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撒母耳記上    11/14/2010 




撒母耳記
• 撒母耳記在希伯來古卷原爲一卷書，但在後期七十士譯本

爲了方便使用，將書分爲上下兩冊。與列土記上、下共四
册合稱為“王國書” 

•  作者：撒母耳(1-25),自25 章後由拿單和迦得補完 (代上
29 :29 ) 

•  主旨-指出以色列爲何離棄神爲他們的王，及記述神如何
讓他們由一個“神治的國度” 轉爲“人治的國度”的過程
及後果 

•  時代背景-主前十一世紀末，士師時代已到了尾聲，這時
的以色列在政治、道德、靈性方面皆陷于無政府狀態。以
色列人面臨歷史上最黑暗時期期：宗教上，祭司制度腐敗，
信仰生活瀕于破產；政治上，人民目無法紀，“各人任意
而行”；外交上又受制於强鄰非利士人，正是充滿內憂外
患。本書記述撒母耳如何帶領以色列人回轉歸向耶和華，
引進屬靈復興的經過。 



主要人物 

撒母耳  
•  爲利未支派，哥轄子孫(代上6:27),  
•  由於母親的禱告而出生，終身爲拿細耳人

(撒上 1:10 –11, 19-20),   
•  最後之士師 （撒上7:6、15-17） ，集士師、

祭司及先知 （撒上3:20；徒3:24，13:20）
於一身。神稱爲禱告的人(詩99:6)   

•  親手膏立首個君王掃羅及合神心意的大衛
王  



掃羅  
 
•  屬便雅憫支派, 生長在基比亞，是在耶路撒冷

正北數哩的山城中一個小鎮。掃羅出自富有的
家庭，外形健壯和俊美（9:1-2)。  

•  神為以色列人膏立的第一位王。 
•  作王的早年，被描繪為一個本性寬厚的人；他

仁慈和忠誠地對待朋友，對於那些敵對他的人，
他並不懷恨於心（11:12、13）。帶領以色列
常常攻擊四圍的一 切仇敵 

•  後因私自獻祭和違背耶和華的命令,  為神所厭
棄 

•  在他的後半生，强烈地懷疑和嫉妒大衛，為了
保住王位花盡心思追殺大衛, 卻輕忽了非利士
人的威脅。 

•  最後和他三個兒子陣亡在基利波山   



大衛 

  以色列最顯要的君王。大衛的王朝在舊約
史上最能顯示以色列國勢強盛。被稱為合
神心意的王 

•  大衛之父耶西屬猶大支派，有8子，大衛
為幼子；世居伯利恆，在耶路撒冷以南6
哩。大衛的曾祖母路得是摩押人 

•  面色光紅 , 雙目清秀、容貌俊美(16:12) 
•  大衛有音樂稟賦，尤擅奏琴。大半詩篇為

大衛所著 
•  後因殺死歌利亞,功高震主,為掃羅王妒忌

追殺, 逃亡曠野約十年之久                                 



次要人物 
•  哈拿: 撒母耳的母親，著名的哈拿之歌
•  以利: 撒母耳幼年時的祭司，劣子何弗尼、非

尼哈, 
•  約拿單: 掃羅之子,大衛摯友，死於戰場 
•  歌利亞:非利士迦特的巨人, 代表非利士人向以

色列人挑戰, 為大衛所殺 
•  亞希米勒: 挪伯的祭司，大衛逃難，曾得他的

幫助（撒上21:1-9),為掃羅滅族 
•  亞比亞他: 亞希米勒之子, 攜帶以弗得投靠大

衛 
•  亞比該: 拿八的妻子,有智慧的阻止大衛屠殺拿

八, 在拿八死後改嫁大衛 
•  亞吉: 非利士的迦特王, 二度收留大衛 



分段大綱 
1. 撒母耳為士師 
(1 – 7章) 

2.掃羅為王 (8 – 
15章)  

3. 掃羅與大衛 (16 
– 31章) 

