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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王前)

撒母耳记上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

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

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

和华。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

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别神。

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

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

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撒上8:4-9)

撒母耳记上 8章



▪ 撒母耳的儿子们任士师因品行的问题得不到百姓的
拥护，百姓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代替士师

• 撒母耳的儿子们任士师 (1-3节)

• 以色列的长老来找撒母耳要求立王 (4-9节)

• 神同意百姓的要求为他们立王， 并发出警告的话
(10-18节)

• 百姓听到警告的话，仍坚持立王的要求(19-22节)

▪ 4-5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
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
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 7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
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
要我作他们的王。

撒母耳记上 8章



士师制度和君王制度的比较

士师 君王

神治 人治

神拣选 世袭

简单 复杂

士师、长老 君王、臣宰

临时徵召 有正规军

简陋，参战者自备 精良，政府制造提供

无 必要

不会 会

本质

领袖的产生

政治系统

治理者

军队

武器

纳税、服役

徵收土地



1.神曾应许亚伯拉罕，君王将从他而出。(创17:6)

2.雅各曾预言，犹大支派将出君王。(创49:10)

3.摩西律法许可立君王。(申17:14-20)

4.但神的本意是祂自己作以色列的王。

5.神知道以色列人会要求立王，正如神知道亚当会选

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样。神容许这事发生，藉此成

就更高的旨意，彰显神自己的爱与智慧

君王制度是神的旨意吗？



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

雅悯人亚斐亚的玄孙，比歌拉的曾

孙，洗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

个大能的勇士(或译：大财主)。

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

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

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

上9:1-2) 

撒母耳记上 9章

亚斐亚

以歌拉

洗罗

亚别

基士

扫罗



基比亚

拉玛

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
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
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
找着；又过沙琳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
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到了苏弗地，扫罗对
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
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 仆人说：
“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
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
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撒上
九3-6 )



先见在这

里没有？

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快去

吧！他今日正到城里，因为今

日百姓要在邱坛献祭。... 现

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



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

要上邱坛去。

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

「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

你要膏他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

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

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

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撒上

9:14-17)

撒母耳记上 9章



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

诉我，先见的寓所在那里？」

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

上邱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

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

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

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

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

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

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

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撒上9:18-21)

撒母耳记上 9章



▪ 扫罗寻找父亲丢失的驴
• 扫罗寻找驴， 他接受仆人建议，到了撒母耳

住的城市(1-14节)

• 神指示撒母耳膏扫罗即将作王(15-27节)

▪ 9：15-16 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
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
你这里来，你要膏他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
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
就眷顾他们。”

撒母耳记上 9章



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
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9：17）

▪ 扫罗有着优越的出身

• 父亲是大能的勇士

• 扫罗自己也是一个勇敢抗敌的人

▪ 无与伦比的仪表

• 身材高大，相貌俊美

▪ 在自己家中顺服孝顺

▪ 和父亲的关系非常的良好

▪ 好的主仆之间的关系

▪ 待人彬彬有礼

▪ 为人谦卑

撒母耳记上 9章



撒母耳膏扫罗并预言三个兆头(1-8节) (三个印证)

▪ 驴找到了

▪ 神让那在伯特立献祭的人给他和他的仆人两个饼

▪ 先知预言了，他因为见到一群被先知膏沫的先知，于
是他也要成为被圣灵充满的人

撒母耳记上 10章

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

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

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

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做，

因为神与你同在。

第二天清早 ...

这不是耶和华膏

你作他产业的君

吗？



撒母耳将百姓招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

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

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

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

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

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 『求你立

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

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

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近前来掣签，就

掣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

着宗族近前来，就掣出玛特利族，从其

中又掣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

却寻不着。(撒上10:17-21) 

撒母耳记上 10章
你们看耶和华所

拣选的人，众民

中有可比他的吗？

愿王万岁！



▪ 谦逊的扫罗

• 扫罗没有将撒母耳的话告诉叔叔(14-16节)

• 撒母耳在米斯巴众人面前掣签掣出扫罗(17-25节)

• 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
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22节）

▪ 宽大的扫罗

• 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
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27节）

撒母耳记上 10章



▪ 撒母耳膏扫罗为王

• 撒母耳膏扫罗 (1~8节)

• 扫罗说预言 (9~16节)

• 掣签掣出扫罗，扫罗以色列作王(17~27节)

▪ 10：10-11 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
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
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
“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撒母耳记上 10章



基列雅比

拉巴

基比亚

亚扪

撒母耳记上 11章
亚扪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

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

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 , 亚

扪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剜出你

们各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

人，我就与你们立约。雅比的长老

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

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

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

你。”（1-3节）



撒上11:4 -7 使者到了扫罗住的

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
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
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
为什么哭呢？”众人将雅比人
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
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
怒。他将一对牛切成块子，托
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

撒母耳记上 11章

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

撒母耳的，也必这样

切开他的牛。



基列雅比

拉巴

基比亚

比色

亚扪

数点33万大军

吉甲

立国

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扪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

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11节）… 撒母耳对百姓说：

“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 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

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14-15节）



▪ 亚扪人凌辱以色列人，扫罗率以色列百姓大败亚扪
人

• 亚扪王凌辱以色列人中的基列雅比人(1-5节)

• 扫罗率以色列人百姓大败亚扪人(6-13节)

