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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撒母耳時期 

──以色列歷史轉型期 

 

肆、撒母耳時期 

我們現在要進到撒母耳記上，在以色列歷史中這

是一個過渡轉型的時期。請先看以色列士師年表。 

 

士師記十八章提到但人的遷徙，二十、二十一章

提到便雅憫族跟其他十一支派的一個內戰，那位

非尼哈大祭司就是亞倫的孫子(士 20﹕28)，少年利

未人約拿單是摩西的孫子(士 18﹕30)，所以可以看

見士師記十七到二十一章是相當靠近約書亞過世

不久之後的年代，也就是在俄陀聶的年代。 

 

下面一張年表呢，我們要在這年表上把路得 

記定位，它是在基甸的年間，確切年代不知，但

實在是在基甸的末年的時候，基甸做士師的末年。 

 

然後，我們要看到轉型期的一個人物，就是撒母耳。撒母耳出生的年代也不很確定，

但，是跟參孫的那個時代差不多，再下來就是撒母耳為掃羅膏立，開始王國的時期；

所以撒母耳是一個轉型階段的人物。 

 

一、 撒母耳的年代 

 

 

 

 

 

 

 

 

 

 

 

 

在撒母耳那個時代，你看到下面一條線是以利，以利這條線很長，他是祭司的家庭。

以利大約出生在主前 1173 年，到他死的時候 1075 年，他活了 98 歲。 (主前)1075

年一場戰爭，把他的兩個兒子也都殺害，然後他自己頸骨跌斷，他的兒婦所生的兒

子給取名叫作以迦博，就是耶和華的榮耀離開。所以，以利作士師這麼長的時間，

他在大祭司任上 40 年之久，可是最後的結果卻是耶和華的榮耀離開他們。 

 

這之間有很多我們可以探討，所以我們先有這一個年代的概念。我們還有一個重要

的年代就是掃羅，大約在 1051 年或 1050 年開始作王，那距離參孫大約 5 年的間隔。 

 撒母耳的年代  (取自 Leon Wood《以色列史綜覽》附錄) 

 

 

士師 

  

祭司 

君王 

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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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撒母耳的時代背景 (撒上 3) 

現在，我們就看時代背景。因為聯合王國最鼎盛是大衛時代，而大衛時代的背景其

實是承襲掃羅來的，掃羅是撒母耳所膏立，撒母耳處在一個社會轉型的階段，就是

從政教合一進入聯合王國的一個轉型的階段。 

 

那個時候，在地方上實行的是 “長老治理”跟 “小士師治理”。本來，這十二支派都

是實行的地方自治，就由各長老在城門口來議事，長老處理的是比較重大的事情，

跟全城有關的，譬如波阿斯跟路得的婚事以及田產的事，在城門口由長老作代表來

處理，或者我們下面看下去，他們全國要立一個王的時候，這也要用長老來做代表。

譬如掃羅他被膏立之後，他是被長老所迎接，被長老所承認，甚至連大衛後來他作

以色列王的時候，也是長老來為他膏立。至於屬於個人的案件呢，就是由各地方的 

“小士師”來處理，譬如以利有兩個兒子，就是巡迴去處理一些地方民事案件。撒母

耳本人也要巡迴在各地方，這都是處理個人的一些民事案件。 

 

在這個階段，從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就是說神他自己就是以色列百姓的王，從這

樣的政教合一，要轉型到聯合王國的時期，中間還有一個因素，我們要注意的，就

是所謂的 “靈恩領袖”跟 “祭司”的傳承，靈恩領袖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比較屬於

“全國性的大士師”，但是他們不是連續性的，他們

是在時代有需要的時候，應運時代需要而產生，像

基甸、耶弗他、參孫他們有靈恩，有神的靈在他們

身上，他們有個人的魅力，當外族欺壓的時候，百

姓呼求，神為他們興起，然後神的靈感動他們使他

們得勝，然後以此為證，這個就被尊為大士師。 

所謂的大士師，這不是傳承的，是這種非持續性

的，有魅力的領袖。 

 

