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撒母耳記上三十一章 1 - 6

1 非利士人與以色列人爭戰。

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殺仆倒的。

2 非利士人緊追掃羅和他兒子們，

就殺了掃羅的兒子約拿單、亞比拿達、麥基舒亞。

3 勢派甚大，掃羅被弓箭手追上，射傷甚重，

4 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說：「你拔出刀來，將我刺死，

免得那些未受割禮的人來刺我，凌辱我。」

但拿兵器的人甚懼怕，不肯刺他；

掃羅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

5 拿兵器的人見掃羅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

6 這樣，掃羅和他三個兒子，

與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隨他的人，都一同死亡。

掃羅掃羅 -- 個性與靈性個性與靈性

撒母耳記上的結局是掃羅死了。

撒母耳記上、下原來是一本，它的背景─

開始的時候撒母耳出來，媽媽哈拿的緣故，

讓以色列有一個最後的士師撒母耳，

帶領以色列從士師進入王朝，

以色列就脫離了士師四百年的黑暗

在王朝時期，外邦通通降服了，

過去是示羅的約櫃時期

撒母耳、掃羅、大衛之後，

以色列就從祭司、會幕，進入先知時期，

變成祭司、先知、君王交錯的轉折時期

所以在政治上、在宗教上，都是過渡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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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書從零落的十二支派懼怕外邦情景開場，

結束的時候 ─ 外邦臣服大衛王朝為高潮

2. 全書從示羅 ─ 不知名的會幕，

腐敗的祭司以利把持靈性黯淡的光景開始，

結束的時候 ─ 大衛在耶路撒冷買到地，

準備為兒子所羅門王預備聖殿來結束

3. 撒母耳記上、下通通有轉折點

撒母耳記上十六章 ─

撒母耳先知膏大衛，大衛打敗歌利亞，

進到掃羅追殺大衛

撒母耳記下十二章 ─

大衛犯色情的罪之後，全家被追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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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在掌權─ 整本書神的靈運行十五次，

七次是惡魔從耶和華那裏來，

因為掃羅離開上帝，惡魔就來侵擾掃羅，

掃羅不靠上帝、不順服上帝，

因此大衛被興起、被膏，來代替掃羅。

聖靈在人的歷史當中掌權。

History is His story ─ 歷史是祂的故事。

撒母耳記上下人物…哈拿出來、撒母耳被舉、

掃羅成為王、大衛成為王，

人物輪流上場、改變，上帝主權不變，

History 仍然是祂的 story ─

仍然是祂掌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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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們不要小看妳的角色，

邱吉爾講得對 ─ 「主宰國家命運的，

不是浮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而是搖籃邊的那雙手。」

家庭禮拜、家庭崇拜非常重要，

背後有主權。

1. 哈拿不孕，成了多子的樂母，

生出了撒母耳 ─ 膏了掃羅、大衛；

結束士師四百年黑暗的，是不會生孩子的哈拿哈拿！！

從士師記來看，可以幫助世俗化的人物，

竟然是洞口的拿俄米、路得、哈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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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聲勢顯赫的以利竟然死於羞辱

3. 追驢的掃羅被膏為王

4. 無名的牧羊童大衛竟然被膏為王

整本書就發覺上帝在揀選人 ─

上帝有主權、上帝有揀選，

祂揀選撒母耳，

以色列人希望王，上帝給他們掃羅，

之後上帝再挑大衛。

詩七五6-7 因為高舉非從東，非從西，也非從南而來。

惟有神斷定；他使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

這本書有上帝的主權、上帝的信實、上帝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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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七1-4 ─ 基列耶琳的人，

遵守上帝的道，因此上帝祝福他。

聽神的話、心裏聽上帝的道，而不是因為你自己拒絕上帝。

這本書處理約櫃，提醒 ─

上帝是不可以被操作的，你不可以掌控上帝；

奧古斯丁所說什麼叫偶像崇拜 ─

「敬拜該被使用的，或是使用該被敬拜的」。

以利的兩個兒子，把約櫃挾持到戰場，

卻發覺不能保證以色列人可以得勝敵人

約櫃放在非利士廟裏，也不能保證得上帝的祝福

扶住上帝約櫃的烏撒 ─ 死

蒙福的關鍵不是約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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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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錄從你們中間除掉，

