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道分解》撒母耳记上、下

第 1 讲：神如何使用撒母耳
1. 撒母耳使用祷告成就神的工作（撒上 7:213）
1.1. 巴力和亚斯她录（撒上 7:4）是当时当
地的人所敬拜的偶像，有些是农神，有
些是天气的神，他们相信巴力和亚斯她
录掌管这些神。
1.2. 十诫已清楚告诉以色列人不可拜别的
神，只可拜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出
20:3-5）
1.3. 以色列人却跟随迦南人敬拜他们的偶

2.

像。先知就知诉他们若全家都倾向耶和
华，必须从他们中间除掉这些偶像。
（撒上 7:2-3）
1.4. 非利士人（撒上 7:3 下）就是在迦南南
部海岸的古民族，其领土位于今日加萨
地区。
1.5. 人要与神的选民为敌，原因只有两个：
1.5.1. 有神就有鬼，属鬼的子民一定会
与属神的子民为敌；
1.5.2. 以色列民不专心跟随神，神就使

谋。要专心仰望祷告神，神必带领我
们。
3.

以色列人祷告，神就垂听了，让以色列
胜过了他们的敌人。
（撒上 7:13）

总结
撒母耳站在神与人中间，表百姓向神献祭，
也代表神向百姓宣告祂的旨意。

第 2 讲：君王制度的开始
1. 以色列进入君王统治的时代（撒上 9-11 章）
1.1. 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个健壮、俊美的
王，他就是扫罗。（撒上 9:1-2）

用当地的人与以色列人为敌。
1.6. 以色列人不敢直呼神的名，就用一个代
名词“耶和华”称之。耶和华的意涵丰
富，包含着祂是活的神，是万善之源，
是至高至荣耀的，最慈爱的，也是最公
正的。是全能者，没始没终，自有永有
的主。
1.7. “以便以谢”
（撒上 7:12），意思是“到
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撒上 7:12）
一百多年前英国的教会差派牧师来华传
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成立了内地会。这
些宣教士离开自己的国家，学习中国人
的文化，为的就是传扬神的福音。他们
的差会就在墙上挂了“以便以谢”这四
个字，见证神的大能。
1.8. 撒母耳是以色列人的祭司，代百姓向神
献祭（撒上 7:10）；又是先知，专心为

撒母耳以先知身分警戒以色列百姓（撒上
8:1-22）
2.1. 神告诉撒母耳，以色,列人要立王，是因
为他们厌弃神。神就吩咐撒母耳只管以
从百姓的话，只是要警戒他们将来的王
会怎样管辖他们。（撒上 8:1-9）
2.2. 百姓坚持定要一个王统领他们，撒母耳
就听神的话为他们立王。（撒上 8:1022）
2.3. 我们要紧记，只有耶和华神才是我们的
王，要专心跟随祂，切勿用人的心意筹

1.2. 在扫罗出现在撒母耳之前，神已指示撒
母耳。（撒上 9:15）
1.3. 扫罗当时得很谦卑（撒上 9:21）。在神
面前谦卑，神就使用。
1.4. 撒母耳膏立了扫罗。（撒上 10:1-2）
1.5. 撒母耳在众百姓前抽签，抽出扫罗为
王，百姓欢呼：“愿王万岁！”（撒上
10:17-24）扫罗带领他们击败亚扪人
（撒上 11:1-15），以色列人从此脱离神
权管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人
治的时代。
2.

撒母耳临别赠言（撒上 12:1-25）
2.1. 撒母耳年老了，知道自己快要离世了，
就向以色列人说了他的肺腑之言。首先
要求会众为他行事为人的纯全作见证。
（撒上 12:1-5）
2.2. 撒母耳告诉百姓他们犯了大罪，并用证
据证明。（撒上 12:12-18）
2.3. 内地会其中一位挪威宣教士司务道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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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司教士本来是护士，在陜西传福
音。她的传记《陜西羚踪》提到在礼拜
堂宣教时，遇到一个农村妇女，她的手
腐烂不堪，其臭无比。妇人问施教士是
否可以得医治。她回答说：“可以得医
治。”妇人就走了。全教会的会众都跪
下来求神医治。第二天，妇人把手让施
教士看，手完全得医治。这件事见证了
耶稣就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2.4. 百姓看见撒母耳所求的神迹，甚惧怕，
就求撒母耳为他们祷告。（撒上 12:1819）
2.5. 撒母耳劝免百姓的一番话（撒上 12:2025），提醒我们：
2.5.1. 悔改，神有赦罪之恩。
2.5.2. 不停止祷告，一直守望。
2.6. 劝勉大家努力为国家祷告，让福音传
遍。
第 3 讲：神主政治到人主政治
1. 扫罗的两件错事（撒上 13、15 章）
扫罗做了两件事情：
甲、私自献祭（撒上 13:8-15）；
乙、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撒上 15:1-3、102.