但是另外一個，相對於他的，是 “祭司的傳襲制

度”，因為祭司是從利未傳承祭司，亞倫家傳承大

祭司，是以傳承為主的祭司制度。一年一度到示

羅，我們看到示羅的所在地，是在以法蓮約櫃放的

地方。獻祭的活動是一年一次，用這個來維繫十二

個支派，實在是太過鬆散。 

 

但是四圍的強敵他們是實行 “君王制度”，用政治來

領導宗教，再加上這個時期，非利士人是非比尋常

的一個強敵，他們有優良的軍事傳統，又有很，很

好的五城聯盟(迦薩、亞實基倫、亞實突、以革倫、

迦特) ，再加上用鐵的專利，並且他們有這個志在

必得的目標，就構成無比的威脅。非利士人好像蝗

蟲一樣的來到這個以色列境內，摧毀他們的田產，摧毀他們的產業。（參本課最後 “掃

羅時代地圖”） 

 

那再下來，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年代表，1075 年亞弗之戰，記載在撒母耳記上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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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被俘虜，祭司制度整個瓦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百姓他們就要求要立王，

像列國一樣的實行君王統治。 

 

神為以色列人預備了一位集士師、集先知、集祭司，於一身的撒母耳，這位撒母耳

從他生下來就是歸耶和華為聖，在聖殿裏長大，因為他有一位哀哭祈求的母親，是

一個禱告的母親，就是哈拿。 

 

三、撒母耳的家庭背景 (撒上 1-2) 

請我們翻到撒母耳記上第一章，這裏講到這個撒母耳的出身，他是以法蓮山地拉瑪

瑣非，一個叫以利加拿的這個家庭。以利加拿是蘇弗的玄孫，是以利戶的孫子，耶

羅罕的兒子，你知道這一家，這一族在歷代志上第六章，第一節，這裏說的是利未

的兒子革順、哥轄、米利拉，講的是利未的家族，到第 27 節，拿哈的兒子以利押，

以利押的兒子耶羅罕，耶羅罕的兒子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兒子撒母耳。然後我們

再跳到第 34 節，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兒子，以利加拿是耶羅罕的兒子。 

 

因此我們看到，撒母耳記上第一章以法蓮山地，拉瑪瑣非這個家庭，以利加拿是一

個利未家族，他呢，有兩個太太，大的太太叫哈拿，並不生產，小的太太卻有兒有

女，所以這個哈拿常常在神的面前哭泣，雖然她的先生愛她，給她雙份的祭肉，每

一年他們到這個示羅去獻祭的時候，總是給哈拿雙份，因為他愛哈拿。可是耶和華

使她不能生育，他丈夫以利加拿說﹕哈拿你為什麼還是哭泣，不吃飯？有我不比有十

個兒子還好嗎？但是哈拿就是，要兒子，所以第九節說他們到了示羅吃喝完畢，哈

拿站起來，在耶和華殿的門框旁邊，坐在位上，心裏愁苦，痛痛哭泣，祈求耶和華，

她許願說，萬軍之耶和華，你若垂顧婢女的苦情，不忘婢女，求你賜我一個兒子，

我必使他終身歸耶和華，不用剃刀剃他的頭。 

 

哈拿在那不斷地禱告，以利定晴看她，以利是那個時代的大祭司，只看到她的嘴巴

在動，卻沒聽見她的聲音，還以為她喝醉酒了，以利對她說你要醉到幾時呢，你不

該喝酒，哈拿卻說，不是的，我主，我是心裏愁苦的人，我清酒濃酒都沒有喝，但

我在耶和華面前傾心吐意，不要把我看作不正經的女子，我被人激動，愁苦太多，

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說，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哈拿說，願婢女在你面前蒙恩，

於是起來吃喝不再帶著愁容。這裏看到這個哈拿傾心吐意，也看到以利老眼昏花，

不能看清楚一個愁苦婦人的禱告，但是神終究眷顧了她，賜給她一個孩子，等到孩

子斷了奶，他就把孩子領到以利的面前，然後每一年她就上到示羅，全家上到示羅

去的時候，就給孩子帶一件小以弗得。 

 

 

 

 

 

 

 

 

 

 

