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命勝於獻祭

從掃羅的失敗中學習



分水岭
某个人人生的转折点，以此转折点为界，他的人生走了两条

完全不同的道路，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從迫害到追隨

Saul to Apostle Paul

Prosecutor to 
follower



從被膏到被棄

Israel’s 1st king –
Saul

from anointed to 
rejected



聽命勝於獻祭

神的命令

掃羅執行命令

掃羅的失敗

掃羅對失敗的反應

神的反應

我們的學習



神的命令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人出

埃及的時候，在路上亞瑪力人怎樣待

他們，怎樣抵擋他們，我都沒忘。現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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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奶的，並牛、羊、駱駝和驢盡行殺

死。』



亞瑪力人 – 以掃的後代

9以掃是西珥山裡以東人的始祖，他的後代記在下面。

12亭納是以掃兒子以利法的妾，她給以利法生了亞瑪力。

創世記 36



亞瑪力人 – WICKED PEOPLE

18耶和華差遣你，吩咐你說：『你去擊打那些

犯罪的亞瑪力人，將他們滅絕淨盡。』

Wicked: evil or morally wrong 邪惡的



17「你要記念你們出埃及的時候，亞瑪力人在路上

怎樣待你： 18他們在路上遇見你，趁你疲乏困倦擊

殺你儘後邊軟弱的人，並不敬畏神。 19所以，耶和

華你神使你不被四圍一切的仇敵擾亂，在耶和華你

神賜你為業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時你要將亞瑪力的

名號從天下塗抹了，不可忘記。

申命記 25



8那時，亞瑪力人來在利非訂，和以色列人爭戰。 出17:8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一次爭戰 – 出17

11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
亞瑪力人就得勝。 12但摩西的手發沉，他們就
搬石頭來，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亞倫
與戶珥扶著他的手，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
他的手就穩住，直到日落的時候。 13約書亞用
刀殺了亞瑪力王和他的百姓。
14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將亞瑪力的名號從
天下全然塗抹了，你要將這話寫在書上做紀念，
又念給約書亞聽。」



Midian

迦南人

亞捫人

摩押人

米甸人亞瑪力人

非利士



亞瑪力人 – 以色列人的敵人

於是亞瑪力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來擊打他們，把他們殺退了，

直到何珥瑪。民數記 14:45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就使摩押王伊磯倫強盛，

攻擊以色列人。伊磯倫招聚亞捫人和亞瑪力人，去攻打以色列人，

占據棕樹城。士師記 3:12-13

以色列人每逢撒種之後，米甸人、亞瑪力人和東方人都上來攻打他們，

對著他們安營，毀壞土產，直到加沙，沒有給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

羊、驢也沒有留下。因為那些人帶著牲畜、帳篷來，像蝗蟲那樣多，

人和駱駝無數，都進入國內，毀壞全地。士師記6:3-5



掃羅執行命令

4 於是掃羅招聚百姓在提拉因，數點他們，共有步兵二十萬，

另有猶大人一萬。 5 掃羅到了亞瑪力的京城，在谷中設下埋

伏。 6 掃羅對基尼人說：「你們離開亞瑪力人下去吧！恐怕

我將你們和亞瑪力人一同殺滅。因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你們曾恩待他們。」於是基尼人離開亞瑪力人去了。 7 掃羅

擊打亞瑪力人，從哈腓拉直到埃及前的書珥，8 生擒了亞瑪

力王亞甲，用刀殺盡亞瑪力的眾民。



基尼人

摩西的內兄(或作：岳父)是基尼人，他的子孫與猶大

人一同離了棕樹城，往亞拉得以南的猶大曠野去，就

住在民中。

士師記 1:16



掃羅大獲全勝 (在人的眼中)

生擒了亞瑪力王亞甲，用刀殺盡亞瑪力的眾民。



掃羅失敗了(在神的眼中)

10 耶和華的話臨到撒母耳說： 11 「我立掃羅為王，我

後悔了。因為他轉去不跟從我，不遵守我的命令。」

撒母耳便甚憂愁，終夜哀求耶和華。



箴言 16

2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唯有耶和華衡量

人心。 3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

立。 4耶和華所造的各適其用，就是惡人也為禍患的日

子所造。 5凡心裡驕傲的，為耶和華所憎惡，雖然連手，

他必不免受罰。



掃羅的失敗

神的命令 掃羅的行動

去

擊打

滅盡

所有的

盡行殺死

不可憐惜

憐惜亞甲，也愛惜上好的牛、羊、
牛犢、羊羔並一切美物



掃羅的失敗

12 撒母耳清早起來，迎接掃羅。有人告訴撒母耳說：

「掃羅到了迦密，在那裡立了紀念碑，又轉身下到吉甲。」

set up a monument 
in his own honor



巴別塔

「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

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

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

散在全地上。」創世記 11 :4

so that we may make a 
name for ourselves;



什麼是你我的巴別塔(紀念碑)?



