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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讀經班



11/17/2013 Warren Wang

讀經班的⾦句

聖經都是神所默⽰的，於教訓、督責、使⼈歸正、教導⼈學
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得以完全，預備⾏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17）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2 Tim.  3:16-17, NIV）



11/17/2013 Warren Wang

讀經：對著神的話語調整⾃⼰

聖經是神的話語，當你讀經的時候，你不僅僅是吸 收屬靈的知
識，更是一邊讀一邊「對著神的話語調 整自己」：

觀念上的調整： 

1.  教訓（teaching）：

傳授我們屬靈的真理


2.  督責（rebuking）：

糾正我們錯誤的觀念


行為上的調整： 

3.  使⼈歸正（correcting）：

引導我們正確的道路


4.  教導⼈學義（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培育我們屬神的品格



撒母⽿記上
chapter 11-20



撒⺟耳記⼆觀

1. 撒⺟耳記宏觀 

從宏觀的⾓度來看，撒⺟耳記是
在講以⾊列這個「國家」的故
事，告訴我們「以⾊列王國」誕
⽣的經過。以⾊列原先是⼀個⽀
派聯盟，後來卻成為中央集權的
國家；原先是由各族長領導，後
來卻由君王統治。這是如何改變 
的？撒⺟耳記寫作的⽬的，就是
要交待這個過程。 

2. 撒⺟耳記微觀

從微觀的⾓度來看，撒⺟耳記是在講撒
⺟耳、掃羅、⼤衛這三個⼈的故事。有
如⼀本傳記，撒⺟耳記從撒⺟耳的出⽣
講起，歷述這三個⼈的⼀⽣，其中有
成功、有失敗、有喜樂、有悲傷、有
忠誠、有背叛、有戰爭、有柔情、有敵
意、有友誼、有權⼒的獲得、有家庭的
破裂。在整本聖經之中，撒⺟耳記可說
是非常⼈性化的⼀本書。



撒⺟耳記的中⼼教導

• ⼈與神的關係 

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撒⺟耳記都是在講
「⼈與神的關係」。從國家來講，以⾊列
真正的王應當是神，⽽不是⼈。怎麼會
從神主變成君主，從神作王變成⼈作王？
撒⺟耳記的重點，是要告訴我們「以⾊列
與神的關係之變化」。從個⼈來講，無論
是撒⺟耳、掃羅，還是⼤衛，重點都是
在講他們與神之間的關係。

⼈與神的關係決定了⼀個⼈的
命運，也決定了⼀個國家的命
運。撒⺟耳記告訴我們，⼈⽣
除了橫的層⾯（⼈際關係），
還有縱的層⾯（神⼈關係），
⽽縱的層⾯決定了橫的層⾯。



如何讀撒⺟耳記

1. 不要靈意解經 

撒⺟耳記是⼀本傳記，既
然是傳記，就應該將它當
作傳記來讀。傳記不是論
⽂，保羅書信是神學論
⽂，需要⼀句⼀句仔細推
敲，讀傳記卻不必如此。
傳記是講故事，故事怎麼
說，我就怎麼聽。

你不必聽了⼀句，就在推敲：「哈拿
默禱有何涵意？默禱與出聲禱告何
者更加屬靈？如何將默禱應⽤於個
⼈靈修與教會崇拜之中？」作者要告
訴你撒⺟耳出⽣的經過，你卻在給默
禱作靈意解經。你這樣做就不是聽
故事的原意，⽽是將⾃⼰的意思強加
於經⽂之中。



2. 不要拘泥於枝節	 	

讀的時候要從⼤處著眼，不要
拘泥於枝節：「⾦痔瘡是甚麼
意思？為什麼是⾦的⽽不是銀
的？」我們的眼光要朝上看，
瞭解神的⼼意：

「從撒⺟耳的⼀⽣，我學到了甚
麼？從掃羅，從⼤衛的⼀ ⽣，我學
到了甚麼？讀完了撒⺟耳記，我與
神的關係是否更加長進？」我們的
神是⼜真⼜活的神，你若存著虔誠
的⼼讀這本書，他必會藉著這次的
讀經祝福你。

如何讀撒⺟耳記



2. 要讓靈命受益	 	

聖經裡的故事必定蘊
藏著有益於神⼈關係
的教導， 所以要讀出
這些教導才算沒有⽩
讀。這些教導不 在於
⼀字⼀句之中，⽽在
於整個故事之中：

掃羅情急之下獻祭，為何神因此⽽厭棄他作
王？⼤衛有兩次機會殺掃羅，為何不殺？⼤
衛曾經犯了⼤罪，為何仍被稱為「合神⼼意
的⼈」？此⼈⼀⽣做了甚麼事？他有什麼結
局？如果只聽故事的情 節，聽完了只是頭腦
上多知道⼀些東⻄，靈命卻不受益，那就是
枉費⼯夫。讀經必須要得著屬靈的益處，那
才算沒有⽩讀