這個故事相當地感人。你看到一個母親把她最寶貝，祈求多時得

到的兒子獻給耶和華，然後每一年來到殿中，給他帶一件小以弗

得給他穿上，這個時候哈拿就忍不住就向神說了這樣的歌頌的話

語，她說，我的心因耶和華快樂，我的角因耶和華高舉，我的口

向仇敵張開，我因耶和華的救恩歡欣，唯有耶和華為聖，除他以

外沒有可比的，沒有磐石像我們的神。他使人貧窮，也使人富足，

他從灰塵裏提拔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使他們與王子同

坐，坐在榮耀的位上，所以她說，耶和華將力量賜給他所立的王，

高舉受膏者的角。她實在是一個婦女，卻能說出這麼美的一個歌

頌，是因為她心被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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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撒母耳就在以利面前長大，以利雖然老眼昏花，但是他畢竟還是一個識途老馬，

他帶著撒母耳讓他長大，我們看一下二章十八節：那時撒母耳還是孩子，穿著細麻

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華面前。他母親每年為他作一件小外袍，同著丈夫來獻年

祭，給他帶來，然後，哈拿後來又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而這個撒母耳在耶和

華面前漸漸長大。二十六節，孩子撒母耳漸漸長大，耶和華與人越發喜愛他，我們

看到，這個小撒母耳因著祈禱而有，然後在聖殿中長大。 

 

以利這一個老眼昏花的老祭司，你看他的兒子如何，我們看到二章十二節：以利兩

個兒子是惡人，不認識耶和華，每當百姓，以色列人到示羅獻祭的時候，這二祭司

他們就用叉子，從罐裏或者鼎裏或者釜裏或者鍋裏把肉叉去，所以十七節說，這二

少年人的罪，在耶和華面前甚重，因為他們藐視耶和華的祭物。以利我們不知道他

怎麼樣教養他兩個兒子，是這樣子的放縱，這樣子的心中無神，目中無人，無忌憚，

但是畢竟他還是可以把正規的，該教的教了，所以這個小小的撒母耳在他手中成長。 

 

我們要看到的這個悲劇在什麼地方，是在第二章的第二十九節，有一個神人來對這

個以利說，你尊重你的兒子過於尊重我，將我民以色列所獻美好的祭物肥己，所以，

耶和華神說，你必不能永遠行在我的面前，凡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視我的，

他必被藐視。日子將到，我要折斷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你家中再沒有一個老

年人，你的兩個兒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以作為證據，他們就是要在中

年的時候都死去，這件事情到什麼時候，就應驗了呢？ 

 

四、亞弗之戰 (撒上 4-6) 

 

 

 

 

 

 

 

 

 

 

 

 

 

在第四章，就是 1075BC 的這一次戰役，四章一節，以色列人出去和非利士人打仗，

安營在以便以謝，非利士人安營在亞弗。當然，在這個戰爭前，神藉著呼喚童子撒

母耳對他也講了這個預言，所以撒母耳也對以利說了所有神對他所說的話，以利說，

這是出於耶和華，願他憑自己的意旨而行，結果這一場亞弗之戰，主前 1075 年發生

的時候，以色列人就抬著約櫃上戰場，他們想，約櫃象徵耶和華的同在，我們把約

櫃抬出來，神你總不會不跟我們同去吧，你和我們同去，我們總不會打敗仗吧。你

知道這以色列人平常不遵行神的話，到了戰事來的時候，就強迫神和他們同行。 

 

 撒母耳與掃羅年代表  (取自 Leon Wood《以色列史綜覽》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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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知道這個戰爭，神竟然就可以不跟他們同行，戰爭的結果是什麼，我們看一

下四章十節，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敗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殺的甚