撒母耳的出生。 
撒母耳的童年。 
約櫃被擄與以利的
死亡。 
約櫃被送回。 
撒母耳復興以色列
人與神的關係 
撒母耳戰勝非利士
人 。 

以色列人求立王。 
掃羅被選為王。 
撒母耳的自白。 
打敗亞捫人。 
戰敗非利士人。 
打敗亞瑪力 。 
 

大衛受膏為王。 
大衛戰勝歌利亞。 
大衛與約拿單。 
亞希米勒遭滅門之
禍 
大衛的逃亡與流浪。 
掃羅與約拿單戰敗
身亡 



撒母耳的少年時期（1~3 章）  
•  哈拿長期不能生育，神答允給她一個兒子。她

為她的兒子起名叫撒母耳，並把他獻給神，跟
隨示羅會幕的祭司以利事奉耶和華。 

•  祭司以利兩個兒子二人不單運用他們的職權謀
取個人利益（12-17節），更與會幕門前侍候
的婦人苟合（第22節）。雖然以利曾責備他們
（22-25節），卻對他們不加禁止，且警告來
得太遲。 

•  撒母耳漸漸長大（18-21、26節）。在撒母耳
記上三章1節至四章1節上，撒母耳被立為先知，
神也告訴他審判必臨到以利家（三11-14）。
當撒母耳的話證實是真確可信，百姓就知道他
真是耶和華的先知（三19至四1上）。  



約櫃的遺失與復得(4~6章） 
 •  在與非利士人的一場戰役中，以色列人被擊敗，

約櫃被奪取，何弗尼和非尼哈被殺。以利聽到
這些災難的消息，也隨之逝世（四17、18）。 

•  非利士人將耶和華的約櫃放在亞實突他們的神
大袞的廟中（五1、2）；大袞的神像斷碎成塊
和仆倒在約櫃前，災疫隨著約櫃在亞實突, 迦
特, 以革倫； 

•  非利士人被迫把約櫃歸還給以色列。他們把放
約櫃和五個金老鼠，五個金痔瘡在一輛車上，
由兩隻剛生牛犢的母牛負軛。母牛離開牠們已
關入欄中的牛犢，直行大道向著以色列伯示麥
城走去, 不偏左右（六1-21）。 



撒母耳擊敗非利士人（7章）  
•  20年過去了（第2節）以色列全家都傾向耶和

華。撒母耳保證，只要以色列人認罪，並除掉
對諸巴力和亞斯他錄的敬奉，神就會拯救他們
脫離非利士人的欺壓（第3節）。 

•  他在米斯巴召聚以色列民（第5節），重新確
立對神的忠心。當以色列人聚集，非利士人前
來攻擊，耶和華施行神蹟，令以色列人戰勝
（10、11節)將以前失去的城邑, 從以革倫（，
到加特，及這些城的四境，一一收回。(撒上
7:14) 



以色列两次戰役之別 
以便以謝之役 4章 米斯巴之役 7章 

心態上把约櫃當做救命的偶像(撒
上4:3) 
草率行事, “於是百姓打發人到
示羅，將那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

之耶和華的約櫃抬來”(撒上4:4) 

除去巴力和亞斯他錄，單單事奉
耶和華, 我好為你們禱告耶和華 
打水澆在耶和華面前，當日禁食，
說：我們得罪了耶和華。 
「願你不住的為我們呼求耶和華
我們的神，救我們脫離非利士人
的手。」 
撒母耳就把一隻吃奶的羊羔獻與
耶和華，作全牲的燔祭，為以色
列人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就應允
他。 
 



以色列立王（撒上八至十二）  

•  百姓要求立王（撒上八1-22） 
　撒母耳年紀老邁時，國中的長老來見他，要
求他為他們立王。撒母耳立刻覺察百姓的要求，
顯示了他們厭棄耶和華作他們的王（第7節），
因為百姓渴望有一個王「像列國一樣」（5、
20節），作為國家統一和軍事統領的象徵（第
20節）。雖然如此，耶和華仍吩咐撒母耳給百
姓立王（7、9、22節）。但與此同時，祂叫撒
母耳警告百姓，「像列國一樣」立王所帶來的
結果（9-18節）。百姓對這個描述當時迦南列
王行徑的警告充耳不聞（第19節），仍堅持立
王。  



