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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 1 - 6

1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争战。

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在基利波有被杀仆倒的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仆倒的。

2 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

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单 亚比拿达 麦基舒亚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亚比拿达、麦基舒亚。

3 势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

4 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 「你拔出刀来 将我刺死4 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
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

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 不肯刺他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

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

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 也伏在刀上死了5 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

6 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与拿他兵器的人 以及跟随他的人 都 同死亡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

扫罗扫罗 -- 个性与灵性个性与灵性
撒母耳记上的结局是扫罗死了。

撒母耳记上 下原来是 本 它的背景撒母耳记上、下原来是一本，它的背景 ─
开始的时候撒母耳出来，妈妈哈拿的缘故，

让以色列有一个 后的士师撒母耳，

带领以色列从士师进入王朝，

以色列就脱离了士师四百年的黑暗

在王朝时期，外邦通通降服了，在王朝时期，外邦通通降服了，

过去是示罗的约柜时期
撒母耳、扫罗、大卫之后，撒母耳、扫罗、大卫之后，

以色列就从祭司、会幕，进入先知时期，

变成祭司、先知、君王交错的转折时期变成祭司、先知、君王交错的转折时期

所以在政治上、在宗教上，都是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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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书从零落的十二支派惧怕外邦情景开场，

结束的时候 ─ 外邦臣服大卫王朝为高潮结束的时候  外邦臣服大卫王朝为高潮

2. 全书从示罗 ─ 不知名的会幕，

腐败的祭司以利把持灵性黯淡的光景开始，腐败的祭司以利把持灵性黯淡的光景开始，

结束的时候 ─ 大卫在耶路撒冷买到地，

准备为儿子所罗门王预备圣殿来结束准备为儿子所罗门王预备圣殿来结束

3. 撒母耳记上、下通通有转折点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 ─

撒母耳先知膏大卫，大卫打败歌利亚，

进到扫罗追杀大卫

 撒母耳记下十二章 ─
大卫犯色情的罪之后，全家被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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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在掌权 ─ 整本书神的灵运行十五次，

七次是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七次是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

因为扫罗离开上帝，恶魔就来侵扰扫罗，
扫罗不靠上帝、不顺服上帝，扫罗不靠上帝、不顺服上帝，
因此大卫被兴起、被膏，来代替扫罗。

圣灵在人的历史当中掌权。圣灵在人的历史当中掌权。

History is His story ─ 历史是他的故事。

撒母耳记上下人物…哈拿出来、撒母耳被举、

扫罗成为王、大卫成为王，

人物轮流上场、改变，上帝主权不变，

History 仍然是他的 story ─

仍然是他掌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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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拿不孕，成了多子的乐母，

生出了撒母耳 ─ 膏了扫罗、大卫；生出了撒母耳  膏了扫罗、大卫；

结束士师四百年黑暗的，是不会生孩子的哈哈拿拿！！

从士师记来看 可以帮助世俗化的人物从士师记来看，可以帮助世俗化的人物，

竟然是洞口的拿俄米、路得、哈拿。

姐妹们不要小看妳的角色，

邱吉尔讲得对 ─ 「主宰国家命运的，

不是浮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而是摇篮边的那双手。」是摇篮边的那双手。」

家庭礼拜、家庭崇拜非常重要，

背后有主权背后有主权。

‧撒母耳记特征‧上帝的主权 ‧开始‧功劳‧问题‧反思‧结局

2. 声势显赫的以利竟然死于羞辱

3 追驴的扫罗被膏为王3. 追驴的扫罗被膏为王

4. 无名的牧羊童大卫竟然被膏为王

整本 就发觉上帝在拣选人整本书就发觉上帝在拣选人 ─
上帝有主权、上帝有拣选，

他拣选撒母耳，

以色列人希望王，上帝给他们扫罗，

之后上帝再挑大卫。

诗七五6 7 因为高举非从东 非从西 也非从南而来诗七五6-7 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
惟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

这本书有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信实、上帝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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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处理约柜，提醒 ─
上帝是不可以被操作的，你不可以掌控上帝；帝是 操作 ， 掌 帝；