多，以色列的步兵仆倒三萬。神的約櫃竟被擄去，神可以不在乎他自己的名聲，但

是他在意他的百姓是不是誠心實意地跟隨他。以利的兩個兒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

被殺。這一日有一個便雅憫人從陣上逃跑，撕裂衣服，頭蒙灰塵來到示羅。到的時

候，以利正坐在道旁自己的位上觀看，心裏擔憂，那人進城報信的時候，合城都呼

喊起來，以利聽見呼喊的聲音就說，這喧嚷是為什麼呢，那人急忙跑來報信給以利，

那時以利九十八歲，眼目發直，不能看見。那人對以利說，我是從陣上來的，今日

我從陣上逃回。以利說，我兒，事情怎樣？報信的回答說，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

前逃走，民中被殺甚多！你的兩個兒子何弗尼、非尼哈都死了，神的約櫃被擄去。

他一提到神的約櫃，以利就從位上往後跌倒，在門旁折斷頸項而死；因為他的年紀

老邁，身體沉重。 

 

以利作以色列士師四十年。以利的兒婦非尼哈的妻子懷孕將到產期，聽見神的約櫃

被擄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曲身生產。她將要死的時候，旁邊的婦

人就說，你不要怕，你生的是男孩。但是她卻不放在心上，也不回答，她給孩子只

取了個名字叫以迦博，就是榮耀離開以色列去。然後她也死了。 

 

這是何等悲慘的一個結果。榮耀離開以色列，神的約櫃被擄去。你知道這約櫃擄去

以後呢，被非利士人放在大袞廟裏面，五章一節直到七章一節，這個約櫃才又回到

了以色列人的中間，以色列基列耶琳人以利亞撒看守耶和華的約櫃。這個中間，一

再被轉送，一直到七章二節，約櫃在耶基列耶琳許久，過了二十年，然後以色列全

家歸向耶和華，撒母耳就說，你們一心歸順耶和華，就把外邦的神亞斯他錄從你們

中間除掉，他必救你們脫離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這麼做，單單事奉耶和華。 

 

五、米斯巴之戰 (撒上 7) 

於是這一次的戰爭在二十年以後，剛剛我們說 1075BC，現在是 1055BC，主前 1055

年，這個戰爭呢，就被稱為以便以謝之戰。我們來看，神在二十年以後，當他的百

姓離棄了所有外邦的神亞斯他錄，巴力，都離棄了以後，神讓他們得勝，雪恥。七

章五節，撒母耳說，使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為你們禱告，他們就聚集在米斯

巴，打水在耶和華面前，當日禁食說，我們得罪耶和華，然後撒母耳在米斯巴前審

判以色列人。 

 

以色列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就來攻擊以色列人，第十節，撒母耳正獻燔祭的時候，

非利士人前來要與以色列人爭戰，那日，耶和華大發雷聲，驚亂非利士人，他們敗

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從米斯巴出來，追趕非利士，擊殺他們直到伯甲的下邊。

於是，撒母耳放一塊石頭，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間，給石頭起名叫以便以謝，說耶

和華直到如今都幫助我們，當百姓回轉歸向他的時候，就得勝，十三節說，從此非

利士人被制伏，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內，撒母耳作士師的時候，耶和華的手攻擊

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所取的以色列的城邑，從以革倫直到迦特，都歸還以色列人；

屬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從非利士人手下收回。 

 

撒母耳的時代，以色列人從非利士人收回失地，那時以色列人跟亞摩利人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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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平生作以色列士師，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這幾處審判以色

列人。隨後回到拉瑪，因為他的家在那裏，在那裏審判以色列人，也為耶和華築了

一座壇。所以，在撒母耳的時代，他的行政中心是在他的家鄉拉瑪。  

 

六、以色列人要求立王 (撒上 8-10) 

第八章說到撒母耳年紀老邁，立他的兒子作士師。長子叫約珥，次子叫亞比亞，但

是他們收受賄賂，屈枉正直。這是讓我們相當的感慨，以利兩個兒子不正，撒母耳

兩個兒子也不行他的道，貪圖財利，所以當他年紀老邁的時候，長老就來到拉瑪見

撒母耳說：“你年紀老了，你兒子不行你的道，現在求你給我們立一個王治理我們，

像列國一樣。” 

 

撒母耳不喜悅他們說， “立一個王治理我們”，他就禱告耶和華。耶和華說：“你只

管依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 

 

1．立王的動機 (撒上 8) 