撒母耳 立掃羅為王(九~十) 

•  耶和華指示撒母耳膏立掃羅,給了掃羅三個記號以
印證他的選召是從耶和華而。神就賜他一個新心, 
神的靈大大感動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說話。  

•  掃羅在米斯巴眾民面前掣籤之下立為王。有些匪
徒就藐視他, 但也有神感動群人跟隨他。 

•  撒母耳將國法對百姓說明、又記在書上放在耶 和
華面前  



掃羅主要的五次戰役 

•  與亞捫人的基列雅比之戰 
•  與非利士人的密抹之戰 
•  與亞瑪力人之戰 
•  與非利士人的梭哥,以拉谷之戰 
•  與非利士人的基利波之戰 



基列雅比之戰(11章) 
•  亞捫人攻打基列雅比, 凌辱以色列人 
•  掃羅聞訊被 神的靈大大感動、甚是發怒, 召令以色列人出

戰。三十萬以色列人和三萬猶大人在比色聚集同心如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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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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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 



密抹之戰(13-14章) 
•  非利士人聚集要與以色列 人爭戰、有車三萬輛、馬兵

六千、步兵像海邊的沙那樣多、就上來在伯亞文東邊
的密抹安營。 (13:5) 

•  掃羅照著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還沒
有來到吉甲、百姓也離開掃羅散去了。掃羅說、把燔
祭和平安祭帶到我這裡來．掃羅就獻上燔祭。 (13:8-9) 

•  到了爭戰的日子、跟隨掃羅和約拿單的人、沒有一個
手裡有刀有槍的．惟獨掃羅和他兒子約拿單有。 

•  約拿單和拿兵器的人憑著對耶和華信心, 從峭壁爬到非
利士人的營地,在一畝地的半犁溝之內殺了二十几人,於
是在營中、在田野、在眾民內、都有戰兢、防兵和掠
兵也都戰兢、地也震動、戰兢之勢甚大。  

•  那日耶和華使以色列 人得勝、一直戰到伯亞文。   



亞瑪力人之戰(15章) 
•  耶和華 藉撒母耳對掃羅說你要去擊打亞瑪力人、滅盡

他們所有的、不可憐惜他們、將男女、孩童、喫奶的、
並牛、羊、駱駝、和驢盡行殺死。  

•  掃羅擊打亞瑪力人、從哈腓拉、直到埃及前的書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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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掃羅到了迦密、在那裡立了記念碑  
•  撒母耳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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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
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
厭棄你作王。  



梭哥,以拉谷之戰(17 章) 
•  非利士人招聚他們的軍旅、要來爭戰．聚集在屬猶大 

的梭哥、安營在梭哥和亞西加中間的以弗大憫。掃羅
和以色列 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營、擺列隊伍、要與
非利士人打仗。  

•  歌利亞向以色列 人的軍隊罵陣要以色列人挑一人與他
決鬥來決定戰爭勝負 

•  大衛為了耶和華的名,靠著耶和華的能力應戰,用機弦甩
石、勝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  

•  17:45大衛對非利士人說、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
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  非利士眾人看見他們討戰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  
以色列 人和猶大 人便起身、吶喊、追趕非利士人、直
到迦特和以革倫的城門。被殺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
音的路上、直到迦特、和以革倫。  
 



第四塲戰役       大衛殺歌利亞  
撒上17:12-58 



基利波之戰(28-31章) 
•  非利士人聚集、來到書念安營．掃羅聚集以色列 眾人、

在基利波安營。  
•  掃羅求問耶和華、耶和華卻不藉夢、或烏陵、或先知、

回答他。 情急之下在夜裏改裝去詢問隱多珥一個交鬼
的婦人, 要她把撒母耳的魂招出來。撒母耳明告掃羅他
和兒子們的結局和戰爭的結果(28:19) 

