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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月 02日 

撒母耳記上 
第五課  

以色列第一個王掃羅  



神的旨意及印證(證實) 
【民十六 1~3】「利未的曾孫、哥轄的孫子、以斯哈
的兒子可拉，和流便子孫中以利押的兒子大坍、亞比
蘭，與比勒的兒子安， 並以色列會中的二百五十個首
領，就是有名望選入會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來， 
聚集攻擊摩西、亞倫，說：“你們擅自專權！全會眾
個個既是聖潔，耶和華也在他們中間，你們為什麼自
高，超過耶和華的會眾呢？” 」 

【民十六 41】「第二天，以色列全會眾都向摩西、亞
倫發怨言說：“你們殺了耶和華的百姓了。”」 
【民十七8】「第二天，摩西進法櫃的帳幕去。誰知利
未族亞倫的杖已經發了芽，生了花苞，開了花，結了
熟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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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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課  課程大綱   

 掃羅被立為王的經過 (撒上第十章) 
 掃羅率以色列人爭戰得勝的經歷 
   (撒上第十一章) 
 撒母耳如何忠於他的職分  
   (撒上第十二章) 

中心信息 

掃羅成為以色列人第一任君王的過程。撒母耳  
勸告以色列民，在君王的統治下，要對神      

忠心。否則，他們和王必一同滅亡。 



掃羅被立為王的經過(撒上第十章) 

1.神藉撒母耳向掃羅說話的經過和內容（1~8） 

2.掃羅初步的經歷（9~13） 

3.撒母耳在眾人面前選立掃羅為王（17~24） 

4.撒母耳智慧的帶領（25~27） 

掃羅最缺少的，並不是天然方面的才幹，乃是在
屬靈方面，他差的太遠了。他沒有和神發生過直
接的關係，他在屬靈的事上是門外漢。因此神必
須藉著撒母耳及聖靈在這方面來幫助他。 



掃羅被立為王的經過(撒上第十章) 
1.神藉撒母耳向掃羅說話的經過和內容（1~8）  

【撒上十 1】「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掃羅的頭上，與
他親嘴，說：“這不是耶和華膏你作祂產業的君嗎？」 

 神的揀選和設立，愛裡的接納及交通，神膏掃羅，
乃是要他作以色列的君王。 

 預言：找着驢(2節)。要從拜神的人手中接受餅的供
應(3~4節)。要和先知們一同受靈感而說話(6節)。要
變為另一個人(6節)。神與他同在(7節）。 

要等候七日，等候神指示當行的事（8節）。等候，
再等候，等候神指示當行的事。 



掃羅被立為王的經過(撒上第十章) 

2.掃羅初步的經歷（9~13） 

【撒上十9】「掃羅轉身離別撒母耳，神就賜他
一個新心。當日這一切兆頭(預言)都應驗了。」  

 神給他另一顆心：轉變他/改變了他。 

 神主動給掃羅印證(證實)。 

神能改變人的心，神能改變人的行為，神能改變 
人的生活，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願榮耀歸給 
祂! 我們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發出（箴四23）。 



3.撒母耳在眾人面前選立掃羅為王（17~24） 

 再一次譴責以色列人離棄神而求立王的事（17~19），
這件事實在是傷了神的心。 

 就叫以色列眾支派到神面前來掣籤，結果就掣出便
雅憫支派基士的兒子掃羅來（20~21）。 

 掃羅卻把自己隱藏起來，耶和華指示他們說：『他
藏在器具中了』（22）。掃羅從器具中被領出來，
他站立在神和百姓中間，身體比眾人高過一頭
（23）。眾民就大聲歡呼說：『願王萬歲。』 

在神面前尋求神的心意。人所喜歡的，都是外表 
的情形，有幾人能看透掃羅裡面的虛空呢？ 

掃羅被立為王的經過(撒上第十章) 



4.撒母耳智慧的帶領（25~27） 

『撒母耳將國法(王位的條例)對百姓說明，又記於書上，
放在耶和華面前，然後遣散眾民，各歸各家去了。掃羅
往基比亞回家去，有神感動的一群人跟隨他。但有些匪
徒說，這人怎能救我們呢？就藐視他，沒有送他禮物，
掃羅卻不理會』。 
 