因為，撒母耳是集士師、祭司和先知三個職份於一身的，他跟神是這樣的親密，他

等於是神的代言人，直接把神的心意告訴百姓。但現在百姓最重要的，不管他們的

話說得多好聽，他們重要的動機在最後一句， “為我們立一個王，像列國一樣”。他

們的動機是，要能夠爭得過列國，因為列國政治高過宗教，是政治來主導宗教。那

麼這樣子的話，他們可以，好像競爭得過他們，所以他們要求立王，是這樣子的一

個動機。雖然他們表面說你年紀老了，你兒子也不行你的道，但是耶和華神說，他

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 

 

事實上，這件事情，在申命記神早就已經跟摩西說了，十七章的十四節，（申十七

14－15）到了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時候，若說：“我要立王治

理像我四境的國一樣”，你總要立耶和華你神所揀選的人為王，必從你弟兄中立一

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為王。這是第一個條件。不是外邦人，而是以色列人自

己。第二，這個王不可為自己加添馬匹，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不可使那一條你們

來的路又往回走，第三，不可為自己多立妃嬪，恐怕他的心偏向於邪，也不可為自

己多積金銀。 

 

所以有四個 “不”，不可立外邦人，也不可讓王多加馬匹，不可多立妃嬪，不可多積

金銀。但是呢，有一個 “要”，就是他登了國位以後，就要把祭司利未人面前的這個

律法書，自己抄錄一份，存在他那裏，平生誦讀，好好學習耶和華神的律例、典章、

一切的話語。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氣傲，偏離左右，離了這誡命。這是當年神藉著摩

西已經預告了這件事。但是，現在神知道，以色列百姓立王的心態，他們的動機是

要跟外邦人一樣，是讓王來治理他們，不是神來治理。實際上神所立的人，這個王

還是聽從神，應該就是神來治理他們。 

 

於是，撒母耳在第八章十節把這些話都傳給百姓，並且跟他們預先講清楚，將來立

王的時候，王會管轄你們，他會派你們的兒子做他的趕車隊的，跟馬奔走的，又派

他們作千夫長、五十夫長，為他耕地，莊稼，打造軍器和車上的器械，而且娶你們

的女兒為他製作香膏，為他做飯烤餅；你們把最好的田地十分之一都納給他，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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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羊群他也必取十分之一，你們要嗎？他們說，我們要。百姓不肯聽撒母耳的話，

說：“不然我們定要一個王治理我們，像列國一樣，有王治理我們，統領我們，為我

們爭戰。”撒母耳聽見這一切話，就把話陳明在耶和華面前。耶和華神說：“你只管

依從他們吧。”就從這裏開始，撒母耳正式要把他的位份轉讓給下一個人，他要去為

百姓尋找一個，能夠來擔當這個百姓的王的人。 

 

2．撒母耳膏掃羅為王 (撒上 9-10) 

九章一節說，有一個便雅憫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憫亞斐亞的玄孫，比歌拉的曾孫，

洗羅的孫子，亞別的兒子，是個大能的勇士。他有一個兒子，名叫掃羅，這裏掃羅

說到他的出生是便雅憫支派的，他長得健壯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沒有一個比他俊

美的，因為他高過人，高出一頭。驢子，他去找的時候，第十五節，掃羅未到的前

一日，神指示撒母耳就說：“有一個人從便雅憫到你這裏來，我要膏他為君，他要救

以色列百姓脫離非利士人的手。”二十一節，掃羅就說：“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

的便雅憫人嗎？我家不是便雅憫支派中至小的家嗎？你為什麼對我這樣說話呢？” 

 

掃羅在這個時候，非常的謙卑，他認為自己是至小支派中至小的家，但是，第十章

第一節，撒母耳拿著膏油倒在掃羅的頭上，與他親嘴，說：“這不是耶和華膏你作他

產業的君嗎？你今日與我離別之後，在便雅憫境內的泄撒，靠近拉結的墳墓，遇見

兩個人。”這又是一個印證，然後到了第六節，“耶和華的靈必大大感動你，你與他

們一同受感說話，你要變為新人，這兆頭臨到你，你就趁時而作，因為神與你同在。

然後就下到吉甲，要膏掃羅。”這一天掃羅第十章九節，神賜給他一個新心。這一切

的兆頭應驗，神的靈大大地感動他，然後，掣簽，到了米斯巴，就把掃羅掣出來。

第二十節，撒母耳使以色列眾支派近前來掣簽，就掣出便雅憫支派；又從便雅憫支

派掣出瑪特利族，掣出基士的兒子掃羅,眾人卻尋不著他，原來他躲到器具中間去了。 

 

