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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WLA舊約讀經班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
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6）



舊約讀經班撒母耳記上25-31章
撒母耳記下1-3章

2017年1月1日, 王文堂牧師

CBCWLA Bible Reading Cla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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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班的金句

12/29/2013 Warren Wang



1. 上課之前讀完指定的經文（每週十章）

2. 有良好的學習態度，不遲到早退，不無精打采

3. 每次上課接受隨堂測驗（請勿看聖經）

讀經班的君子協定

12/15/2013 Warr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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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2013 Warr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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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2013 Warren Wang



大衛人生的七個階段

1. 牧童大衛David the shepherd boy，撒上16章

2. 受膏者大衛David the anointed one，撒上16-17章

3. 戰士長大衛David the army commander，撒上18-
20章

4. 逃亡者大衛David the fugitive，撒上21-31章

5. 君王大衛David the king，撒下1-10章

6. 罪人大衛David the sinner，撒下11-21章

7. 合神心意的人大衛David the man after God’s heart
，撒下22-24章

12/29/2013 Warren Wang



逃亡者大衛，撒上21-31章

• 玉不琢，不成器

• 屬神的人在承擔神賦予的重大使命之前，往往會
先受苦難的試煉，使其成為神合用的器皿。大衛
也不例外。掃邏因見自己的兒女和百姓都歸向了
大衛，出於嫉妒，數次要加害大衛。大衛為了保
全性命，只好走上了亡命天涯的艱險路途。直到
掃邏在爭戰非利士人的戰場上陣亡後，大衛才結
束了逃亡的日子。

12/29/2013 Warren Wang



逃亡者大衛，撒上21-31章

5. 窮大衛迦密受屈辱，亞比該慧眼識英雄（25章）
• 神若祝福你，使你有些力量，那麼你如何使用這個力量，
將成為神對你的考驗。若你用此力量來造福他人，那就通
過了考驗。若你用此力量來欺壓別人，那就沒有通過考驗。
大衛在逃亡的日子，因為不斷有人來投奔他，使他擁有一
股幾百人的武力。他可以用這股武力來保護人民，也可以
用它來欺壓人民。如何使用這股武力，成為神對大衛的一
個考驗。

• 大衛通過了考驗，他沒有濫用他的力量。他解救過基伊拉
之危，並且還保護野地裡的牧羊人。受到他保護的牧羊人
當中，有一批是屬於大富戶拿八的。這些牧羊人論到大衛
的屬下，說：「那些人待我們甚好，我們在田野與他們來
往的時候，沒有受他們的欺負，也未曾失落甚麼。我們在
他們那裏牧羊的時候，他們晝夜作我們的保障。」（撒上
25:15-16）。

12/29/2013 Warren Wang



• 後來，大衛窮困了，他需要得到一些資助來維持
他及從人的生活。於是他差人到迦密，向拿八請
求說：「求你隨手取點，賜與僕人和你兒子大衛」
（撒上25:8）。這樣的卑詞相求，卻遭到拿八的
拒絕。拿八的話說得很難聽，大大刺傷了大衛的
自尊，他說：「大衛是誰？耶西的兒子是誰？近
來悖逆主人奔逃的僕人甚多，我豈可將飲食和為
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給我不知道從那裏來的人
呢？」（撒上25:10）。

12/29/2013 Warren Wang



• 大衛動怒了，他認為拿八這樣做乃是恩將仇報：
「我在曠野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樣不失
落，實在是徒然了！他向我以惡報善。」（撒上
25:21）於是大衛帶著人馬去找拿八算帳。拿八
的妻子叫做亞比該，美而慧，她帶著豐富的禮物
去攔截大衛，在大衛的腳前俯伏下拜，以一番謙
卑而動人的言詞，化解了大衛的怒氣。大衛認為
亞比該的出現，乃是神的安排。他對亞比該說：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今日
使你來迎接我。你和你的見識也當稱讚；因為你
今日攔阻我親手報仇、流人的血。」（撒上
25:32-33）。

12/29/2013 Warren Wang



• 不久之後，拿八死了。聖經說：「耶和華擊打拿
八，他就死了。」（撒上25:38）大衛對亞比該
的膽識，印象深刻。他於拿八死後，差人去向亞
比該求親。亞比該慧眼識英雄，她極為謙卑地說：
「我情願作婢女，洗我主人的腳。」（撒上
25:41）就這樣，亞比該於大衛落難期間，作了
他的妻子。