為了神的榮耀



箴言 6:16-19

16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 17就

是高傲的眼，撒謊的舌，流無辜人血的手， 18圖謀惡計的心，

飛跑行惡的腳， 19吐謊言的假見證，並弟兄中布散分爭的人。



掃羅的失敗 - 對失敗的反應



第一回合 – 掩蓋 (COVER UP)

掃羅：耶和華的命令我已遵守了。



我做完作業了…



第二回合 – 推卸责任 / 辯解（合理化）

14撒母耳說：「我耳中聽見有羊叫、牛鳴，是從哪裡來的

呢？」

15掃羅說：「這是百姓從亞瑪力人那裡帶來的，因為他們

愛惜上好的牛羊，要獻於耶和華你的神。其餘的我們都滅

盡了。」



自我防禦機制





第三回合 – 否認/找藉口

你為何沒有聽從耶和華的命令，急忙擄掠財物，行耶和華眼

中看為惡的事呢？

「我實在聽從了耶和華的命令，行了耶和華所差遣我行的路，

擒了亞瑪力王亞甲來，滅盡了亞瑪力人。百姓卻在所當滅的

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獻於耶和華你的神。」



你我他

承擔責任 搶功勞



第四回合 – 承認但有藉口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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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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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也厭棄你做王。」

24掃羅對撒母耳說：「我有罪了，我因懼怕百姓，聽從他們的話，

就違背了耶和華的命令和你的言語。 25現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

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華。」



真相
Do you solemnly (swear/affirm) that you will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 

鄭重宣誓所提供的是真相,全部真相,只有真相

好人寥寥

You want answers?



我因懼怕百姓，聽從他們的話

18於是叫了他們來，禁止他們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

論、教訓人。 19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不聽從

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

使徒行傳 4



第五回合 – 妥協的承認以達到目的

26撒母耳對掃羅說：「我不同你回去，因為你厭棄耶和華的命令，

耶和華也厭棄你做以色列的王。」 27撒母耳轉身要走，掃羅就扯住

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斷了。 28撒母耳對他說：「如此，今日耶

和華使以色列國與你斷絕，將這國賜予比你更好的人。 29以色列的

大能者必不至說謊，也不至後悔。因為他迥非世人，決不後悔。」

30掃羅說：「我有罪了，雖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長老和以色列

人面前抬舉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華你的神。」



求你在我百姓的長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舉我

30 …現在我卻說，決不容你們這樣行。因為尊重我的，

我必重看他；藐視我的，他必被輕視。 1 Samuel 2:30

32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

他； 33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不認他。 Matthew 10:32-33



掃羅對失敗的反應

耶和華的命令我已遵守了

因為他們愛惜上好的牛羊，要獻於耶和華你的神

我實在聽從了耶和華的命令，行了耶和華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亞瑪

力王亞甲來，滅盡了亞瑪力人

我有罪了，我因懼怕百姓，聽從他們的話，就違背了耶和華的命令和

你的言語。現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華

我有罪了，雖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長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舉我，

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華你的神



掃羅對失敗的反應

 Cover up 掩蓋

 Defense 辯護
 Blame-shifting 甩鍋

 Rationalization 合理化

 Denial 否認

 Justification 找藉口

 Confess without repentance 認錯但不悔改

 Manipulating to achieve personal agenda
操縱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Root cause 根本原因

因為他轉去不跟從我

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1 Samuel 16:7



認罪悔改

9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

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10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

便是以神為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裡了。約翰一書 1

10因為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

以致得救；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

哥林多後書 7:10



大衛 – 合神心意 (詩51)

51 大衛與拔示巴同室以後，先知拿單來見他。他作這詩，交於伶長。

1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

2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

3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4我向你犯罪，唯獨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這惡，以致你責備我的

時候顯為公義，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正。

16你本不喜愛祭物，若喜愛，我就獻上，燔祭你也不喜悅。

17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根本原因 ROOT CAUSE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箴言 4:23

掃羅沒有遵守神的命令

掃羅轉去不跟從神



SOW A THOUGHT, REAP A DEED. SOW A DEED, REAP 

A HABIT. SOW A HABIT, REAP A CHARACTER. SOW A 

CHARACTER, REAP A DESTINY.

播下一种思想，收获一种行动；播下一种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

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



神的反應

因為你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做以色列的王。

如此，今日耶和華使以色列國與你斷絕，將這國賜予比你

更好的人。



我們的學習

掃羅的失敗 – 轉去不跟從神
悖逆不順服

驕傲

認罪但沒有真正的悔改

我們從掃羅的失敗中學習到
聽命勝於獻祭

我們會犯錯誤但更重要的是認罪並悔改

保守我們的心跟隨主



省察我們的心 – 愈走愈近還是漸行漸遠?



5 WARNING SIGNS THAT YOU’RE DRIFTING AWAY FROM GOD

1. You don’t pray anymore (不再禱告)

2. You don’t make time to read/study the Bible (不再花時間研讀聖經)

3. You don’t spend much time fellowshipping with other believers (不

再花時間和其他信徒相交)

4. The sins that used to bother you don’t bother you as much 

anymore (對之前敏感的罪不再敏感)

5. The gospel doesn’t affect you as much anymore (福音不再影響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