這躲在器具中的掃羅就被百姓把他迎出來，撒母耳就對眾民說：“你們看，耶和華所

揀選的人，眾民中有誰可比他的？”眾民就大聲歡呼說：“願王萬歲！”撒母耳就把國

法對百姓說明，又記在書上放在耶和華面前，然後遣散眾民，各歸各家。掃羅就往

基比亞回家去，好，這個基比亞就是掃羅時代的王宮，他的家鄉就是這個王宮所在。

掃羅開始的時候非常的謙和，基比亞王宮是相當簡單的一個王宮，和他的行政組織，

以不擾民為他的原則。 

 

但是我們要往下面看，我們發現掃羅自從作了王以後，他從來沒有到約櫃的面前去

求問，他也沒有真的是照著立王的規則，把耶和華的約書平生誦讀，好好學習，所

以他就慢慢，慢慢地越發地遠離了神。 

 

 

伍、掃羅時期--聯合王國之始(撒上 11-16) 

 

一、掃羅正式立國 (撒上 11) 

第十一章，講到亞捫人拿轄對著基列雅比安營，第六節，掃羅聽見，神的靈大大感

動，甚是發怒，因為基列雅比人受到淩辱，這個淩辱是什麼呢？二節亞捫人拿轄說：

你們讓我挖出你們的右眼。你知道挖出右眼，他們拉弓的時候就沒有辦法瞄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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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淩辱，所以掃羅就要去為基列雅比人爭戰，這個為日後的事情也有所埋下伏

筆。第十二節，第二天，掃羅將百姓分為三隊，在晨更的時候入了亞捫人的營，擊

殺他們直到太陽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沒有二人同在一處。所以百姓對撒母耳說：

“那說掃羅豈能管理我們的是誰呢？可以將他交出來，我們好殺他。”掃羅說：“今日

耶和華在以色列民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殺人。”到這一場的戰役呢，掃羅還是相當

地謙卑，到了十四節，撒母耳對百姓說，往吉甲去，在那裏立國。 

 

所以這一場的拿轄之戰，亞捫人之戰，其實對掃羅來說是一個考驗，就是說他是否

有能力來帶領以色列人。這一個考驗之後就到了吉甲，在那裏就立掃羅為王。在耶

和華面前獻平安祭，掃羅和以色列眾人大大歡喜。所以撒母耳就正式要告退了。 

 

二、撒母耳正式告退 (撒上 12) 

撒母耳就對眾人說：“我從年幼到如今，在你們前面所行，你們都知道，我已年老髮

白，我的兒子也在你們這裏，我從誰手裏受過賄賂而眼瞎嗎？若有，我必償還。我

曾虐待過誰嗎？如果有，我必償還。”他們說：“沒有，從來沒有。”然後撒母耳說：“你

們在我手中有沒有找著什麼，有耶和華他的受膏者今日為證。”他們說：“願他為證。”

一直到第十三節，“現在你們所求選立的王在這兒。看哪，耶和華已經為你們立王了。

你們若敬畏耶和華，事奉他，聽他的話，不可違背他的命令，你們和治理你們的王，

都順從你們的神就好。若不然，不聽從耶和華的話，違背他的命令，耶和華的手必

攻擊你們，像攻擊你們列祖一樣。你們現在要站住，有一個記號就是打雷在你們的

中間作為記號。”所以，百姓十九節就說：“求你為僕人禱告耶和華你的神，免得我

們死亡，因為我們求立王的事，是罪上加罪。”撒母耳對百姓說：“不要懼怕，只要

你們盡心事奉，耶和華喜悅你們作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名不撇棄你們。至於我，

我必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以致得罪神，我必以善道指教你們。只要你們敬畏耶和

華，誠誠實實盡心事奉他。” 