12/29/2013 Warren Wang



逃亡者大衛，撒上21-31章

6. 大衛敬神二番釋掃羅，掃羅認罪再次贊大衛（26章）

• 那時掃羅帶領三千精兵，到西弗的曠野去追殺大衛。
大衛在夜間潛入掃羅的陣營，趁著掃羅沉睡，盜走了
他的槍和水瓶，但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沒有傷害
他。掃羅知道以後，再度良心發現，對大衛說：「我
有罪了！我兒大衛，你可以回來，因你今日看我的性
命為寶貴；我必不再加害於你。我是糊塗人，大大錯
了。」（撒上26:21）掃羅說自己是個糊塗人，並叫
大衛回來。可是大衛卻沒有回來。大衛敬畏神，他也
知道，一個遠離神的人的良心是靠不住的。

12/29/2013 Warren Wang



逃亡者大衛，撒上21-31章

7. 迦特城大衛屈身，隱多珥掃羅交鬼（27，28章）

• 大衛在猶大境內東藏西躲，感到這不是長久之計，
他說：「必有一日我死在掃羅手裏，不如逃奔非
利士地去。」（撒上27:1）於是，他帶著跟隨他
的六百人，去投奔迦特王亞吉。亞吉很大方，將
洗革拉給了大衛。這洗革拉是非利士的一座小城，
與以色列的南部接境。大衛在洗革拉住了一年四
個月，在此期間，有許多的勇士來歸向他：「大
衛因怕基士的兒子掃羅，躲在洗革拉的時候，有
勇士到他那裏幫助他打仗。」（代上12:1）大衛
的處境雖然不好，但因為神與他同在，因此有更
多的人來幫助他。

12/29/2013 Warren Wang



• 大衛與神同行，掃羅卻與神遠離，並且墮落到一個
地步，甚至要與鬼打交道。事情的起因，是非利士
起兵攻打以色列人，陣容強大，掃羅看見非利士的
軍旅，「就懼怕，心中發顫。」（撒上28:5）掃羅想
要知道戰爭的勝負，他去求問耶和華，神卻不理他。
那時撒母耳已死，掃羅聽說隱多珥有個交鬼的婦人，
就去求這個婦人，叫她將撒母耳的鬼魂召上來，他
好問撒母耳。

• 一個人與神的關係，必須保持在良好的狀態，並且
不斷進步。過去愛主的人，現在不一定愛主。掃羅
原先是愛主的，他曾禁止國中有交鬼的事。但是他
卻變了，他為了自己的權益，早已遠離了神，並自
己去做交鬼的事。

12/29/2013 Warren Wang



• 至於那女巫所召上來的是誰，雖然令人感到好奇，
但卻不是故事的重點。故事的重點是掃羅離開了
神，神也離開了他，導致他的失敗和死亡。女巫
所召上來的，有可能是邪靈裝成撒母耳的樣子出
現，也有可能是神使用這次的交鬼事件，特別允
許撒母耳出來，告訴掃羅他即將喪命的消息。

12/29/2013 Warren Wang



逃亡者大衛，撒上21-31章

8. 追敵致勝，大衛失而復得；喪師辱國，掃羅伏刀自盡
（29-31章）

• 「撒母耳記上」以兩次的追趕結束：大衛追趕亞瑪力人，
奪回了他所失去的。非利士人追趕掃羅，奪去了他一切
所有的。

• 當時大衛和跟隨他的六百個人，並所有的家屬，都住在
洗革拉。當男人出去打仗之時，洗革拉就只剩下了老弱
婦女。亞瑪力人趁著大衛帶著軍隊出去，襲擊了洗格拉。
他們放火燒城，並擄走所有的婦女和家屬。三日之後，
大衛回來了，一見這個光景，就帶著四百人急追。他們
拼命追趕，終於追上。他們擊殺了亞瑪力人，並奪回所
有失去的人口，一個都沒有失落。不但如此，他們還奪
走亞瑪力人的牛群羊群，成為他們的掠物。