•  非利士人大敗以色列人, 掃羅的三個兒子陣亡,掃羅也
受重傷自己伏在刀上死了。  

•  住平原那邊並約但河 西的以色列 人、見以色列 軍兵逃
跑、掃羅和他兒子都死了、也就棄城逃跑．非利士人
便來住在其中。  

•  基列雅比勇士就起身、將掃羅和他兒子的屍身從伯珊
城牆上取下來、送到雅比那裡、用火燒了．  
 



撒母耳與掃羅  
•  撒母耳奉耶和華指示膏立掃羅為王(10:1) 
•  撒母耳在米斯巴掣籤、掣出掃羅為王(10:21) 
•  亞們之戰後撒母耳在吉甲在耶和華面前立掃羅

為王 (11:15) 
•  撒母耳為掃羅在示羅私自獻祭責問掃羅, 宣告

掃羅王位必不長久．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合他
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13:14) 

•  撒母耳為掃羅不順從耶和華的命令滅盡亞瑪力
人所有的甚憂愁、終夜哀求耶和華。  

•  撒母耳宣告耶和華使以色列 國與掃羅斷絕  
•  撒母耳為掃羅悲傷、是因耶和華後悔立他為以
色列 的王。  

 



撒母耳一生 

•  撒母耳從出生就被母親獻給耶和華，他一生忠心事奉
神，幾無瑕疵 

•  (一)心態上：他完全順服神，在幼年初得啟示時如此，
晚年百姓求立王時亦然。百姓求立王等於不要撒母耳
再領導他們，這對撒母耳的打擊很大。撒母耳在這種
情況下的第一個反應是禱告神。神指示他，只管依從
百姓，撒母耳就照樣行(撒上 8:1-18)  

•  (二)政治上：撒母耳是最後一位士師(撒上 7:15-17、
12:11、徒 13:20)，他曾膏立以色列的頭兩個國王，掃
羅和大衛，並且為以色列百姓制定國法，寫在書上(撒
上 10:25)。 

•  (三)宗教上：撒母耳訓練一批先知(撒上 19:20)，立下
先知制度的規模， 



撒母耳一生 
•  撒母耳勸戒以色列人，要一心歸順耶和華，除掉外邦

神(撒上 7:3-4)。以致於後來跟敵人打仗時，能夠得勝。
以色列人能夠維持一神教的信仰，撒母耳及以後興起
的先知，功不可沒。 

•  撒母耳是一個禱告的人，由於他的代求，以色列人大
勝非利士人(撒上 7:5-11)。當以色列百姓求立王，不要
撒母耳領導他們時，他也禱告耶和華(撒上 8:6)。他曾
求神打雷降雨，事就這樣成就(撒上 12:17-18)。他又
說，他自己必不停止為以色列百姓禱告(撒。 

•  撒母耳是個承先啟後的人。他結束士師時代，開始王
國與先知時代。 

•  他敬畏神、體貼人，在黑暗的社會和宗教團體裡，仍
然做神忠心的僕人，一方面在神面前為百姓代求，一
方面又教導百姓專一事奉神，解決了以色列政治與宗
教的危機。 



掃羅的一生 
•  早期的光輝 「又健壯，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沒有一個能比他的，
身體比衆民高過一頭」(撒上 9:2)  謙卑(撒上 9:21，10:22)，灑脫
(10:27)，體恤(9:5),胸襟廣闊(11:13)禁止交鬼邪術等事 (28:3)，
與及在危機時所顯出的果斷與勇氣(11:6、11) 

•  做為一個軍事领袖是十分非傑出優秀的(撒上 14:47-48)，且善於
徵召使用能人勇土(撒上 14:52) 

•  做為以色列的第一個王，没有常规軍隊，没有武器 (撒上10:25, 
13:2, 13:22) 