 要正式立國必須先頒佈國法，說明王要如何治理這國。 
 掃羅回家。在一群人中間學習作領袖。 
 掃羅能忍受，不為自己有任何申辯，或作其他反應。 

保羅說：『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
以為極小的事』（林前四2）。 

掃羅被立為王的經過(撒上第十章) 



掃羅率以色列人爭戰得勝的經歷 
   (撒上第十一章) 

1.仇敵的挑戰（撒上十一 1~3） 

2.百姓的驚恐（撒上十一 4~5） 

3.掃羅的反應（撒上十一 6~7） 

4.爭戰的準備（撒上十一 8~11） 

5.仇敵的失敗（撒上十一 11） 

6.掃羅的度量（撒上十一 12~13） 

7.被立為王（撒上十一 14~15） 

8.獻祭與喜樂（撒上十一 15） 



掃羅率以色列人爭戰得勝的經歷 
   (撒上第十一章) 

1.仇敵的挑戰（撒上十一 1~3） 

「亞捫人的王拿轄上來，對著基列雅比安營。雅比眾人
對拿轄說：“你與我們立約，我們就服事你。” 亞捫
人拿轄說：“你們若由我剜出你們各人的右眼，以此淩
辱以色列眾人，我就與你們立約。” 雅比的長老對他
說：“求你寬容我們七日，等我們打發人往以色列的全
境去，若沒有人救我們，我們就出來歸順你。”」 

神許可讓仇敵前來攻擊，好叫掃羅有機會經歷 
爭戰而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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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率以色列人爭戰得勝的經歷 
   (撒上第十一章) 

2.百姓的驚恐（撒上十一 4~5）  

「使者到了掃羅住的基比亞，將這話說給百姓聽，
百姓就都放聲而哭。 掃羅正從田間趕牛回來，
問說：“百姓為什麼哭呢？”眾人將雅比人的話
告訴他。 」 

對神又失去了信心。更忘記了撒母耳所立的石頭，
名叫以便以謝 (耶和華到如今都幫助我們)。   



掃羅率以色列人爭戰得勝的經歷 
   (撒上第十一章) 

3.掃羅的反應（撒上十一 6~7） 

「掃羅聽見這話，就被 神的靈大大感動，甚是
發怒。他將一對牛切成塊子，託付使者傳送以色
列的全境，說：“凡不出來跟隨掃羅和撒母耳的，
也必這樣切開他的牛。”於是耶和華使百姓懼怕，
他們就都出來，如同一人。」 

神的靈大大感動的結果。為神發怒有時是不可少 
的。眾人如同一人，是爭戰得勝極重要的因素。 



掃羅率以色列人爭戰得勝的經歷 

4.爭戰的準備（撒上十一 8~11） 

「掃羅在比色數點他們：以色列人有三十萬，猶大
人有三萬。眾人對那使者說：“你們要回復基列雅
比人說，明日太陽近午的時候，你們必得解救。”
使者回去告訴雅比人，他們就歡喜了。於是雅比人
對亞捫人說：“明日我們出來歸順你們，你們可以
隨意待我們。” 第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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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二人同在一處的。」 

教會如要有強的事奉，也必須有分隊的配搭。 
珍視每天的早晨，追求作一個得勝者 



掃羅率以色列人爭戰得勝的經歷 
   (撒上第十一章) 

5.仇敵的失敗（撒上十一 11） 

「第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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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二人同在一處的。」 

如果有兩三個人同心合意禱告，他們在地上 
所捆綁的，天上也要捆綁。同心合意， 

乃是教會得勝爭戰的重要因素。 



掃羅率以色列人爭戰得勝的經歷 
   (撒上第十一章) 

6.掃羅的度量（撒上十一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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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好殺死他。” 
掃羅說：“今日耶和華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
以不可殺人。”」 