3.

4.

5.

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
第 4 讲：神拣选大卫
1.

2.

前言：扫罗失败的原因
1.1. 扫罗越份：私自献祭（撒上 13:8-15），
背后的原因是惧怕，也可能是骄傲。但
无论怎样，我们也看到一个功课，就是
要耐心等候神。
1.2. 扫罗就是违背神的命令，不把亚玛力人
灭絶净尽。（见撒上 15:9；参申 25:1719）
1.3.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
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
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
大卫以神为中心（撒上 17:1-11、39-49）
2.1. 从大卫与巨人歌利亚之战，看到大卫以
神为中心，敬畏神。他说：“未受割礼
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
队骂阵吗？”（撒上 17:26）
2.2. 大卫只拿着甩石的机弦和五块光滑的石
头去迎战歌利亚（撒上 17:40），因为他
知道“靠着万军和华的名”（撒上
17:45）必得胜，耶和华必将歌利亚交在

23、35）。
在以色列只有三种人被拣选膏立：
甲、祭司：代表百姓向神献祭
乙、先知：神的代言人
丙、君王：被神拣选，由先知膏立。
而耶稣基督是惟一被神拣选膏立成为了大祭
司、大先知和大君王。
扫罗做错的第一件错事，就是私自献祭。他
不是祭司，只是君王。大敌当前，百姓都纷
纷离开，扫罗心里惧怕，就等不及撒母耳到
来献祭，私下献祭。（撒上 13:8、12）。此

他手里，目的是“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
以色列中有神”（撒上 17:46），“又使这
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
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
（撒上 17:47）
第 5 讲：大卫──耶稣的先祖
1. 前言
1.1. 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在世界
的历史来看是小事，但对神的选民来说
是大事。

外，也看出扫罗心里骄傲，以为自己是神膏
立的君王，是站在神与人中间，身分比祭司
还高，于是就私自献上燔祭（撒上 13:9）。
扫罗做错了第二件错事，就是违背神的命
令，不把亚玛力人灭絶净尽。（见撒上
15:9；参申 25:17-19）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
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

1.2. 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
要作你们的神。”（出 6:7）这两句话贯
穿了整本圣经。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为祂
的“选民”，交给他们特殊的任务，就
是要以色列人见证祂。神命令以色列人
除祂以外，不可有别神。耶和华是他们
惟一的帮助。
1.3.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后，厌弃神，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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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邦人拜偶像。
1.4. 撒母耳曾警戒以色列百姓：“只要你们
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事奉他，

第 6 讲：大卫犯罪
大卫犯罪仍可得救（撒下 11:1-17、26-27，12:110）

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
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
亡。”
（撒上 12:24-25）
1.5. 扫罗失败，叛逆神的命令，神就拣选了
大卫为王。
1.6. 大卫为神拣选是因为他专心跟随耶和
华。
大卫的子孙（撒下 7:1-17）
2.1. 大卫作王时，想要为神建圣殿，神不许
可（撒下 7:5），却应允接续他位的君王
为祂的名建殿，并必坚定他的国。（撒

1.
2.

下 7:13）
2.2. 若以色列犯罪，神必把以色列交在外邦
人的手里，“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

3.

4.

的鞭责罚他。”
（撒下 7:14）可见，神看
重的不是圣殿，乃是选民属灵的生命。
2.3.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
们里头吗？”
（林前 3:16）今天，神就
住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圣
殿。
2.4. 神应许大卫：“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

5.

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
直到永远。
（撒下 7:16）
我们知道在今天，大卫的王国已经没有
了，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神指着坐在大卫君王宝座上，永不灭亡
的是主耶稣。
我们不能从人的眼光看，而是以属灵的
眼光去看“永恒的国度”。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
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
吧！’”
（太 9:27）

8.

2.5.
2.6.
2.7.
2.8.

2.9. 从人的血脉来看，耶稣的确是大卫的后
裔；而从属灵的深意看，就是指大卫国
度因着耶稣而永不灭亡。耶稣今天坐在
天上的宝座，有一天祂会再来，从新掌
管地上的国度，让世界成为新天新地，
天上地下所有万物都要敬拜祂。

6.
7.