奥古斯丁所说什么叫偶像崇拜 ─
「敬拜该被使用的，或是使用该被敬拜的」。「敬拜该被使用的，或是使用该被敬拜的」。

以利的两个儿子，把约柜挟持到战场，
却发觉不能保证以色列人可以得胜敌人却发觉不能保证以色列人可以得胜敌人

约柜放在非利士庙里，也不能保证得上帝的祝福

扶住上帝约柜的乌撒 ─ 死扶住上帝约柜的乌撒 ─ 死

蒙福的关键不是约柜。

撒上七1-4 ─ 基列耶琳的人，
遵守上帝的道，因此上帝祝福他。

听神的话、心里听上帝的道，而不是因为你自己拒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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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七3 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
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她录从你们中间除掉，

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事奉他。」

你不能假约柜、假教堂、假以利的儿子，你不能假约柜、假教堂、假以利的儿子，
任何心里以外的行为，以为可以抓上帝，

是不可能让上帝被你操纵的；是不可能让 帝被你操纵的；

上帝是神，他有恩惠，但是他有主权。

扫 上帝不要以为你有机会成为扫罗、成为王，上帝把他换下来，

十五22b 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他虽然被抽签成为王，最后背弃上帝，
被厌弃到连梦 乌陵 先知都得不到任何启示被厌弃到连梦、乌陵、先知都得不到任何启示，

去交鬼、自杀、儿子也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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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灵性很好的。

第九章 ─ 去赶驴，碰到了撒母耳，去 驴，碰到 母耳，

撒母耳一膏他的时候…

新心十90 神就赐他一个新心。

十10 神的灵大大感动他。神的灵 感动 。

他也很谦卑，没有告诉叔叔说 ─
我现在已经被膏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了

基比亚的匪徒嘲笑他的时候，他没有理会

他灵性本来是不错的，

有圣灵、有心、谦卑、不在乎别人看不起他，有圣灵、有心、谦卑、不在乎别人看不起他，

没有年轻领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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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治 ─ 士师四百年的黑暗、十二支派的零散，
从他之后开始进入联合王国。

军事 ─ 外邦人在士师时代是予取予求的…
灵性堕落的历史，撒母耳记已经完全没有，

联合王国的王扫罗出去争战，

外邦臣服在联合王国扫罗第一个王的手下。

以色列的女子啊 当为扫罗哭号！

外 臣服在 合 国 罗第 王的手

经济 ─ 他死的时候，大卫给他写的哀歌…

撒下一24 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号！
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

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妆饰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妆饰。

他让以色列经济大大提升。

他是四百年士师黑暗当中，一颗闪亮的民族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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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要杀有功于国家的亲生儿子约拿单 (十四章)

2. 放世仇亚玛力人亚甲王一马 (十五章)

3. 追杀屡次有功于国家的青年才俊大卫，

 撒母耳记上的转折点 ─ 歌利亚出来的时候，
大卫一被称赞，他就嫉妒来追杀大卫

 任何人帮助大卫的 ─ 挪伯全城人，他把他杀了

最后没有先知 乌陵 任何人都不肯听他的

 用全国 精锐的部队追杀大卫

最后没有先知、乌陵、任何人都不肯听他的，

上帝也不再听他祷告，他竟然去找巫婆、交鬼，

自己立法不能交鬼 自己犯法自己立法不能交鬼，自己犯法。

死的时候(三十一章) 上帝是公义的。

问题不是灵性，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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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灵性崩溃前，个性已经有征兆

 他很急躁 (十三章) 他很急躁 (十三章)

他等先知撒母耳七天在吉甲，

非利士人像星跟海边的沙这么多的时候 他惧怕非利士人像星跟海边的沙这么多的时候，他惧怕；

惧怕大家都会，

可是撒母耳告诉他说 你要等我七天可是撒母耳告诉他说 ─你要等我七天，

但是他等不及了…
自己不是祭司 不是利未人 竟然赶快献祭自己不是祭司、不是利未人，竟然赶快献祭。

关键是不能等关键是不能等，

没有想到一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
惧怕的时候，个性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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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众附和、贪小便宜 (十五章)

1. 灵性崩溃前，个性已经有征兆

随众附和、贪小便宜 (十五章)

上帝透过撒母耳告诉他：把亚玛力人全杀了。

十五7 9 扫罗击打亚玛力人 从哈腓拉直到埃及前的的书珥书珥十五7-9 扫罗击打亚玛力人，从哈腓拉直到埃及前的的书珥书珥，
生擒了亚玛力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

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 也爱惜上好的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
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

凡下贱瘦弱的 尽都杀了

上帝的命令不重要的就遵守，贵重的东西，随众附和。

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

十五14-15 撒母耳说：「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
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

