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命胜于献祭（一）



登山宝训

天国子民的八种属灵品格和福气

恩典的呼召和永恒的救赎计划

神的预定，拣选，呼召，救赎，成圣

得产业和得荣耀

对上帝呼召的回应（得恩典祝福的秘诀）

顺服听命



遵命得福，违命得祸（申30）

30:9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 神的話、謹守這律法書上所
寫的誡命、律例、又盡心盡性歸向耶和華你的 神、
他必使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並你身所生的、牲畜所
下的、地土所產的、都綽綽有餘．因為耶和華必再喜
悅你、降福與你、像從前喜悅你列祖一樣。  
30:10    見上節  
30:11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誡命、不是你難行的、也不是
離你遠的。  
30:12    不是在天上、使你說、誰替我們上天取下來、使
我們聽見可以遵行呢．  
30:13    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說、誰替我們過海取了來、
使我們聽見可以遵行呢。  
30:14    這話卻離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裡、使你
可以遵行。  



遵命得福，违命得祸（申30）

30:15    看哪、我今日將生與福、死與禍、陳
明在你面前。  30:16    吩咐你愛耶和華你的
神、遵行他的道、謹守他的誡命、律例、典
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數增多、耶和華你
神就必在你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賜福與
你。  30:17    倘若你心裡偏離不肯聽從、卻被
勾引去敬拜事奉別神、  30:18    我今日明明告
訴你們、你們必要滅亡、在你過約但河進去
得為業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長久。  30:19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
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
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



遵命得福，违命得祸（申30）

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祝福的意念

遵命者得福（9-10）

神的戒命不难遵守，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
在眼前（11-14）



遵命得福，违命得祸（申30）

• 呼召是个人化呼召，顺服听命也是一种个
人化的选择 (15-18）

• 这样的选择关系到我们一生的生死祸福

•   神人摩西的见证和最后的呼吁（19）

•   以色列的历史是对本段经文的见证

•    这样的灵训同样适用与每个信徒



违命得祸（撒上13）

13:5    非利士人聚集要與以色列人爭戰、有車三
萬輛、馬兵六千、步兵像海邊的沙那樣多、就
上來在伯亞文東邊的密抹安營。  
13:6    以色列百姓見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
叢林、石穴、隱密處、和坑中。
13:7    有些希伯來人過了約但河、逃到迦得和基
列地．掃羅還是在吉甲、百姓都戰戰兢兢的跟
隨他。  
13:8    掃羅照著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
撒母耳還沒有來到吉甲、百姓也離開掃羅散去
了。  
13:9    掃羅說、把燔祭和平安祭帶到我這裡來．
掃羅就獻上燔祭。



违命得祸（撒上13）

13:11    撒母耳說、你作的是甚麼事呢．掃羅說、
因為我見百姓離開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
期來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  
13:12    所以我心裡說、恐怕我沒有禱告耶和華、
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擊我、我就勉強獻上燔祭。  
13:13    撒母耳對掃羅說、你作了糊塗事了、沒有
遵守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
耶和華必在以色列中堅立你的王位、直到永遠。  
13:14    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耶和華已經尋著
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為你
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你的。



违命得祸（撒上13）

外在环境（5-6）

内部的环境（7-8）

扫罗的违命（8-9）

  結局（11-14）

在逆境，困难中如何选择顺从神？

在顺境中听命似乎更容易？



违命得祸（撒上15）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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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喫奶的、並牛、羊、駱駝、和驢盡
行殺死
15:7    掃羅擊打亞瑪力人、從哈腓拉、直
到埃及前的書珥。  
15:8    生擒了亞瑪力王亞甲、用刀殺盡亞
瑪力的眾民。  
15:9    掃羅和百姓卻憐惜亞甲、也愛惜上
好的牛、羊、牛犢、羊羔、並一切美物、
不肯滅絕．凡下賤瘦弱的、盡都殺了。



违命得祸（撒上15）

15:13    撒母耳到了掃羅那裡、掃羅對他說、
願耶和華賜福與你、耶和華的命令我已遵守
了。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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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獻與耶
和華你的 神．其餘的我們都滅盡了。

15:20    掃羅對撒母耳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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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    百姓卻在所當滅的物中、取了最好的
牛羊、要在吉甲獻與耶和華你的 神



违命得祸（撒上15）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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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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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也厭棄你作王



违命得祸（撒上15）

得胜，得意时违命（12-15）

贪财是万恶之根，也是违命的缘由（19）

撒旦是所有撒谎之人的父（13，15，20-21）

悖逆 =  行邪朮

顽梗 = 拜偶像（23）

結局：被神厌弃（23）



听命胜于献祭

耶和华是喜悦祭物的神吗？万有本于他也归
于他

耶和华更喜悦人听从他的话

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神喜悦亚伯厌恶该隐不是因为献祭，而是由
于听命

耶和华查验人心肺腑，且在暗中察看



遵命得福 (诗3）

3:1    〔大衛逃避他兒子押沙龍的時候作的詩。〕耶和
華阿、我的敵人何其加增．有許多人起來攻擊我。  
3:2    有許多人議論我說、他得不著 神的幫助。〔細
拉〕  
3:3    但你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是我的榮耀、又是
叫我抬起頭來的。  
3:4    我用我的聲音求告耶和華、他就從他的聖山上應
允我。〔細拉〕  
3:5    我躺下睡覺．我醒著．耶和華都保佑我。  
3:6    雖有成萬的百姓來周圍攻擊我、我也不怕。  
3:7    耶和華阿、求你起來．我的 神阿、求你救我．
因為你打了我一切仇敵的腮骨、敲碎了惡人的牙齒。  
3:8    救恩屬乎耶和華．願你賜福給你的百姓。〔細拉〕



