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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拯救以色列 
以色列人要求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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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的意義與象徵 

約櫃是代表神自己，約櫃在以色列人中間，乃象 
徵神的同在，其主要意義乃是要給人求問和倚靠。 

 【出25:22】『我要在那裏(會幕)與你相會又
要從法櫃（約櫃）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間，
和你(摩西) 說我所要吩咐你傳給以色列人的
一切事。』 

 以色列人在曠野四十年的旅途中，一直扛著
約櫃而行。約櫃不斷的提醒以色列人，聖潔
的上帝在他們中間。 

 聖殿的約櫃到底在哪裡？ 



19世紀末由畫家
依據概念所繪製
成的約櫃想像圖 

約櫃 

神吩咐摩西建造約櫃
時，要用精金裡外包
裹櫃子，並用精金做
施恩座，放在櫃子上
邊。在施恩座的兩頭，
要安放兩個用金子錘
出的基路伯。就連抬
櫃用的兩根杠，也要
用金子包裹 
(出25:10-22) 



第四課  課程大綱   

 神復興自己的工作(撒上第七章) 

 撒母耳晚年的光景(撒上第八章) 

 憑肉體選出的掃羅(撒上第九章) 

中心信息 

約櫃被運回以色列境內，撒母耳起來領導以色列
人戰勝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希望立一個王，雖然
不是明智之舉，神仍是為他們成全。耶和華對撒
母耳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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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八：7） 



神復興自己的工作(撒上第七章) 

1.聖靈在人心中動了工（撒上七 2） 

2.撒母耳正確的帶領（撒上七 3~6） 

3.爭戰的發生（撒上七 7~11） 

4.以便以謝/爭戰的結果（撒上七 12~14） 

5.撒母耳執事(服事)的擴大（撒上七 15~17） 

前兩章給我們看見，神自己維持了祂的榮耀。這一章
給我們看見，神自己作了復興的工作。神要我們看見
了一切都是神自己來作，人不能作什麼。人是要信而
順服，讓神來使用。  



神復興自己的工作(撒上第七章) 
1.聖靈在人心中動了工（撒上七 1~2） 

『基列耶琳人就下來，將耶和華的約櫃接上去，放在
山上亞比拿達的家中，分派他兒子以利亞撒看守耶和
華的約櫃。約櫃在基列耶琳許久。過了二十年，以色
列全家都傾向耶和華。』 

『約櫃停在基列耶琳許久。』 

 神的靈一直在以色列人心中運行，以色列全家都 
  悲傷哀痛地仰望著耶和華。 

【詩五十一17】「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聖靈 

工作的結果，把人帶到神面前來。 



神復興自己的工作(撒上第七章) 
2.撒母耳正確的帶領（撒上七 3~6） 

【撒上七3】「撒母耳對以色列全家說：“你們若一心
歸順耶和華，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亞斯他錄從你們中間
除掉，專心歸向耶和華，單單地事奉他。他必救你們
脫離非利士人的手。」 

【撒上七6】「他們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澆在耶和華
面前，當日禁食，說：“我們得罪了耶和華。”於是
撒母耳在米斯巴審判以色列人。」 

 撒母耳帶領以色列人所當注意的，乃是一心歸向主
的問題。 

• 偶像除掉，生命長進。 
• 悔改，禁食，認罪，喜樂和平安。 



神復興自己的工作(撒上第七章) 
3.爭戰的發生（撒上七 7~11） 

【撒上七 7~11】「非利士人聽見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
巴，他們的首領就上來要攻擊以色列人。以色列人
聽見，就懼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對撒母耳說以色
列人對撒母耳說：“願你不住地為我們呼求耶和華
我們的神，救我們脫離非利士人的手。”… 當日耶
和華大發雷聲，驚亂非利士人，他們就敗在以色列
人面前。以色列人從米斯巴出來，追趕非利士人，
擊殺他們直到伯甲的下邊。」 