•  僭越祭司的職份(撒上13:9)-因外在環境的壓力，在害怕下做的決
定 

•  草率起誓，其後魯莽地試圖按誓而行(撒上14:24-46) 
•  没有照神的吩咐對亞瑪力人，推卸責任(撒上15:20-21, 24)，和神

没有直接的個人關係(撒上15:21, 30) 
•  自我强烈，在乎自己的面子多過神的心意，(撒上15:30). 嫉妒大

衛，以致瘋狂追殺 
•  因害怕而交鬼(撒上28) 



大衛的早年(16 ~18) 
•  耶和華差遣撒母耳往伯利恆 去膏抹大衛,耶和華的靈就

大大感動大衛 
•  侍立在掃羅面前。掃羅甚喜愛他、他就作了掃羅拿兵

器的人。  
•  從神那裡來的惡魔臨到掃羅身上的時候、大衛就拿琴

用手而彈、掃羅便舒暢爽快、惡魔離了他。 
•  殺非利士歌利亞, 一夕之間成為以色列英雄, 與約拿單

成為生死之交。 
•  受眾人喜愛 (歌曰 -掃羅殺死千千、大衛 殺死萬萬) 而

遭掃羅王嫉妒,掃羅開始懼怕大衛會威脅他的王位而屢
次謀害大衛, 迫使大衛逃亡 

•  掃羅先應許把長女米拉許配大衛，後食言而改以次女
米甲許配給他。掃羅要求大衛殺非利士人百名為聘禮，
冀望大衛死於非利士人之手。但大衛殺敵成功，終於
娶了米甲。 



大衛逃亡時期(19~30) 
•  基比亞 
•  拉瑪的拿約(與撒母耳同住，撒上 19:18) 
•  基比亞(見約拿單，撒上 20:1) 
•  挪伯 (找祭司，撒上 21:1、詩篇 52 篇) 
•  迦特 (投奔非利士人，撒上 21:10、詩篇 56、34 篇) 
•  亞杜蘭洞(撒上 22:1) 
•  摩押的米斯巴(把父母留在摩押，撒上 22:3) 
•   哈列(撒上 22:5) 
•  基伊拉(撒上 23:1) 
•  西弗曠野(撒上 23:14、詩篇 54 篇) 
•  瑪雲曠野(撒上 23:24、詩篇 63 篇) 
•  隱基底曠野(撒上 23:29，留掃羅一命) 
•  巴蘭曠野(撒上 25:1) 
•  迦密(撒上 25:2，遇拿八妻亞比該) 
•   哈基拉山(撒上 26:1，又留掃羅一命) 
•  迦特(撒上 27:2，再次投奔非利士人) 
•  洗革拉(撒上 27:6) 
•  亞弗(撒上 29:1-2，準備隨非利士人參戰) 
•  洗革拉(撒上 30:1) 
•  希伯崙(撒下 2:1-4，被膏作王) 





大衛逃亡時期(19~30) 
•  大衛 逃避、來到拉瑪 、見撒母耳、將掃羅向

他所行的事、述說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
約去居住。神的靈保守大衛讓掃羅三次派人去
捉拿大衛 , 最後自己也去都徒勞無功 (19) 

•  大衛從拉嗎逃出。再向約拿單救助(20)，經約
拿單以箭報信，知掃羅殺他之心已無可挽回 

•  大衛在掃羅王的迫害下遠避他鄉，開始了流亡
生活。他先到挪伯，飢憊交加之下向挪伯祭司
亞希米勒騙取了食物和兵器（原是非利士勇士
歌利亞的配刀）而去。不幸此事被掃羅的司牧
長以東人多益窺見，終導至挪伯大劫。 



大衛逃亡時期(19~30) 

