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

普及課程(進階班)

2019-2020

撒烏耳
結構
附錄 1
I. 前言：
1. 撒慕爾：先知、民長、君王策立者 (撒上 7 章)
2. 以色列長老要求「立一位君王…如同各國一樣」(撒上 8 章)
II. 撒烏耳「被舉揚，承受光榮座位」(撒上 9-11 章)
1. 撒烏耳尋驢尋得王位 (撒上 9 章)
2. 撒慕爾為撒烏耳傅油 (撒上 10:1-16)
3. 撒慕爾藉抽籤公佈撒烏耳為以色列的君王 (撒上 10:17-27)
4. 撒烏耳大敗亞孟人—人民公認撒烏耳為以色列的君王 (撒上 11:1-15)
III. 君王制度下 — 上主和以色列的關係 (撒上 12 章)
IV. 撒烏耳被上主擯棄 (撒上 13-15 章)
1.

與培肋舍特人於米格瑪斯之戰 — 撒烏耳王位立不住 (撒上 13-14 章)

1.1 大戰前的一件糊塗事 (撒上 13:1-14:23)
1.2 大戰中糊塗事的延續 (撒上 14:24-46)
1.3 結果：「撒烏耳一生同培肋舍特人常發生激烈戰爭…」(14:52)
2.

與阿瑪肋克人之聖戰—上主後悔立撒鳥耳為王 (撒上 15 章)

2.1

撒烏耳大敗阿瑪肋克人 (撒上 15:1-9)

2.2

一場有缺陷的勝仗 (撒上 15:10-35)

2.2.1 撒慕爾與撒烏耳的兩次對質 (撒上 15:10-23)
2.2.2 撒烏耳兩次認罪 (撒上 15:24-34)
2.3
V.

結果：「撒慕爾至死再沒有見撒烏耳」(15:35)

總結
1.

第一位受傅的君王—撒烏耳之死 (撒上 31:1-13)

2.

撒烏耳的悲慘下場有可能改變的嗎? 這故事為讀者帶來什麼啟示？

3.

以色列王國的將來會有希望嗎？

註：請閱讀撒上 9-15; 31 章；申 3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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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的權利：申 17:14-20 與撒上 8:11-18 之比較：
附錄 2
申 17:14-20

撒上 8:11-18

梅瑟說 ：
「 14 當你進入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
土地，佔據了那地，安住在那裏以後，
你如說：「我願照我四周的各民族，設
立一位君王統治我，」15 你應將上主你
的天主所揀選的人，立為你的君王。應
由你兄弟中立一人，作你的君王，不可
讓不屬你兄弟的外方人統治你。
16 但是，不可許他養許多馬，免得他叫
人民回到埃及去買馬，因為上主曾對你
們說過：「你們不可再回到那條路上
去；」17 也不可許他有許多妻妾，免得
他的心迷於邪途；也不可許他過於積蓄
金銀。
18 幾時他登上了王位，依照肋未司祭處
所存的法律書，給他抄寫一本，19 叫他
帶在身邊一生天天閱讀，好使他學習敬
畏上主他的天主，謹守遵行這法律上的
一切話和這些規則。20 如此他可避免對
自己的同胞心高氣傲，偏離這些誡命，
好使他和他的子孫在以色列中間久居
王位。」

撒慕爾
「11 說：「那要統治你們的君王所享有
的權利是：
他要徵用你們的兒子，去充當車夫馬
夫，在他的車前奔走：12 委派他們做千
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令他們耕種
他的田地，收割他的莊稼，替他製造作
戰的武器和戰車的用具；13 要徵用你們
的女兒為他配製香料，烹調食物；
14 要拿你們最好的莊田、葡萄園和橄欖
林，賜給他的臣僕；15 徵收你們莊田和
葡萄園出產的十分之一，賜給他的宦官
和臣僕；16 使用你們的僕婢和你們最好
的牛驢，替他作工；17 徵收你們的羊群
十分之一；至於你們自己，還應作他的
奴隸。
18 到那一天，你們必要因你們所選的君
王發出哀號；但那一天，上主也不理你
們了。」

註：
如果將申 17:14-20 與撒上 8:11-18 的記述作一比較，可以看到：
1.

以色列君王的權利在某程度上是受到限制的。

2.