 

撒母耳這一生，從他年幼在以利手下作童子受教，一直到現在他年老髮白告退，他

就是兩手清白，沒有奪過一個人的不該收受的禮物，沒有傷害過任何一個人，但是，

他把位份交出去，他仍然不斷地為百姓禱告。 

 

三、掃羅一生轉折的開始﹕ 首度被棄(撒上 13-14) 

1．非利士人之戰 (撒上 13) 

下面十三章的這一件事情，是掃羅生平的第一個轉折點。前面看到掃羅一直都是謙

虛、謙讓的人，到了十三章非利士這一戰，在 1050 年，大約是在他作王兩年不久

之後，你看掃羅登基年四十歲，作以色列王二年。 

 

他從以色列中選了三千人。二千跟隨掃羅在密抹和伯特利山；一千跟隨約拿單在基

比亞。然後這一仗結果要等到撒母耳來為他們禱告獻祭的時候，約好是等七天，可

是你看，八節，掃羅照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撒母耳還沒有來到吉甲，吉

甲是他們立國立君的地方，現在也是他們要獻祭的地方，百姓離開掃羅去了，掃羅

就說：“把燔祭和平安祭帶到我這裏。”掃羅就獻上燔祭。 

 

剛一獻完，撒母耳就到了。掃羅出去迎接他問他好，撒母耳說：“你做了什麼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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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說：“我看見百姓離開我，你也不照所定的時期來，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

我心裏說，恐怕我沒有禱告耶和華。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擊我，我就勉強獻上燔祭。”

這 “勉強”兩個字請你把它圈下來，我們服事主什麼時候自己心裏也覺得過不去，可

是你還勉強而行，這裏好像撒母耳沒有來，情勢緊急，百姓也不在他那兒，他心中

害怕。 

 

情勢所逼，好像情有可原，可是事實上，他沒有等到真正七天都結束，等到撒母耳

來。他就勉強獻祭，他其實是一個功利的思想，交換一下，讓耶和華來祝福他。實

際上正是得罪耶和華的地方。 

 

十三節，撒母耳對掃羅說：“你做糊塗事了，你沒有遵守耶和華你神吩咐你的命令，

若遵守，耶和華必在以色列中堅固你的王位，直到永遠。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

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

咐你的。”撒母耳就起來，從吉甲上到便雅憫的基比亞。就是王宮的所在。 

 

2．約拿單險些喪命 (撒上 14) 

這一次的戰爭，在約拿單的帶領之下打了勝仗。但是掃羅，因為一時的命令，幾乎

把約拿單奪了命去。 

 

第十四章的二十四節，掃羅叫百姓起誓，凡不到晚上向敵人報完仇吃什麼的，就必

要受咒詛。這日百姓沒吃什麼，極其疲困。眾民進入樹林，見到有蜜在地，他們卻

沒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約拿單因為沒有聽見父親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

用杖蘸在蜂房送入口內，眼睛明亮。然後百姓有人對他說：“你的父親叫百姓嚴嚴起

誓，說今日吃什麼，必受咒詛。”約拿單說：“我父親連累你們了，你們看，我一嘗

蜜，眼睛就明亮。如果這樣的話，我們擊殺的非利士人豈不更多嗎？” 

 

但是，這件事情後來因著百姓為約拿單求情，掃羅本來舉起的刀要殺他的兒子，就

法外開恩，你看到，第四十五節，百姓對掃羅說：“約拿單在以色列人中行這樣大的

拯救，豈可使他死呢？斷乎不可！我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連他一根頭髮都不落

地，因為他今日與神一同作事。” 

 

於是，百姓救約拿單免了死亡；不過，在這裏你就看到掃羅，他確實是蠻衝動、血

氣的一個人。 

 

思考問題： 

 

1. 為什麼祭司以利與撒母耳都無法教好他們自己的兒子？這件事給在教會裏從事 

教導的人們怎樣的鑑戒呢？ 

 

2. 為什麼謙卑的掃羅，作了王兩年以後卻變的專斷跋扈？他失敗的原因為何？他的 

失敗給我們怎樣的鑑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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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時代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