•  大衛由挪伯逃至迦特，怕迦特王亞吉不容而裝
瘋（撒上21），逃到伯利恆西南10哩的亞杜蘭
洞藏身，其親族和各方勇士約400人前往投奔
他。大衛又至摩押地米斯巴，求摩押王蔽翼其
家人，尤其是父母。先知迦得提醒大衛迦特非
久留之地，大衛便又潛回猶大地，入哈列樹林
藏身（撒上22:1-5）。 

•  由於多益告密，掃羅探得大衛行蹤，怒不可遏，
便以私通叛匪的名義殺了祭司85名，更將挪伯
居民斬盡殺絕。 

•  祭司亞比亞(亞希米勒兒子)帶以弗得投奔大衛，
並把掃羅的暴行告知大衛（撒上22:23）。大
衛乃得祭司相助求問耶和華 



大衛逃亡時期(19~30) 

•  非利士人又伺機進攻以色列的基伊拉（伯利恆西南12
哩），大衛率兵重創非利士人。掃羅聞訊乘機追擊大
衛，大衛在基伊拉人不庇護他的情況下，退往希伯崙
附近的西弗曠野。掃羅索索尋不著, 但大衛在此得與約
拿單見最後一面。 （撒上23:16) 

•  在掃羅軍的進剿下，大衛繼續南逃，已進入荒無人煙
的瑪雲曠野。掃羅追至瑪雲，忽聞非利士人突襲後方，
遂倉皇退兵（撒上23:27-28）。 

•  大衛在死海西岸的隱基底又遭掃羅3,000人馬圍剿。一
次偶然的機會使大衛可殺死掃羅，但大衛不願輕殺
「神所膏的以色列王」(撒上24 :10)，便放過了他，只
留給他一個警告。掃羅得知大衛的忠誠，便承認自己
窮索大衛性命為有罪（撒上24:16-21)。 



• 大衛領兵出沒於瑪雲、西弗、隱基底一帶曠野期間，對
地方頗有保境安民之功。當地富戶拿八以牛羊成群、莊田
千頃，受益尤多。後來大衛派人求糧，拿八非但不給，反
口出惡言。大衛怒極，欲出兵懲之。拿八有賢妻亞比該，
聞訊急備足夠食品往迎大衛，在中途請罪，終使大衛釋怒
而返。當大醉方醒的拿八得知倖免大禍，一驚之下10日後
去世。亞比該後來改嫁大衛（撒上25）。不久，掃羅又引
3,000兵馬入西弗沙漠進剿大衛。大衛乘夜潛入掃羅大帳，
再次放過掃羅。掃羅感愧之下終於醒悟，從此不再追殺大
衛（撒上26）。 

• 大衛在掃羅國境內仍不自安(撒上27:1-2)，便再入非利士
境，見迦特王亞吉。亞吉終以大衛可用而撥洗革拉城給大
衛屯兵。大衛居此約16個月，養精蓄銳，且從猶大及其餘
以色列地投歸者眾，兵力大增（撒上27；代上12:19-22） 



•  這時非利士王亞吉將出兵與掃羅軍會戰於米吉多
平原。大軍啟行時尚以大衛軍殿後，途中部將多
以為不妥，亞吉王遂遣大衛軍返回原駐地留守。
至大衛率兵回到洗革拉，才知亞瑪力人趁城防空
虛，大肆洗掠。大衛留下守兵，親率主力追趕，
不但奪回家眷和財物，且收穫甚多。在分配戰利
品時，大衛力排眾議，立下前線兵員與留守兵員
得分相等的規矩（撒上29，30）。當時，非利士
人在基利波山大敗掃羅軍，掃羅3子（包括約拿
單在內）俱陣亡。掃羅王也身負重創，自戮而死
（撒上31）。 

   



失去職位、太太、撒母耳，摯
友約拿單、自尊，在迦特王面
前裝瘋 



掃羅與大衛不同點 



大衛逃亡時詩歌 

•  耶和華的僕人大衛 的詩、交與伶長．當耶
和華救他脫離一切仇敵和掃羅之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華念這詩的話．說、〕耶和華我
的力量阿、我愛你。  
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
我的　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
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臺。
(詩篇1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