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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 
第六課  

掃羅王違背神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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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課  課程大綱   

 掃羅在試驗中失敗 (撒上第十三章) 

 以色列人轉危為安 (撒上第十四章) 

 掃羅王違背神的命令 (撒上第十五章) 

中心信息 

掃羅王在軍事上的功績是不可抹煞的；可惜他違
背神的命令。『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
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
公羊的脂油。』（撒上十五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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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在試驗中失敗(撒上第十三章) 

1.掃羅為戰爭作的準備 （1~7） 

2.掃羅在試驗中失敗（8~12） 

3.撒母耳責備的話（13~15） 

4.以色列貧弱的光景（16~22） 

掃羅雖然被揀選為王，也有膏油在他身上，雖然
他各方面的表現也很不錯，雖有作王的才能和風
度，同時又有爭戰得勝的經驗，堪負一個領導艱
巨的責任，但是還差一件，就是尚未經過試驗。 



1.掃羅為戰爭作的準備（1~7） 

 掃羅登基年四十歲的爭論。 

 掃羅被立為王的一個大目的，是要領導以色
列人消滅非利士人，不受其轄制。 

 掃羅選了精兵三千，由自己率領二千，另一
千就交給長子約拿單領導，去攻打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有戰車三千輛，馬兵六千，步兵多
如海邊的沙。以色列百姓見危急窘迫，就躲藏，
甚至有的過了約旦河，逃到迦得和基列地。掃
羅還是在吉甲，百姓都震顫發抖、跟從着他。 

掃羅在試驗中失敗(撒上第十三章) 



2.掃羅在試驗中失敗（8~12） 

 掃羅照著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 

 掃羅因核心軍隊只剩下六百人和仇敵的逼近，
掃羅濫用權柄，擅自獻上燔祭和平安祭。 

 掃羅沒有認罪，竟把責任推在撒母耳身上。 

詩十九13: 求你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 
往往等候到最忍不住，最難再忍下去的時候，就 
是神的答應快要來到的時候。 

掃羅在試驗中失敗(撒上第十三章) 



3.撒母耳責備的話（13~15） 

 撒母耳對掃羅說，你作了糊塗事了。沒有遵守 
耶和華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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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毫無認錯的表示。 

大衛王雖然也曾犯罪，跌倒，神差遣先知去責備， 
他立刻就認罪說：『我得罪耶和華了！』同時他 
還寫了詩篇五十一篇，說出他在神面前如何憂傷 
並悔改。 

掃羅在試驗中失敗(撒上第十三章) 



4.以色列貧弱的光景（16~22） 

 以色列人中只有六百個士兵。那時以色列全地，
沒有一個鐵匠，軍隊缺乏武器，手裡有刀有槍的，
除掃羅和約拿單而外，別無他人了。 

 但仇敵非利士人卻有戰車、馬兵、人數眾多，
分成三隊挺進攻打以色列人。 

爭戰的勝敗是在乎神。以色列人是否能信心的 
依靠以便以謝的耶和華。 

掃羅在試驗中失敗(撒上第十三章) 



以色列人轉危為安 (撒上第十四章) 

1.掃羅和約拿單擊敗非利士人（十四 1-23） 

2.掃羅的愚昧（十四 24-35） 

3.百姓救約拿單（十四 36-46） 

4.掃羅軍事成就概略（十四 47-52） 

十三章中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情形，誰佔優勢
，誰處下風，顯而易見。那時以色列人裝備全無
，士氣下沉，而掃羅則戰戰兢兢，一籌莫展，除
了有意外之事 發生叫非利士人自動撤退外，他

再沒有什麼制敵的上策了。但十四章，卻有奇妙
之事發生。 



1.掃羅和約拿單擊敗非利士人（十四 1-23） 

 約拿單見事情危急，就實行採取游擊戰術。 

 出於一顆信靠神的心：神使人得勝，不在乎人
多人少。 

 非利士人的軍隊大大害怕，掃羅和他的軍隊一
同參入戰爭，連那些先前住在非利士人中間的希
伯來人也 參與殺敵。 

神幫助約拿單大獲全勝。掃羅雖亦參戰，但真正
領導以色列軍作戰的是神。 

以色列人轉危為安 (撒上第十四章) 