大卫犯了罪，他可以得救吗？
有人说大卫悔改，所以必得救。但旧约圣经
强调必须行在律法中，才能得到律法的义。
大卫犯奸淫，也犯谋杀的罪，他没有守着律
法的义。也就是说：没有人靠着肉体行律法
称羲。
“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
字句，乃是凭着精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
死，精意是叫人活。”（林后 3:6）
“字句”是指律法；律法的“精意”是指耶
稣基督。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得
救。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
义。”（罗 10:4）
大卫得救并非他守律法，而是律法背后的精
义，就是耶稣基督。他认罪，悔改，抓着律
法的精义，就是“因信称义”。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
道太初与神同在。”（约 1:1-2）
亚伯拉罕曾与耶和华面对面与交谈。（见创
18:20-21）
摩西也是因着基督得救。

第 7 讲：大卫的祷告
1. 前言
1.1. 重温经文林后 3:6；罗 10:4。
1.2. 耶稣就是律法的精义。
1.3. 你是否清楚自己得救吗？你有得救的把
握吗？
1.4.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
了。”（罗 8:1）
1.5.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

2.

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
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民被
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弗 1:1314）
大卫晚期的祷告（撒下 22:1-51）
2.1. 整篇诗包含了以下六个重点：
2.1.1. 高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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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神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盘
石，是我们的避难所。
2.1.3. 神是伟大的，至高的，没有人能

2.

超过祂，相信祂的必不至受苦。
2.1.4. 神是我们的救恩，从大水之中拉
上来。
2.1.5. 神所赐的律法是最完美的。
2.1.6. 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拯救，所
以当专心跟随我们的神。
2.2. 反思：耶和华是不是我们的岩石、山
寨、盘石、盾牌、角（提指力量）、高
台、避难所？（撒下 22:1-3）
2.3. 这段经文好像与大卫所犯的罪有冲突
（撒下 22:3 下-24），然而一个人能守住

王。领袖兼负了先知、祭司、军事领
袖、文化上承传等等的身分角色，总的
来说是作先知与祭司，是以色列的拯救
者。
2.3. 神曾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
也要作你们的神。”（出 6:7），以色列人
要作耶和华的百姓。士师就作为人与神
之间的沟通桥梁。
2.4. 以色列民看到他们四周的外族都有君
王，他们就要求神给他们君王。因为他
们都厌弃神（见撒上 8:5-7），所以撒母

律法不是靠个人肉体的行为，是靠他属
灵方面的追求。大卫一生努力持守两件
事：一、不厌弃神的律例典章；二、守

耳就成为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也是神
权政治过渡到人主政治的最后一位祭
司。

着律法的精义。按着肉体来说他有软
弱，但按着神的灵来说，耶稣基督的宝
血洗净了他的罪，所以他说在耶和华面
前“作了完全人”。
（撒下 22:24）
2.4. 大卫心里谦卑，知道自己犯了罪，他就
救神怜悯，并赐予力量，使他能以争
战。神的爱是如此宽广，如此温柔的包

2.5. 反思：无论我们处于怎样的人治社会，
只要我们以神为我们的主，我们也是合
乎神的心意。
扫罗：自作自为
3.1. 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起初他非
常谦卑，后来就变得自作自为。他曾私
自献祭，又把亚玛力王留下不杀。撒母

裹着大卫。
（撒下 22:25-37）
2.5. 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王，更是列国的领
袖，列国都要来敬拜神。（撒下 22:3845）
2.6. 最后一句（撒下 22:51），重复印证了神
的心意，大卫的宝座一直到永远，也就
是指向我们的耶稣基督。
2.7. 神拣选的，必一直保守直到永远。

3.

4.

前言
1.1. 大卫之后，所罗门作王，之后以色列分
裂，成为南、北两国。所罗门失败在于
他不专一跟从神，娶了外族女子为妃
嫔，连同外族敬拜偶像也带到以色列
国，直接得罪神。
1.2. 我们也要好好的反思自己的属灵生命，
有否得罪神？

耳责备扫罗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
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
3.2. 神对人的要求，就是“听话”，高举神
的名。
大卫：抓紧律法的精义
4.1. 大卫并非完全人，他也有犯罪，但他悔
改，抓紧律法的精义，就是耶稣耶督。
4.2. “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因为
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
（林后 3:6）
4.3. 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

第 8 讲：总结──大卫与扫罗
1.

神权时代：士师时期
2.1. 扫罗与大卫都是同属于君王政治。
2.2. 在扫罗之前的士师时代，他们没有君

5.

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 7:24-25
上）
大卫的心胸胜过保罗
5.1. 扫罗心胸陜隘，当他听到“扫罗杀死千
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
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
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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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撒上 18:7-9）
于是就不断追杀大卫。
5.2. 大卫有几次可以杀扫罗，都没有下手，
因为他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
（见撒上 24:6、10，26:9、23）
6. 总结：应用
6.1. 我们除了要高举基督，心胸要宽广，还
要注意自己的灵性。
6.2. 我们要尊重神，神治胜于人治。
6.3. 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听命胜于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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