如何讀撒⺟耳記



撒⺟耳記的主題與⾦句

• 主題：偏離神的道路（從神主到君主，從神作王到⼈作王）

• ⾦句： 

1.    耶和華喜悅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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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上15:22-23） 

2.    耶和華看甚麼？ 耶和華卻對
撒⺟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
和他⾝材⾼⼤，我不揀選
他。因為，耶和華不像⼈看
⼈：⼈是看外貌；耶和華是
看內⼼。（撒上16:7）



神拯救的⽬的

• 起初的⽬的：作神的⼦⺠ 

我向埃及⼈所⾏的事，你們都看⾒了，
且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
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
守我的約，就要在萬⺠中作屬我的⼦
⺠，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
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出埃及
記19:4-6） 

• 最終的⽬的：作神的⼦⺠ 

我聽⾒有⼤聲⾳從寶座出
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
⼈間。他要與⼈同住，他
們要作他的⼦⺠。神要親
⾃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
神。（啟21:3）



以⾊列王的責任

• 與列國的君王不同 

1. 其上還有更⾼的權柄 ：列國的君王⾄
⾼無上，無需順服於其他權柄。以⾊
列王之上還有神，必須服於耶和華的
權柄之下。 

2.  以順服神來定好壞 ：列國的君王是以
政治和軍事的功績定好壞，以⾊列王
是以是否順服神定好壞。聽神的話才
是好王，不聽神的話就是壞王。 

• 以⾊列王的⾸要責任 

• 以⾊列王的⾸要責任就是
「順從耶和華，聽他的
話」。耶和華才是以⾊列真
正的王，地上的君王只是耶
和華的器⽫。地上君王的第
⼀任務，就是服從天上的
王。



12/15/2013 Warren Wang

神的安排：迷路的驢，引路的驢

掃羅的⽗親基⼠丟了幾頭驢，他就吩
咐兒⼦掃羅說：你帶⼀個僕⼈去尋找
驢…9:3 

僕⼈說：這城裡有⼀位神⼈，或 者他能
將我們當走的路指⽰我們。 ⼆⼈就上
去，將進城的時候，撒⺟耳正迎著他們 

來…9:6,14 

你前三⽇所丟的那幾頭驢，你⼼裡不
必掛念，已經找著了…9:20





以⾊列的第⼀個王

掃羅 

有⼀個便雅憫⼈，名叫基⼠，是
便雅憫⼈亞斐亞的⽞孫，比哥拉
的曾孫，洗羅的孫⼦，亞別的兒
⼦，是個⼤能的勇⼠。他有⼀個
兒⼦，名叫掃羅…撒 ⺟ 耳在耶和
華⾯前立掃羅為王。 



以⾊列的第⼀個王

1. 儀表出眾的掃羅 

聖經描寫掃羅的儀表，說他「⼜健
壯、⼜俊美，在以⾊列⼈中沒有⼀個
能比他的；⾝體比眾⺠⾼過⼀頭。」
（9:2）撒⺟耳對掃羅的外表印象深
刻，看到他比眾⺠⾼過⼀頭，當眾讚
美他說：「你們看耶和華所揀選的
⼈，眾⺠中有可比他的麼？」（撒上
10:24）掃羅天⽣是⼀個儀表出眾的
⼈。



2. 個性謙和的掃羅 

除了儀表出眾，掃羅的個性也很謙和。
撒⺟耳以抽籤的⽅式（古時求問神旨意
的⽅法之⼀）抽出掃羅作王，眾⼈到處
找他，但卻找不著。最後只好求問神，
神說：「他藏在器具中了。」（撒上
10:22） 選中了他作王，他沒有出來接受
歡呼，反倒藏起來，掃羅原是⼀個不愛
出風頭的⼈	。 

3. 為⼈樸實的掃羅 

亞捫⼈侵略以⾊列，消
息傳來，那時「掃羅正
從⽥間趕⽜回來」（撒
上11:5）。已經有了君
王的名分，卻仍親⾃下
⽥趕⽜，掃羅原是⼀個
非常樸實的⼈。

以⾊列的第⼀個王





4. ⼼胸寬⼤的掃羅 

當百姓擁立掃羅為王之時，「有些匪徒
說：這⼈怎能救我們呢？就藐視他，沒有
送他禮物；掃羅卻不理會。」（撒上
10:27）後來，掃羅率領百姓戰勝了亞捫
⼈，百姓想起當初藐視掃羅的那些⼈，忿
忿不平的說：「那說掃羅豈能管理我們的
是誰呢？可以將他交出來，我們好殺死
他。」