遵命得福（诗18，57）

57:1    〔大衛逃避掃羅、藏在洞裡．那時他作這
金詩、交與伶長、調用休要毀壞。〕 神阿、
求你憐憫我、憐憫我．因為我的心投靠你．我
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蔭下、等到災害過去。
18:3    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這樣我必從仇
敵手中被救出來。  
18:4    曾有死亡的繩索纏繞我．匪類的急流使我
驚懼．  
18:5    陰間的繩索纏繞我．死亡的網羅臨到我。  
18:6    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向我的 神呼
求．他從殿中聽了我的聲音、我在他面前的呼
求入了他的耳中



遵命得福（诗18，57）

18:2    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我的 神、我的磐石、我
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
的角、是我的高臺。

18:48    你救我脫離仇敵．又把我舉起、
高過那些起來攻擊我的．你救我脫離
強暴的人。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18：1）



遵命得福（诗18，57）

57:8    我的靈阿、〔原文作榮耀〕你當
醒起、琴瑟阿、你們當醒起．我自己
要極早醒起。  

57:9    主阿、我要在萬民中稱謝你、在
列邦中歌頌你。  

57:10    因為你的慈愛、高及諸天．你
的誠實、達到穹蒼。  

57:11    神阿、願你崇高過於諸天．
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遵命得福（诗34，56）

56:1    〔非利士人在迦特拿住大衛．那時
他作這金詩、交與伶長、調用遠方無聲
鴿。〕 神阿、求你憐憫我、因為人要
把我吞了、終日攻擊欺壓我。  

56:2    我的仇敵終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驕
傲攻擊我的人甚多。  

56:3    我懼怕的時候要倚靠你。  

56:4    我倚靠 神、我要讚美他的話．我
倚靠 神、必不懼怕．血氣之輩能把我
怎麼樣呢。



遵命得福（诗34，56）

34:1    〔大衛在亞比米勒面前裝瘋、被他趕出去、就作
這詩。〕
34:8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
他的人有福了。  
34:9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
無所缺。  
34:10    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甚麼
好處都不缺。  
34:11    眾弟子阿、你們當來聽我的話．我要將敬畏耶和
華的道、教訓你們。  
34:12    有何人喜好存活、愛慕長壽、得享美福．  
34:13    就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34:14    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遵命得福（诗51）

51:1    〔大衛與拔示巴同室以後、先知拿單來見
他．他作這詩、交與伶長。〕 神阿、求你按
你的慈愛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
犯。  
51:2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  
51:3    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51:4    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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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
就有了罪。  
51:6    你所喜愛的、是內裡誠實．你在我隱密處、
必使我得智慧。



遵命得福（诗51）

51:7    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求你
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  
51:8    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音、使你所
壓傷的骨頭、可以踴躍。  
51:9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的罪
孽。  
51:10    神阿、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
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正直或作堅定〕  
51:11    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
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51:12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賜我樂意的
靈扶持我．



遵命得福（诗51）

51:16    你本不喜愛祭物．若喜愛、我
就獻上．燔祭你也不喜悅。  

51:17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
靈． 神阿、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
輕看。



遵命得福（诗51）

大卫与拔士巴，顺境中跌倒

       认罪（3-5）

       悔罪，内里诚实（6）

       神不喜爱祭物，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

     （16-17）

       求赦免（1-2，7-9）

       再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8，12）



遵命得福（耶35）

35:1    當猶大王約西亞之子約雅敬的時候、耶
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  
35:2    你去見利甲族的人、和他們說話、領他
們進入耶和華殿的一間屋子、給他們酒喝．  
35:3    我就將哈巴洗尼雅的孫子雅利米雅的兒
子雅撒尼亞、和他弟兄、並他眾子、以及利
甲全族的人、  
35:4    領到耶和華的殿、進入神人伊基大利的
兒子哈難眾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領的屋子
旁邊、在沙龍之子把門的瑪西雅屋子以上。  
35:5    於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設擺盛滿酒的碗
和杯、對他們說、請你們喝酒。



遵命得福（耶35）

35:6    他們卻說、我們不喝酒．因為我們先祖利
甲的兒子約拿達曾吩咐我們說、你們與你們的
子孫、永不可喝酒．  
35:7    也不可蓋房、撒種、栽種葡萄園．但一生
的年日要住帳棚、使你們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
以延長。  
35:8    凡我們先祖利甲的兒子約拿達所吩咐我們
的話、我們都聽從了．我們和我們的妻子兒女、
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  
35:9    也不蓋房居住．也沒有葡萄園、田地、和
種子．  
35:10    但住帳棚、聽從我們先祖約拿達的話、照
他所吩咐我們的去行。



遵命得福（耶35）

35:18    耶利米對利甲族的人說、萬軍
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因你
們聽從你們先祖約拿達的吩咐、謹守
他的一切誡命、照他所吩咐你們的去
行．  

35:19    所以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利甲的兒子約拿達必永不
缺人侍立在我面前



遵命得福（耶35）

背景：劝饮利甲族人（1-5）
       利甲人的回应（6-10）
       基尼人后裔，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王下10：15-23）
       约拿达的事迹和遗训
       福气：敬虔后裔，250年后仍遵命持守
       福气：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
      前（18-19）

        回归重建圣殿利甲族人奉派在圣殿事奉
        神的儿女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约拿达的后裔



总结

神愿意赐福赐恩典

听命顺从是一种生死祸福的选择

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脂油

遵命得福，违命得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