  以色列人屬靈的光景，撒母耳摸清楚神的心意，按
著神的旨意祈求，蒙神的應允。 

有神的工作，就有魔鬼的逼迫和攻擊。 
因信乘勝追趕擊殺仇敵，宣告基督的得勝。  



神復興自己的工作(撒上第七章) 
4.以便以謝/爭戰的結果（撒上七 12~14） 

【撒上七12】「撒母耳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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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如今耶和華都幫
助我們。”從此，非利士人就被制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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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城邑，從以革倫直到迦
特，都歸以色列人 …… 以色列人與亞摩利人和好。」 

 以色列人的心都轉向耶和華。基督是神施恩的根源和
根基，我們得到一切的幫助，無一不是因著基督。凡在
基督裏，站在主這一邊的人，真是何等有福！ 

以色列的歷史，每一個基督徒的經歷，都可以 
讚美說『以便以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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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復興自己的工作(撒上第七章) 
5.撒母耳執事(服事)的擴大（撒上七 15~17） 

【撒上七 15~17 】「撒母耳平生作以色列的士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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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的家在那裡，也在那裡審
判以色列人，且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撒母耳乃是被興起的士師中最末了而又最大的一位，
因為從來沒有一位士師兼有先知和祭司二職，也從來沒
有一位士師屬靈的分量超過撒母耳。 

一個人屬靈執事(事工)的大小，乃在於他 
屬靈生命的光景。 



撒母耳晚年的光景(撒上第八章) 

1.撒母耳立他兒子作士師（撒上八 1~3） 

2.以色列的長老要求立王（撒上八 4~9） 

3.神警戒的話（撒上八 10~18） 

4.百姓不肯接受警告（撒上八 19~22） 



撒母耳晚年的光景(撒上第八章) 

1.撒母耳立他兒子作士師（撒上八 1~3） 

【撒上八1】「撒母耳年紀老邁，就立他兒子作以色列
的士師。 長子名叫約珥，次子名叫亞比亞，他們在別
是巴作士師。 他兒子不行他的道，貪圖財利，收受賄
賂，屈枉正直。」 

 撒母耳年紀老邁，心思就不夠清明。多少神的僕人到
老年的時候，屬靈的情形就顯出暮氣沉沉的光景。從聖
經我們可以看見，以撒就是明顯的一個例證。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面的人雖然毀壞，裡面 
的人卻一天新似一天。』（林後四16） 



撒母耳晚年的光景(撒上第八章) 
2.以色列的長老要求立王（撒上八 4~9） 

「以色列的長老都聚集，來到拉瑪見撒母耳， 對他說：
“你年紀老邁了，你兒子不行你的道。現在求你為我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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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對撒母耳
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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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我領他們
出埃及到如今，他們常常離棄我，事奉別神。現在他們向
你所行的，是照他們素來所行的。故此你要依從他們的話，
只是當警戒他們，告訴他們將來那王怎樣管轄他們。” 」 

神愛的流露。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神也警告人，他們
如此行，所要遇到的難處和痛苦。 



撒母耳晚年的光景(撒上第八章) 

3.神警戒的話（撒上八 10~18） 

 這一段話共有六個『取』字（11節的派也可譯作取）。
他們所求立的王，『必取他們的兒子為他趕車……必取
他們的女兒為他製造香膏……必取他們最好的田地……
你們的糧食……他必取十分之一……又必取你們的僕人
婢女……你們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 

 世上君王都是向他的百姓索「取」，為著自己的權勢和
享受，盡他們所能的從百姓身上剝削，因而苛重稅，橫徵
暴斂，不顧人們的痛苦，一味的索取。撒母耳對他們說，
他們所求的王，也要這樣對待他們。基督/神作王，不是
取，乃是給，祂沒有留下一樣好處不給祂的兒女。 



撒母耳晚年的光景(撒上第八章) 

4.百姓不肯接受警告（撒上八 19~22） 

 以色列人仍是硬著頸項，不肯聽勸。他們既是一定要一
個天然的人來作他們的王，撒母耳就再一次將他們的要求，
陳明在耶和華面前；耶和華也再一次吩咐撒母耳只管依從
他們的話。因此撒母耳就不再向他們勸告了，就打發他們
各歸各城去，等候神照他們所求的，選立一人作他們的王。 

