道,主日学,查经



1) 神的恩召: “耶和华呼唤撒母耳” (X12)

2) 仆人敬听: “我在这里” (X5)    敬听=顺服

3) 传讲默示: 18 “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
以利,并没有隐瞒.” (爱心说诚实话)

路13 “不悔改,都灭亡” (哀哭:耶路撒冷)

彼后3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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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撒母耳为先知…在
示罗[CBCOC]显现,..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
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CBCOC].

马太10CBCOC:门徒/义人/小子/先知 (撒母耳)

主任牧师? No.(士师)/Yes. (撒母耳) 7章大复兴



11以色列中必行一事,叫听见的都必耳鸣!

耳鸣异象:审判信息应验

示罗圣殿/会幕被毁 (撒上 4-6;诗 78:60)

所罗门圣殿被毁/ …被掳 (王下21:12; 耶19:3)

希律圣殿被毁 (马可 13)

真圣殿被毁; 三日重建 (约翰 2)

耳鸣审判/拯救 耳鸣福音

“奇異的愛, 何能如此? 我主, 我神, 竟為我死!”

“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眼睛..,耳朵..,人心..”

罗1:16-17 “福音” :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赛65:12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
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恶的,拣选我不喜悦的!



奥古斯丁的重生 (354-430 AD)

追求: 学问, 哲学, 宗教, 享乐 (性解放)

突破:米兰主教(Ambrose)讲道:圣经 = 神的话

挣扎: “Take up and read:” 罗13:13-14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
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
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光照: “No further would I read, nor did I 
need, for instantly, as the sentence ended, a 
light of assurance poured into my heart and 
all the darkness of doubt vanished away!”

“After Darkness, Light 黑夜過去; 晨光普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