掃羅看清楚是神施行拯救，不是他自己的功勞。
一個充滿了 神的愛，而忘記了自己的人， 

他的度量自然就擴大。 



掃羅率以色列人爭戰得勝的經歷 

7.掃羅被立為王（撒上十一 14~15） 

「撒母耳對百姓說：“我們要往吉甲去，在那裡
立國。” 眾百姓就到了吉甲那裡，在耶和華面
前立掃羅為王，又在耶和華面前獻平安祭。掃羅
和以色列眾人大大歡喜。」 

作王不僅是一個地位的問題，更是生命增長和屬 
靈分量的問題。生命長大成熟了，屬靈分量夠重 
了，自然就彰顯君王的豐采與實際。 
啟示錄十七章十四節說：『羔羊是萬主之主， 
萬王之王，同著羔羊，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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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率以色列人爭戰得勝的經歷 

8.獻祭與喜樂（撒上十一 15） 

「眾百姓就到了吉甲那裡，在耶和華面前立掃羅
為王，又在耶和華面前獻平安祭。掃羅和以色列
眾人大大歡喜。」 

平安祭也可稱為感恩祭（參看利未記三章一節）。 
他們蒙恩之後，就在神面前獻上這感恩的祭。 
我們常是蒙恩，卻往往忘記了謝恩。他們 
立王及獻祭，是在耶和華面前，必定是 

心中喜樂，因祂是我們的喜樂。 



撒母耳如何忠於他的職分  
   (撒上第十二章) 

1.撒母耳的自白（撒上十二 1~5） 

2.撒母耳繼續忠心于先知和祭司的職分 
 （撒上十二 6~25） 

撒母耳一人兼有三個職分，就是先知、祭司和士
師。如今掃羅既被立為君王，士師的職分從此就
告一段落，他今後就不用再負治理以色列民之責
了。至於先知和祭司，卻是一生一世的執事。 



撒母耳如何忠於他的職分  

1.撒母耳的自白（撒上十二 1~5） 

「我從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們面前行。我在這裡，你
們要在耶和華和祂的受膏者面前，給我作見證，我奪過
誰的牛，搶過誰的驢，欺負過誰，虐待過誰，從誰手裡
受過賄賂，因而眼瞎呢？ 若有，我必償還。眾人說，
你未曾欺負過誰，虐待過誰，也未曾從誰手裡受過什麼。
撒母耳對他們說，你們在我手裡找著什麼，有耶和華和
祂的受膏者今日為證。他們說，願祂為證。」 

使徒保羅曾有過這樣的宣告：『我們向你們信主
的人，是何等聖潔公義，無可指摘，有你們 

   作見證，也有神作見證。』（帖前二10） 



撒母耳如何忠於他的職分  
2.撒母耳繼續忠心于先知和祭司的職分(十二 6~25) 

 6~11：述說過去神如何眷顧帶領他們的列祖，並如何
拯救他們脫離仇敵的手，他們才可安然居住。 

 12~18：他們棄絕了耶和華作他們的王。撒母耳又求
神打雷降雨，來證實他們確是犯了重大的罪。 

 20~25：當以色列人認罪以後，撒母耳立刻用話語勸
慰他們叫他們不要懼怕，提醒他們要『敬畏耶和華，誠
誠實實的忠心事奉祂。』『至於我撒母耳，斷不停止為
你們禱告。』 

代禱是祭司最重要的服事，因我們的大祭司主耶
穌，也是長遠活著，替我們祈求（來七 25）。 



第五課  課程大綱   

 掃羅被立為王的經過 (撒上第十章) 
 掃羅率以色列人爭戰得勝的經歷 
   (撒上第十一章) 
 撒母耳如何忠於他的職分  
   (撒上第十二章) 

中心信息 

掃羅成為以色列人第一任君王的過程。撒母耳  
勸告以色列民，在君王的統治下，要對神      

忠心。否則，他們和王必一同滅亡。 



1 【賽五十五 7】「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
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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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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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神，誠誠實實的盡心事奉祂， 
  就會得到祂的福氣。  

第四課 結論及應用 

主耶和華啊，有何神能像祢作为奇妙，大而可畏，伸出 
祢大能的膀臂，施行拯救！感谢主，祢是我的生命，主 
祢救我脱离自己，不断赐下恩惠和怜悯。赞美祢，耶稣 
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祢怎样怜恤 
古时那些仰望祢的人，祢也怎样怜恤我，使我因祢而刚 
强。哈利路亚，祢的慈爱不改变，在祢没有转动的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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