專心歸向耶和華，單單地事奉他。」

你不能假約櫃、假教堂、假以利的兒子，

任何心裏以外的行為，以為可以抓上帝，

是不可能讓上帝被你操縱的；

上帝是神，祂有恩惠，但是祂有主權。

不要以為你有機會成為掃羅、成為王，上帝把他換下來，

十五22b 撒母耳說：「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他雖然被抽籤成為王，最後背棄上帝，

被厭棄到連夢、烏陵、先知都得不到任何啟示，

去交鬼、自殺、兒子也死，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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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時候靈性很好的。

第九章 ─ 去趕驢，碰到了撒母耳，

撒母耳一膏他的時候…

十90 神就賜他一個新心。

十10 神的靈大大感動他。

他也很謙卑，沒有告訴叔叔說 ─

我現在已經被膏為以色列的第一個王了

基比亞的匪徒嘲笑他的時候，他沒有理會

他靈性本來是不錯的，

有聖靈、有心、謙卑、不在乎別人看不起他，

沒有年輕領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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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下一24 以色列的女子啊，當為掃羅哭號！

他曾使你們穿朱紅色的美衣，

使你們衣服有黃金的妝飾。

他讓以色列經濟大大提昇。

他是四百年士師黑暗當中，一顆閃亮的民族救星。

政治 ─ 士師四百年的黑暗、十二支派的零散，

從他之後開始進入聯合王國。

軍事 ─ 外邦人在士師時代是予取予求的…
靈性墮落的歷史，撒母耳記已經完全沒有，

聯合王國的王掃羅出去爭戰，

外邦臣服在聯合王國掃羅第一個王的手下。

經濟 ─ 他死的時候，大衛給他寫的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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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沒有先知、烏陵、任何人都不肯聽他的，

上帝也不再聽他禱告，他竟然去找巫婆、交鬼，

自己立法不能交鬼，自己犯法。

死的時候 (三十一章) 上帝是公義的。

問題不是靈性，是個性。

1. 他要殺有功於國家的親生兒子約拿單 (十四章)

2. 放世仇亞瑪力人亞甲王一馬 (十五章)

3. 追殺屢次有功於國家的青年才俊大衛，

撒母耳記上的轉折點 ─ 歌利亞出來的時候，

大衛一被稱讚，他就嫉妒來追殺大衛

任何人幫助大衛的 ─ 挪伯全城人，他把他殺了

用全國最精銳的部隊追殺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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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靈性崩潰前，個性已經有徵兆

他很急躁 (十三章)

他等先知撒母耳七天在吉甲，

非利士人像星跟海邊的沙這麼多的時候，他懼怕；

懼怕大家都會，

可是撒母耳告訴他說 ─ 你要等我七天，

但是他等不及了…
自己不是祭司、不是利未人，竟然趕快獻祭。

關鍵是不能等，

沒有想到一獻完祭，撒母耳就到了…
懼怕的時候，個性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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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眾附和、貪小便宜 (十五章)

上帝透過撒母耳告訴他：把亞瑪力人全殺了。

上帝的命令不重要的就遵守，貴重的東西，隨眾附和。

十五14-15 撒母耳說：「羊叫、牛鳴，是從哪裡來的呢？」

掃羅說：「這是百姓從亞瑪力人那裡帶來的。」

他看民調超過神調，他看民情超過神情…

十五7-9 掃羅擊打亞瑪力人，從哈腓拉直到埃及前的的書珥書珥，

生擒了亞瑪力王亞甲，用刀殺盡亞瑪力的眾民。

掃羅和百姓卻憐惜亞甲，也愛惜上好的

牛、羊、牛犢、羊羔，並一切美物，不肯滅絕。

凡下賤瘦弱的，盡都殺了。

1. 靈性崩潰前，個性已經有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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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認錯，在吉甲獻祭 ─