掃羅⼤可趁機報復，
但是他卻不肯，他
說：「今⽇耶和華在
以⾊列中施⾏拯救，
所以不可殺⼈。」
（撒上11:12-13）掃羅
原是⼀個⼼胸寬⼤的
⼈。

以⾊列的第⼀個王



5. 作戰勇敢的掃羅 

亞捫⼈來襲，從無作戰經驗的掃羅挺
⾝⽽出，率領百姓擊敗了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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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11:11）掃羅⼀⽣戰功彪
炳，從未在戰場上退縮過。掃羅戰死
之後⼤衛哀悼他，稱他為「英雄」。
掃羅始終是⼀個作戰勇敢的⼈。 

6. 被神所厭棄的掃羅 

這麼⼀位儀表出眾、個性
謙和、為⼈樸實、⼼胸寬
⼤、⽽⼜作戰勇敢的掃
羅，最終卻被神所厭棄。
為什麼？這是撒⺟耳記所
要教導我們的重要功課。

以⾊列的第⼀個王



以⾊列⼈立王得罪神

• 天降雷雨 

神依從以⾊列⼈的要求允許
他們立王，但卻透過撒⺟耳 
明確地告訴他們，他們是在
做⼀件得罪神的事：「這不 
半鄨鄛⼦的時候嗎？我求告
耶和華，他必打雷降雨，使 
你們⼜知道⼜厶出，你們求
立王的事半在耶和華⾯前犯 
⼤罪了。」12:17 

• ⼀步錯，步步皆錯 

在信仰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是起步 。以⾊列
⼈不該立王但卻堅持要立王，他們的起步⼀
錯，以後步步皆錯。雖然列王之中偶⽽會出
現⼀個好王，但是國家整體的⽅向已經走錯
了，最終難逃亡國的命運。基督徒也是如
此，神的旨意是「耶和華作王」，神的旨意
是「基督是主」主。基督徒若⼀開始就不願
意順服神的旨意，以後就算偶有靈命的復
興，⾄終卻難免和神越走越遠。

12/22/2013 Warren  Wang



錯誤中的補救⽅法

1.  要敬畏耶和華，聽從他的話 

神有額外的慈悲憐憫，雖然百姓違背神的
⼼意要求立王，神還是願意法外施恩。撒
⺟耳對百姓說：「你們若敬畏耶和華，事
奉他，聽從他的話，不違背他的命令，你
們和治理你們的王也都順從耶和華，就好
了。」（撒上12:14）雖然百姓⼀開始沒有
順從神，定要立王，可是以後若百姓和王
都順從神，事情還是會好轉。雖然不像完
全順服那樣蒙福，但是還是會蒙神看顧。 

2. 不要偏離耶和華，去順從虛無的假神 

撒⺟耳對百姓說：「不要懼怕！你
們雖然⾏了這惡，卻不要偏離耶和
華，只要盡⼼事奉他。若偏離耶和
華去順從那不能救⼈的虛神是無益
的。」

12/22/2013 Warren  Wang









掃羅的基本錯誤

1. 超越本分的罪 

在以⾊列⼈和非利⼠⼈⼤戰之前，
掃羅等待撒⺟耳來獻祭，然後才出
兵交戰。等到第七天，撒⺟耳還沒
有來。以⾊列的軍⼼不穩，有些⼠
兵開始離去，引起掃羅的驚惶。按
照神的規定，只有祭司才能獻祭。
掃羅雖然是君王，但卻沒有獻祭
權。

⼀個⼈在驚惶之中是否還能遵守神
的原則，是對信⼼的⼀個重⼤考
驗。掃羅信⼼動搖，決定不等撒⺟
耳，於是⾃⼰越分獻祭。撒⺟耳來
了，告訴掃羅因他違背了神的命
令，他的王位必不長久。

12/22/2013 Warren  Wang



掃羅的基本錯誤

2. 不順服神的罪 

撒⺟耳傳遞耶和華的命令，要掃羅
除滅所有亞瑪⼒⼈和他們⼀切的牲
畜。但是掃羅在打敗亞瑪⼒⼈之
後，卻赦免了亞瑪⼒王亞甲，並留
下上好的牲畜，並⼀切美物。掃羅
雖然明⽩神的命令，但卻妥協了，
他把那些瘦弱的⽜⽺殺掉，肥壯的
留下，並保存亞甲的性命。

這次違命之後，耶和華的話
臨到撒⺟耳，說：「我立掃
羅為王，我後悔了，因爲他
轉去不跟從我，不遵守我的
命令。」神要我們對他完全
順服，不要⼼懷⼆意，中途
妥協。

12/22/2013 Warren  Wang



⼆次奇異的勝利

1. 密抹之役 

約拿單帶著⼀個貼⾝侍衛，
勇闖非利⼠⼈的營寨，說：
耶和華使⼈得勝，不在乎⼈
多⼈少！

2. 以拉⾕之役 

⼤衛⼀個⼈⾯對巨⼈歌利
亞，說：耶和華使⼈得勝，
不是⽤⼑⽤槍，因為爭戰的
勝敗全在乎耶和華！

12/22/2013 Warren  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