• 扫罗在吉甲正式被立为王 (14-15节)

▪ 11：6-7 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
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块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
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
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
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

撒母耳记上 11章



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

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

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

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

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作

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

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

还。」

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

手里受过什么。」(撒上12:1-4) 

撒母耳记上 12章



「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

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事奉

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

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

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

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

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

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

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

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撒上12:13-17) 

撒母耳记上 12章



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

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

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

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

只要尽心事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

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作他的子民，就必因

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

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

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事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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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25) 

撒母耳记上 12章



▪ 撒母耳在百姓前的离别训诫

• 撒母耳讲到自己一生无愧于民 （1-5节）

• 撒母耳回顾神在古时的拯救作为 （6-11节）

• 撒母耳向百姓指出他们要求立王乃是一大罪过
（12-18节）

• 先知敦促百姓敬畏事奉神（19-25节）

▪ 士师秉政结束, 君王制开始

▪ 22-23 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作祂的子民，就必因祂
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
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

撒母耳记上 12章



撒母耳记上 13章

原文： 扫罗登基年……岁；作以色列王……二年，

和合本： 扫罗登基年四十岁；作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撒上13:1)

NIV： 扫罗登基年三十岁；共作以色列王四十二年。

根据七十士译本 根据徒13:21



撒母耳记上 13章

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

给他们作王四十年。(徒13:21)

扫罗

大卫

(30) (40) (55) (70)

(0) (15) 30 37

被膏 作犹大王

70

作以色列王

大卫是在扫罗作王

后10年才出生。

扫罗死后，大卫作

犹大王，年30岁。

原文： 扫罗登基年……岁；作以色列王……二年，

和合本： 扫罗登基年四十岁；作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撒上13:1)

NIV： 扫罗登基年三十岁；共作以色列王四十二年。



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争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
步兵像海边的萨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
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
隐密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但河，逃到迦得和
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
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
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
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
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
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
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
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
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上13:5-12) 

撒母耳记上 13章



犹大旷野的洞穴



▪ 扫罗率众以色列人抵击非利士人。扫罗见撒母耳迟
迟未到就擅自献祭，遭受到撒母耳的责备

• 扫罗率众抵抗非利士人 （1-7节）

• 扫罗擅自献祭受到先知的责备 （8-14节）

• 扫罗率众抵抗非利士人时， 在武器方面窘迫的
状况（15-23节）

▪ 13：13-14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作了胡涂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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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祂心意
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
吩咐你的。”

撒母耳记上 13章



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

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撒

上14:1)

吉甲

伯特利

基比亚

密抹

迦巴

扫罗的

600人

约拿单

和副手



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
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
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
随你，与你同心。」

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
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
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

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
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撒上
14:6-10)

撒母耳记上 14章



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二十人，都在一
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
都有战兢，防兵和掠兵也都战兢，地也震动，战兢之势
甚大。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
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撒上14: 14-16 )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
刀互相击杀，大大惶乱。(撒上14: 20 )

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撒
上14: 23 )

撒母耳记上 14章



撒母耳记上 14章

非利士 以色列

3,000 0战车

6,000 0马兵

多如海沙 600步兵

无数 2刀枪

密抹之战：非、以军力比较表



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
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众民进入
树林，见有蜜在地上。

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流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
为他们怕那誓言。

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
蘸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

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地起誓说，今日
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

约拿单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
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
利士人岂不更多吗？」(撒上14:24-30)

撒母耳记上 14章



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抹直到亚雅仑。百姓

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肉还带

血就吃了。

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

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

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各人将牛

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

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

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

(撒上14:31-35)

撒母耳记上 14章



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
天亮，不留他们一人。」

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

祭司说：「我们先当亲近神。」

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
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

这日神没有回答他。

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
罪。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
犯了罪，他也必死。」

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撒上14:36-39)

撒母耳记上 14章



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
拿单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
吧！」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
情。」于是掣签掣出扫罗和约拿单来；百姓尽都无事。扫
罗说：「你们再掣签，看是我，是我儿子约拿单？」就掣
出约拿单来。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
事？」约拿单说：「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
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撒上14:40-43)

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
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
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作事。”
于是百姓救约拿单免了死亡。(撒上14:45)

撒母耳记上 14章



▪ 约拿单的战绩（1-15节）

▪ 色列人大大战胜非利士人（16-23节）

▪ 约拿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反了扫罗要百姓所发的
誓言（24-46节）

▪ 扫罗王一生的功绩（47-52节）

▪ 14：6-7 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
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
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
少。”

撒母耳记上 14章



▪ 扫罗在百姓中的工作 ，救以色列百姓脱离仇敌
的手

• 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
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押人、亚扪人、
以东人和琐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
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
击亚玛力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
们之人的手。（47-48节）

撒母耳记上 14章



扫罗

扫罗

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

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

出

身
便雅悯支派(十二支派中最微小的，曾经差点被

灭族。)

外

貌

初期的个

性

勤奋、谦卑、低调、隐藏，表现在：

1. 殷勤寻驴

2. 受撒母耳抬举时的反应

3. 绝口不对叔叔提他受膏之事

4. 被掣签掣中，却躲藏起来；遭藐视，

却不以为意

5. 作王之后，仍下田耕种，毫无架子

6. 击败亚扪人后，宽待当初藐视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