上帝給他第二次機會就是滅亞瑪力人，他竟然留亞甲王…

別人錯了，我沒有錯！

1. 靈性崩潰前，個性已經有徵兆

十五15 掃羅說：「這是百姓從亞瑪力人那裡帶來的；

因為因為他們他們愛惜上好的牛羊，要獻與耶和華你的神；

其餘的，我們都滅盡了。」

十三13-14 撒母耳對掃羅說：「你做了糊塗事了，

沒有遵守耶和華 ─ 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若遵守，耶和華必在以色列中堅立你的王位，直到永遠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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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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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靈性崩潰前，個性已經有徵兆

掃羅不肯認錯，上帝果然藉著撒母耳去膏大衛，

十六13b 耶和華的靈就大大感動大衛。

十六14a 耶和華的靈離開掃羅，有惡魔從耶和華那裡來擾亂他。

因此要留意 ─ 你的個性需要被修剪，

但他不肯！

約翰福音十五章 ─ 凡是不結果子的要修剪，

你的個性需要被修剪…
靈性在崩潰、耶和華的靈離開你之前，

個性已經有種種的徵兆了 ─

上帝藉著同工、事件、事奉、人際關係，

浮顯你靈性已經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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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放任個性，靈性終會瓦解

這個人的個性是自我中心造成，

產生許多致命的錯誤：

優柔寡斷

兒子約拿單在前線勇敢殺敵的時候，

掃羅在懼怕裏面、遲遲不敢支援約拿單

該快不快、該慢不慢

軍隊在打仗的時候需要吃，他卻吩咐軍隊 (十四章)

拼命追敵不准吃，要吃就要殺，約拿單差一點被殺

後來又因為太匆促吃了帶血的肉，得罪耶和華

亂下命令，出爾反爾，陷害忠良、濫殺無辜

逼走了良將大衛，連自己的兒子都要殺

交的是爛的手下以東人多益，把挪伯城全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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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放任個性，靈性終會瓦解

關鍵就是大衛，大衛打倒歌利亞…

嫉妒的結果 ─

十八8 掃羅憤怒、不喜悅，十八9 他怒視大衛

甚至拿槍要砸大衛、用女兒為釣餌要殺大衛、

用兒子抓大衛、全國精銳部隊追殺大衛、

殺挪伯祭司、幫助過大衛的人…
這個人什麼都敢做。

靈性可以幫助個性甦醒，

但是如果個性不被修剪，會把你的靈性拖垮。

人間很多領導很自私，大衛的老闆掃羅就是如此。

十八7 眾婦女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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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結局的時候，非常悲哀啊！

他真正的仇敵絕對不是大衛，

三十一章 ─ 真正的敵人已經布好陣，

在基利波山，準備把你一槍斃命；

他碰到困難了、去交鬼，把撒母耳召上來…

所招出來的撒母耳是真人還是真鬼？

比較多的學者發覺可能是本身 ─

1. 因為他預言

二十八16-17 撒母耳說：「耶和華已經離開你，

且與你為敵，你何必問我呢？

耶和華照他藉我說的話，已經從你手裡奪去國權。」

這個預言應驗─ 掃羅被殺，講的預言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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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掃羅軟趴趴的讓非利士人殺他，

兒子死、他也死！兒子約拿單死得很冤枉…

父親的背影，

個性不被修剪，害死了孩子。

求主幫助我們當父母親的

─個性被修剪。

2. 撒母耳一上來的時候說 ─ 你為什麼攪擾我，招我上來呢？

很明顯的撒母耳已經死了，是上帝涉入把他招起來

3. 交鬼的婦人看到撒母耳的時候大吃一驚…
上帝藉著死人，在撒母耳出來的時候，讓掃羅死，

看到上帝的主權

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生命的每一個角落

尊主的名為聖，

不討你喜歡的個性修剪它，

好讓我們

更完全、更討天父的喜歡、

更彰顯你的榮美。

不管我們是王或是手下，

每一個角落都被主洗乾淨、討主的喜歡。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