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  信  息 

講員：楊志明牧師 
信息：神厭棄掃羅作⺩的鑑戒 
經⽂：撒上 15 章 
前⾔：三千多年前⼀位以⾊列國⾸位國⺩的個⼈成敗歷史與我們有何關係？ 
 
⼀、 神厭棄掃羅作⺩與神揀選萬民作主⾨徒之關係？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聖靈的名）。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 :18-20） 

（⼀）復活的主站在何種位份來頒佈這新時代⼤使命？ 
（⼆）命令的主要內容是什麼？與何事相關？ 
（三）未來的萬⺩之⺩如此命令祂的⾨徒（跟從者）的主要期望是什麼？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 
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上受過他印記之⼈的靈魂，他 
們都復活了，與基督⼀同作王⼀千年。」「不再有⿊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 
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 20:4、22:5） 
 

⼆、 神厭棄掃羅作⺩幾個原因。（聖經給我們的說法） 
（⼀）最主要原因：不在意、不聽從神的話語命令（參申 17: 14- 20） 

「撒母耳對掃羅說：耶和華差遣我膏你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列；所以你當聽從耶和華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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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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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 15:1、11、22- 23） 

1. 神如此吩咐或命令，背後必有其必要的原因道理，且是為了我們的益處。我們當作的是相信⽽順從，
這是神⼼中為⺩者必備的最重要的條件。 

2. 神的話，尤其是神國的法律，是神國⼦民的⽣活⾔⾏準則，落⼈⼈都遵守與操守。就保證了神國度是
仁愛、公義、和平之幸福國度。君⺩若率先遵⾏神的話，並以神的話治理百姓，無形的表明了他是尊
神為⺩，也領導所有神國⼦民都尊神為⺩，⾒證了神才是創造宇宙萬物真正的萬⺩之⺩。神後悔⽴掃
羅為⺩，要表明的是神對膏掃羅為⺩的最⼤⼼意與期望落空⽽傷⼼失望。（後悔原意有嘆息之意） 

（⼆）其他原因 
1. 選擇性的順從神的話，忘記了神是鑑察⼈內⼼動機奇的神。 
2. 合理化⾃⼰所犯的過錯，並推卸責任給他⼈，顯明出他⼼中對神對⼈愛的不⾜，⾃我中⼼。 
 

三、 神刻意啟⽰出祂厭棄掃羅作⺩的原因，⺫的是警戒將來在祂國度降臨時，要與祂⼀同作⺩之歷代所有
⾨徒。（失敗學之例） 

（⼀）飢渴並竭⼒遵⾏神的話與命令，主給我們唯⼀的命令是什麼？相愛、傳愛。 
（⼆）操練謙卑受教且悔改，靠主勝過合理化過犯及推諉責任給他⼈。 
（三）持守對主的信、望、愛到底，⾄死忠⼼。 
 
四、總結：「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再沒有見掃羅；但撒母耳為掃羅悲傷，是因耶和華後悔立他為以⾊列的 

王。」（撒上 15 :35）太多跟隨主的⼈，合理化⾃⼰的軟弱（淡泊之⼼）卻不知其實是讓神傷⼼ 
失望。 



� 綜 合 消 息 � 

1. 歡迎第⼀次新來的朋友及線上的朋友，在主⽇的早 
晨和我們⼀同敬拜主，領受屬天的祝福 ！ 

2. 今⽇聖餐主⽇，服事同⼯為⺩璉勝、葉慧芳、陸依箖， 
吳佩蓉，請預備⼼。 

3.「祝福有夠神」⺫前已有九個⼩組為 best 完成報名， 
尚未登記的⼩組請加快腳步哦！⾄ 9/11 截⽌。共三 
個時段（上午 10-12 點、下午 3-5 點、晚上 7-9 點）。 

4.「⽣命衝擊營」已於 8/31 結⽌報名，但仍有弟兄姐妹 
陸續報名中，因此持續開放，⾄額滿結⽌，⿎勵邀請 
Best 參加。 

5. 第⼋期幸福⼩組將於 10/24 開跑，請各組提供福⾧ 
及同⼯名單，也請預備隊呼囉！ 

6. 溫馨提醒：親⼦室僅提供三歲以下的幼兒由⽗⺟陪 
同，聆聽主⽇崇拜，超過此年齡的兒童，請⾄兒主教 
室上課，謝謝配合。 

7. 疫情好幫⼿〜「防疫噴霧槍」每組優惠 140 元，餘數
不多，歡迎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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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歡迎第⼀次新來的朋友及線上的朋友，在主⽇ 