他看民调超过神调，他看民情超过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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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认错，在吉甲献祭 ─
1. 灵性崩溃前，个性已经有征兆

不肯认错，在吉甲献祭

十三13-14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
没有遵守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没有遵守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上帝给他第二次机会就是灭亚玛力人 他竟然留亚甲王

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上帝给他第二次机会就是灭亚玛力人，他竟然留亚甲王…
十五15 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

因为因为他们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 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因为他们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
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

别人错了，我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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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灵性崩溃前，个性已经有征兆

扫罗不肯认错，上帝果然借着撒母耳去膏大卫，扫罗不肯认错，上帝果然借着撒母耳去膏大卫，

十六13b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
十六14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十六14a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

约翰福音十五章 ─ 凡是不结果子的要修剪，

你的个性需要被修剪…
灵性在崩溃、耶和华的灵离开你之前，

个性已经有种种的征兆了 ─
上帝借着同工、事件、事奉、人际关系，

因此要留意 ─ 你的个性需要被修剪，

浮显你灵性已经出问题。

但他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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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放任个性，灵性终会瓦解

这个人的个性是自我中心造成，这个人的个性是自我中心造成，

产生许多致命的错误：

优柔寡断优柔寡断
儿子约拿单在前线勇敢杀敌的时候，

扫罗在惧怕里面 迟迟不敢支援约拿单扫罗在惧怕里面、迟迟不敢支援约拿单

该快不快、该慢不慢
军队在打仗的时候需要吃 他却吩咐军队(十四章)军队在打仗的时候需要吃，他却吩咐军队(十四章)

拼命追敌不准吃，要吃就要杀，约拿单差一点被杀
后来又因为太匆促吃了带血的肉 得罪耶和华后来又因为太匆促吃了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

乱下命令，出尔反尔，陷害忠良、滥杀无辜

逼走了良将大卫 连自己的儿子都要杀逼走了良将大卫，连自己的儿子都要杀
交的是烂的手下以东人多益，把挪伯城全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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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放任个性，灵性终会瓦解

关键就是大卫，大卫打倒歌利亚…关键就是 ， 打倒歌利

嫉妒

十八7 众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嫉妒的结果 ─
十八8 扫罗愤怒、不喜悦，十八9 他怒视大卫

甚至拿枪要砸大卫、用女儿为钓饵要杀大卫、
用儿子抓大卫、全国精锐部队追杀大卫、

杀挪伯祭司、帮助过大卫的人…
这个人什么都敢做。

灵性可以帮助个性苏醒，
但是如果个性不被修剪 会把你的灵性拖垮。但是如果个性不被修剪，会把你的灵性拖垮。

人间很多领导很自私，大卫的老板扫罗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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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结局的时候，非常悲哀啊！

他真正的仇敌绝对不是大卫，

三十一章 ─ 真正的敌人已经布好阵，

在基利波山，准备把你一枪毙命；

他碰到困难了、去交鬼，把撒母耳召上来…

所招出来的撒母耳是真人还是真鬼？所招出来的撒母耳是真人还是真鬼？

比较多的学者发觉可能是本身 ─
1 因为他预言1. 因为他预言

二十八16-17 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
且与你为敌 你何必问我呢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

耶和华照他藉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

这个预言应验 ─ 扫罗被杀，讲的预言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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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撒母耳一 上来的时候说 ─ 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

很明显的撒母耳已经死了，是上帝涉入把他招起来

3. 交鬼的妇人看到撒母耳的时候大吃一惊…
上帝借着死人，在撒母耳出来的时候，让扫罗死，上帝借着死人，在撒母耳 来 时候， 罗死，

看到上帝的主权

结果扫罗软趴趴的让非利士人杀他，

儿子死、他也死！儿子约拿单死得很冤枉…

父亲的背影，

个性不被修剪，害死了孩子。

求主帮助我们当父母亲的

─个性被修剪。



亲爱的主 祷告祷告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

祷告祷告
帮助我们生命的每 个角落

尊主的名为圣，

不讨你喜欢的个性修剪它不讨你喜欢的个性修剪它，

好让我们

更完全 更讨天父的喜欢更完全、更讨天父的喜欢、

更彰显你的荣美。

不管我们是王或是手下不管我们是王或是手下，

每一个角落都被主洗干净、讨主的喜欢。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