 【申十七14~16】「到了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得了
那地居住的時候，若說：‘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圍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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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王不可為
自己加添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他也不可為自
己多立妃嬪，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為自己多積金銀。」 



憑肉體選出的掃羅 (撒上第九章) 

1.受膏之前的掃羅 

2.掃羅被選立為王 

 神的主權/旨意 及 許可 
 神的話傳給掃羅 

因以色列人的強求，神才許可為他們立王。憑
肉體撒種，必從肉體收敗壞，以色列人所得到
的是一位屬肉體的君王。這君王帶給他們很大
的痛苦和難處，掃羅的歷史就證明這一事實。 



憑肉體選出的掃羅 (撒上第九章) 
1.受膏之前的掃羅 

 父親是一個大能的勇士(九1)。 

 壯健，俊美，無人能比，比眾民高過一頭(九2)。 

 找父親的幾頭驢，走過以法蓮山地及便雅憫地(九3~4)。 

 恐怕我父親不為驢掛心，反為我們擔憂(九5)。 

 僕人提議去見神人，能指示當走的路。(九6)。 

 有什麼禮物可送那神人呢(九7-10)？ 

 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憫人。家是便雅憫支派中至
小(九20~21)。 

沒提到掃羅尋求神，有禱告和交通的生活(屬靈 
的事)。神還沒有找到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神 
就只好答應他們，把一個次好的給他們。 



憑肉體選出的掃羅 (撒上第九章) 

2.掃羅被選立為王 

【撒上九17】 「撒母耳看見掃羅的時候，耶和華就對他
說：看哪！這人就是我對你所說的，他必治理我的民。」 
【撒上九27】「撒母耳對掃羅說：“要吩咐僕人先走
（僕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這裡，等我將神的話傳與
你聽。”」 
 尋找驢原是一件小的事，也都有神的管理和安排。 
 撒母耳傳達給掃羅  神的話(直接從神那裡而來的話)。 

我們必須先聽見了主的話語，然後才能接受 
差遣，把主的話語傳給人。 



1.【詩三十二 10】『惡人必多受苦楚，惟獨倚靠耶和
華的，必有慈愛四面環繞他。』  

2.【詩五十一 17】『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
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3. 以色列的歷史，每一個基督徒的經歷，都可以讚美 
   說『以便以謝』。    

第四課 結論及應用 

天父！求祢光照我們的生命，讓我們的生命真真實實 
的扎根於祢自己，不要讓我們生命中有那些祢看為虛 
無的倚靠，好讓我們更多領受祢要給我們的祝福， 
就是祢自己的同在！奉主耶穌的名祈求，阿們！ 



失去了神的同在。造成這樣
的結果，是因為以色列人的
緣故 — 他們在生活的各個
層面上離棄了神。 忘記是
神讓他們如此，他們也忘記
神才是他們真正的倚靠。 
國中充滿了人手所造的偶像。
國中從上到下都離棄神，大
大惹動神的憤怒。 

撒母耳不單將一個堅定而神聖的警告擺在百
姓面前，且在11至18節列出不應立王的理由

：指出那些君王將強迫青年人為他們趕車、
作戰、服勞役；又派百姓耕種；收割莊稼，
並命令婦女燒飯烤餅。他們的葡萄園、農田
、土地的十分之一都將充公；繁苛的賦稅將
使百姓不勝負荷。他們辛苦賺來的錢將被王
任意揮霍享樂。正如撒母耳說：「那時你們
必因所選的王哀求耶和華，耶和華卻不應允
你你。」（18節）全民將會悔恨哀號，但為
時已晚。 以上11至18節亦是預言，到所羅

門王時代全都兌現了。列王中只有大衛能盡
受膏君王忠於神所付託，並在政治上建立強
大的國家。他的後繼者無一人能像他。 

(撒上三 19~21) 『撒母耳
長大了，耶和華與他同在，
使他所說的話，一句都不落
空。從但到別是巴所有的以
色列人，都知道耶和華立撒
母耳為先知。耶和華又在示
羅顯現，因為耶和華將自己
的話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
把這話傳遍以色列地。』 

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恤
他；當歸向我們的神，因為神
必廣行赦免。(賽 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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