2.掃羅的愚昧（十四 24-35） 

 掃羅起誓下禁令，在未曾向敵人報了仇之前，
軍民一律不得吃東西。 

 當時的軍隊，已饑餓到眼目昏花，四肢疲乏的
地步。約拿單卻沒有聽見父親的命令，吃了樹林
中的蜂蜜，眼睛就明亮起來。 

 軍隊軟弱，不能在攻打非利士人的戰爭中獲得
更大的勝利，並且喫了帶血的肉類得罪了神。 

以色列人轉危為安 (撒上第十四章) 



3.百姓救約拿單（十四 36-46）  

 掃羅要在夜間乘勝追擊非利士人，將他們殺盡，
但祭司認為不妥，建議先求問神。掃羅依例照做，
然內心可能不順服，故神沒有回答他。 

 掃羅轉話題，要查出誰不聽他的軍令。發現了
約拿單吃了些蜂蜜，要將約拿單處死。 

 但百姓陳明約拿單在以色列人中大行拯救，豈
可使他死呢？並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連他的
一根頭髮也不可落地，因為他今日與神一同作事。 

以色列人轉危為安 (撒上第十四章) 



4.掃羅軍事成就概略（十四 47-52） 

掃羅雖然有一些個人的缺點，但在軍事上的功績是
不可抹煞的。他南征北伐，東戰西擊，打敗四境的
仇敵。所以在掃羅時代，以色列國土的範圍，東到
約但河東岸的摩押與亞捫人境界，南臨以東，西達
非利士邊境，北至瑣巴（今敍利亞）。他又網羅各
處有能力的人或勇士，同心建國。 

 掃羅屬肉體的熱心，限制了神的作為。  
 掃羅築壇尋求耶和華，神沒有回答。 
 約拿單與神一同作事，神拯救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轉危為安 (撒上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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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章記載，掃羅作王後第一次受試驗。可惜
他經不起神的試驗，已經顯出他是不合身的心
意了。本章是他作王後第二次受試驗，這也是
神給他最後一次機會，可惜他在這試驗之下，
竟然完全失敗，終於被神離棄。 

掃羅王違背神的命令(撒上十五章) 

  掃羅被棄絕（十五 1-23） 

 掃羅後悔已晚（十五 24-35） 



1.掃羅被棄絕（十五 1-23） 

 萬軍之耶和華要掃羅擊打亞瑪力人，滅盡他們所
有的，不可憐惜 ，將……盡行殺死。 

 掃羅生擒了亞瑪力王亞甲，也愛惜上好的……並
一切美物，不肯滅絕，凡下賤瘦弱的，盡都殺了。 

 掃羅雖然認罪，但推卸責任給百姓，且辯護百姓
的罪，是為要獻祭給你(撒母耳)的神。掃羅堅定地
不承認他違背了神。 

15:22 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 
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掃羅王違背神的命令(撒上十五章) 



2.掃羅後悔已晚（十五 24-35） 

 掃羅認罪，且求寬恕；卻又推卸責任說：『我
因懼怕百姓，聽從了百姓的話，所以才違背耶和
華的命令。』 

 掃羅也兩次提到『我好敬拜耶和華』，其實他
是作在百姓和長老的面前而已。撒母耳為了給掃
羅留一點面子，親手將亞瑪力王亞甲殺死。 

十三14『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 十五23『你 
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 』 

掃羅王違背神的命令(撒上十五章) 



第六課  課程大綱   

 掃羅在試驗中失敗 (撒上第十三章) 

 以色列人轉危為安 (撒上第十四章) 

 掃羅王違背神的命令 (撒上第十五章) 

中心信息 

掃羅王在軍事上的功績是不可抹煞的；可惜他違
背神的命令。『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
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
公羊的脂油。』（撒上十五 22） 



1.【撒上15:22b】「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
公羊的脂油。」我們要留心地聽、忠心地順
服神的話，這是最討神喜悅的事。掃羅因不
順從，被神厭棄，不再給他作王。 

2. 【腓二13】「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
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第四課 結論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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