12/29/2013 Warren Wang



12/29/2013 Warren Wang

洗革拉：反敗為勝的轉機

亞瑪力人已經侵奪南地，攻破洗革拉，
用火焚燒，擄了城內的婦女和其中的大
小人口，卻沒有殺一個，都帶著走了。
撒上 30:1-2

大衛甚是焦急，因眾人
為自己的兒女苦惱，說：
「要用石頭打死他。」
大衛卻倚靠耶和華他的
神，心裡堅固。30:6



• 就當大衛追趕亞瑪力人的時候，掃羅卻被非利士
人追趕得甚緊。在一場決定性的戰爭中，以色列
人戰敗了，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非利士人緊
追掃羅和他兒子們，就殺了掃羅的兒子約拿單、
亞比拿達、麥基舒亞。」（撒上31:2）掃羅失去
了三個兒子，其中包括大衛的好友約拿單在內。
掃羅自己也被弓箭手射中，傷勢甚重。他不願被
敵人捉住遭受凌辱，就叫隨從拔出刀來刺死他。
隨從害怕，不肯刺他，「掃羅就自己伏在刀上死
了。」（撒上31:4）。就這樣，以色列的第一個
王，在失去神的同在，失去他的軍隊和三個兒子
之後，也失去了自己的性命。

12/29/2013 Warren Wang



• 信靠神的人追趕敵人。他雖然暫時失去，最後卻
失而復得，並且得的更多。遠離神的人被敵人追
趕。他雖然曾經擁有一切，最後卻全部失去，甚
麼都不剩。

• 在故事結束的時候，基列雅比人又出現了。四十
年前掃羅因為保護基列雅比而一戰成功，被以色
列人擁立為王。如今掃羅戰死，他的屍身被非利
士人釘在伯珊的城牆上。基列雅比人得知這個消
息，就派出他們的勇士，走了一夜，將掃羅的屍
身從伯珊城牆上取下來，帶回基列雅比火化。

• 掃羅一死，再也無人追索大衛的性命，大衛的流
亡生涯從此結束。

12/29/2013 Warren Wang



12/29/2013 Warren Wang

基列雅比：便雅憫人的娘家

基列雅比的居民聽見非利士人向
掃羅所行的事，他們中間所有的
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將掃羅
和他兒子的屍身從伯珊城牆上取
下來，送到雅比那裡，用火燒了。
撒上31:11-12 



掃羅的尾聲一

• 從「神的靈大大感動他」到「耶和華的靈離開他」

• 神的靈大大感動他

• 掃羅轉身離別撒母耳，神就賜他一個新心。當日
這一切兆頭都應驗了。掃羅到了那山，有一班先
知遇見他，神的靈大大感動他，他就在先知中受
感說話。10:9-10

• 耶和華的靈離開他

• 耶和華的靈離開掃羅，有惡魔從耶和華那裡來擾
亂他。16:14

• 掃羅懼怕大衛；因為耶和華離開自己，與大衛同
在。18:12

12/29/2013 Warren Wang



掃羅的尾聲二

• 從「受感說話」到「受感說話」

• 第一次受感說話：神的揀選

• 掃羅轉身離別撒母耳，神就賜他一個新心。當日
這一切兆頭都應驗了。掃羅到了那山，有一班先
知遇見他，神的靈大大感動他，他就在先知中受
感說話。10:9-10

• 第二次受感說話：神的拒絕

• 有人告訴掃羅，說大衛在拉瑪的拿約。他就往拉
瑪的拿約去。神的靈也感動他，一面走一面說話，
直到拉瑪的拿約。他就脫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
受感說話，一晝一夜露體躺臥。19:19-20,23-24

12/29/2013 Warren Wang



掃羅的尾聲三

• 靈命的墮落：從「禁止交鬼」到「自己交鬼」

• 掃羅禁止交鬼

• 掃羅曾在國內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術的人。28:3

• 掃羅自己交鬼

• 掃羅吩咐臣僕說：「當為我找一個交鬼的婦人，
我好去問他。」臣僕說：「在隱多珥有一個交鬼
的婦人。」於是掃羅改了裝，穿上別的衣服，帶
著兩個人，夜裡去見那婦人。28:7-8

12/29/2013 Warren Wang



掃羅的尾聲四

• 勇氣的消失：從「奮勇攻擊」到「心中發顫」

• 掃羅奮勇攻擊

• 羅執掌以色列的國權，常常攻擊他四圍的一切仇
敵，就是摩押人、亞捫人、以東人，和瑣巴諸王，
並非利士人。他無論往何處去，都打敗仇敵。掃
羅奮勇攻擊亞瑪力人，救了以色列人脫離搶掠他
們之人的手。14:47-48