的早晨和我們⼀同敬拜主，領受屬天的祝福 ！ 

2. 今⽇聖餐主⽇，服事同⼯為⺩璉勝、葉慧芳、 

陸依箖，吳佩蓉，請預備⼼。 

3.「祝福有夠神」⺫前已有九個⼩組為 best 完成 

報名，尚未登記的⼩組請加快腳步哦！⾄ 9/11 

截⽌。共三個時段（上午 10-12 點、下午 3-5 

點、晚上 7-9 點）。 

4.「⽣命衝擊營」已於 8/31 截⽌報名，但仍有弟 

兄姐妹陸續報名中，因此持續開放，⾄額滿結 

⽌，⿎勵邀請 Best 參加。 
4. 第⼋期幸福⼩組將於 10/24 開跑，請各組提供 

福⾧及同⼯名單，也請預備隊呼囉！ 
5. 溫馨提醒：親⼦室僅提供三歲以下的幼兒由⽗ 

⺟陪同，聆聽主⽇崇拜，超過此年齡的兒童， 

請⾄兒主教室上課，謝謝配合。 

7. 疫情好幫⼿〜「防疫噴霧槍」每組優惠 140 元，

餘數不多，歡迎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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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拜：陳秋真姐妹 
司 會：顏志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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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詩 班 
證 道：楊志明牧師 
祝 禱：楊志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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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楊志明牧師 賓寧／⽂華 吳主恩傳道 
敬拜 陳秋真 林⽂揚 陳秋真 
司會 顏志穎 ⻯賓寧 林⽂華 
獻詩 ⼩詩班 ⼩組詩班 重唱 
接待 以斯帖⼆ 約書亞社⻘ 喜樂ㄧ 
⾳控 顏志穎 林⽊茂 葉世保 
投影 張芸嘉 ⿈彩桂 莊義程 

 
 

9-12 ⽉教會重要事⼯ 

9/15-9/16 祝福有夠神 

10/8 屬靈家⾧ 

10/14-10/16 ⽣命衝擊營 

第⼋期幸福⼩組： 

§ 10/23 誓師⼤會（預備隊呼） 
§ 10/24-12/10 幸福⼩組七週 
§ 12/17 聖靈更新營 
§ 12/23 洗禮說明會 
§ 12/25 洗禮（聖誕節） 

10/29-10/31 教會衝擊營 

11/13 名⼈講座：周丹薇 

12/4 ⼩組同⼯召聚 

12/31 
跨年禱告會 
新家⼈座談會 

 



 

摘⾃基督教今⽇報／信仰造就專欄 

親愛的，把你的「只有」給神！ 
「只有」是⼈的盡頭，交「給神」卻是神的開頭，在神來說卻是「還有」。 
那沒有看⾒就信的有福了... 

「我們這裡只有五個餅，兩條魚。耶穌說：拿過來給我。」（太 14:17-18） 

當⾨徒說：我們這裡「只有」，耶穌說：拿過來「給我」。當寡婦說：罈內「只
有」⼀把麵，瓶裡只有⼀點油；以利亞說：先為我做⼀個⼩餅拿來「給我」。 
「只有」是⼈的盡頭，交「給神」卻是神的開頭，在神來說卻是「還有」。 
信⼼是在⼈「沒有」中，看⾒神「還有」，⼈才會把⾃⼰的「只有」交「給神」。
那沒有看⾒就信的有福了！ 
拿俄⽶因為飢荒⽽逃離家鄉，⼜因為丈夫兒⼦死了⼜回到家鄉，照⼈看來是很
沒有⾯⼦，因為原來是「甜」現在變成「苦」。但她願意歸回，神就⽤伯利恆的
糧倉來餵養她。 
如果我們要⾃⼰想辦法，只好我們⾃⼰負責任；我們讓神想辦法，祂就幫我們
負責。那⼀條路好？神路最好！我們要⾛神的路，第⼀步要說，我不能、我軟
弱。 
「轉向歸回」意謂的是尋找「最適切的⽴⾜點」；有⼗萬存款的⼈，買了⼀百萬
的房⼦，真是⼤⼤不智，九⼗萬的負荷，⾜以令⼈窒息喘不過氣來，⼀百塊過
⼀百塊的⽣活，五百塊有五百塊的⽣活。 
每天實事求是，且在進步中⽣活的⼈，天天都在「轉向歸回」。當你承認沒有路
了，在祂沒有難成的事。 

親愛的，把你的「只有」交「給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