上主為人民揀選的以色列君王是要「學習敬畏上主，謹守遵行這法律上的一
切話和這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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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烏耳和約納堂當天與培肋舍特人於米革瑪斯之戰的處理手法 (撒上 14:1-23)：
附錄 3
約納堂
1.

撒烏耳

面對強敵，他決定尋求天主的先 2.
兆，因為他明白「上主要叫人得
勝，並不在人數多少」(14:6)。
這先兆是：
如果哨兵阻止他和執戟手上前，他
們就放棄突襲。
如果哨兵叫他們上前到哨站那
裏，這就表示上主已把敵人交在他
們手中。

面對強敵，他似乎不知所措，他只
是坐在禾場旁的石榴樹下，似乎不
知所措。
雖然他當時是與帶著「厄弗得」的
司祭——阿希突布一起，但他卻沒
有想過尋求天主的先兆。

3.

結果：哨兵叫他們上前，他們於是 4.
就施行突襲，擊殺敵人，引起敵人
恐慌，地也起了震動。

5.

約納堂的突襲，促使撒烏耳的軍隊衝入戰場，同時也令到那些以前服事培
肋舍特人的希伯來人， 那些藏在山洞裏，土窟內，岩石下，地窖內和旱井
裏的百姓，都出來乘勢追趕，因而大敗培肋舍特人。

當他看見敵營大亂，同時又發現約
納堂和他的執戟手不在營中，就意
識到他們二人正在施行突襲。
就在這時，他才想起天主的「厄弗
得」，於是吩咐司祭尋求上主的啟
示；不過，在求問期間，他又吩咐
司祭放棄求問，急不及待的加入戰
團。

註：
從以上二人的處理方式作一比較，究竟誰更依賴上主，誰更為果敢呢？這場勝仗
誰的功勞最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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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中兩個問題可作參考的章節
附錄 4a
問題一：
撒烏耳的悲慘下場有可能改變的嗎? 這故事為讀者帶來了什麼啟示呢？
在大敗阿瑪肋克人後，上主的話傳於撒慕爾說：
「11 我後悔立了撒烏耳為王，因為他背離了我，沒有遵從我的命令…」(撒上 15:11)
當撒烏耳撕下了撒慕爾外氅衣邊的一塊時：
「28 撒慕爾於是對他說：上主今日 從你身上撕下了你的王位，給了一個比你更
好的人。29 並且以色列的光榮絕不發虛言，也不會懊悔，因為他不像人，可以懊
悔。」(撒上 15:28-29)
上主有話傳給耶肋米亞說：
「7 我一時可對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決意要拔除，要毀壞，要消滅；8 但是我
要打擊的民族，若離棄自己的邪惡，我也反悔，不再給他降原定的災禍。9 或者，
我一時想對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決意要建設，要栽培，10 但若她行我不喜歡的
事，不聽從我的聲音，我也要反悔，不再給她所許過的恩惠。」(耶 18:7-10)

附錄 4b
問題二：
以色列王國的將來會有希望嗎？
撒烏耳作了第一件糊塗事時，撒慕爾斥責撒烏耳說：
「14 但現在你的王位已立不住了；上主已另找了一位隨他心意的人，立他為百姓
的首領，因為你沒有遵守上主吩咐你的命令。」(撒上 14:14)
在大敗阿瑪肋克人後，上主的話傳於撒慕爾說：
「11 我後悔立了撒烏耳為王，因為他背離了我，沒有遵從我的命令。」撒慕爾感
到不安，整夜哀求上主。(撒上 15:11)
當撒烏耳撕下了撒慕爾外氅衣邊的一塊時：
「28 撒慕爾於是對他說：上主今日 從你身上撕下了你的王位，給了一個比你更
好的人。」(撒上 15:28)
撒烏耳第二次認罪的結果：
「35.撒慕爾至死再沒有見撒烏耳。撒慕爾為了撒烏耳很是傷心，因為上主後悔立
了撒烏耳作以色列的君王。」(撒上 15:35)
撒烏耳的故事圈完結後，撒上 16:1 馬上記載：
1 上主對撒慕爾說：
「我既然廢棄了撒烏耳，不要他作以色列的君王，你為他要悲
傷到幾時呢？把你的角盛滿油，我派你到白冷人葉瑟那裏去，因為在他的兒子
中，我已為我選定了一位君王」。(撒上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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