• 掃羅心中發顫

• 非利士人聚集，來到書念安營；掃羅聚集以色列
眾人在基利波安營。掃羅看見非利士的軍旅就懼
怕，心中發顫。28:4-5

12/29/2013 Warren Wang



掃羅的尾聲五

• 臨死之前的尊嚴

• 勢派甚大，掃羅被弓箭手追上，射傷甚重，就吩咐
拿他兵器的人說：「你拔出刀來，將我刺死，免得
那些未受割禮的人來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
人甚懼怕，不肯刺他；掃羅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
31:3-4

• 基列雅比，基列雅比

• 基列雅比的居民聽見非利士人向掃羅所行的事，他
們中間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將掃羅和他
兒子的屍身從伯珊城牆上取下來，送到雅比那裡，
用火燒了；將他們骸骨葬在雅比的垂絲柳樹下，就
禁食七日。31:11-13

12/29/2013 Warren Wang



大衛人生的七個階段

1. 牧童大衛David the shepherd boy，撒上16章

2. 受膏者大衛David the anointed one，撒上16-17章

3. 戰士長大衛David the army commander，撒上18-
20章

4. 逃亡者大衛David the fugitive，撒上21-31章

5. 君王大衛David the king，撒下1-10章

6. 罪人大衛David the sinner，撒下11-21章

7. 合神心意的人大衛David the man after God’s heart
，撒下22-24章

12/29/2013 Warren Wang



撒母耳記下 1-3 章



弓歌：大衛哀悼勇士（掃羅與約拿單）之歌（1章）

• 以色列啊，你尊榮者在山上被殺，

• 大英雄何竟死亡！

• 不要在迦特報告，

• 不要在亞實基倫街上傳揚。

• 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歡樂，

• 免得未受割禮之人的女子矜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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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利波山哪，願你那裏沒有雨露，

• 願你田地無土產可作供物！

• 因為英雄的盾牌在那裏被污丟棄，

•掃羅的盾牌彷彿未曾抹油。

• 約拿單的弓箭非流敵人的血不退縮，

• 掃羅的刀劍非剖勇士的油不收回。

• 掃羅和約拿單活時相悅相愛，死時也不分離；

• 他們比鷹更快，比獅子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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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的女子啊，當為掃羅哭號！

• 他曾使你們穿朱紅色的美衣，使你們衣服有黃
金的妝飾。

• 英雄何竟在陣上仆倒！

• 約拿單何竟在山上被殺！

• 我兄約拿單哪，我為你悲傷，我甚喜悅你！

• 你向我發的愛情奇妙非常，過於婦女的愛情。

• 英雄何竟仆倒！戰具何竟滅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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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三國時期

瑪哈念：掃羅家
臨時首都

希伯崙：大衛家
臨時首都

迦特：非利士人
五城之一

耶路撒冷：大衛
統一之後的首都



大衛作王的七得：撒下1-10章

1. 得支派

2. 得子

3. 得國

4. 得京城

5. 得約櫃

6. 得家室

7. 得仇敵的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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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得支派（2章）

• 猶大支派歸大衛

• 掃羅死後，大衛求問耶和華：「我上猶大的一個
城去，可以麼？」當初祭司亞希米勒全家被掃羅
所殺，亞希米勒有一個兒子，名叫亞比亞他，是
那次屠殺事件的漏網之魚，逃到了大衛那裏（撒
上22:20）。這亞比亞他後來就作了大衛的祭司，
藉著祭司和以弗得，大衛可以求問神。神告訴大
衛，你可以去。大衛再問，我上哪裡去？耶和華
回答說：「上希伯崙去。」（撒下2:1）希伯崙位
於猶大支派的中央，大衛是猶大支派的人，神叫
大衛先回到他本族本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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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崙

猶大人來到希伯
崙，在那裏膏大
衛作猶大家的王。
（撒下2:4）

於是以色列的長
老都來到希伯崙
見大衛王，大衛
在希伯崙耶和華
面前與他們立約，
他們就膏大衛作
以色列的王。
（撒下5:3）



• 大衛帶著他的從人及眷屬，來到了希伯崙。消息
一傳出，「猶大人來到希伯崙，在那裏膏大衛作
猶大家的王。」（撒下2:4）猶大是以色列十二支
派當中，最大的支派。大衛得到了猶大支派，就
是朝著作全以色列的王，跨出了一大步：「大衛
在希伯崙作猶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個月。」
（撒下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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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遍大池 Pool of Gibeon

賓州大學考古
學家 James 
Pritchard 於
1957年挖出基
遍池，稱之為
“古代卓越的工
程成就之一
one of the 
ancient world's 
remarkable 
engineering 
achievements"

洗魯雅的兒子約押和大衛的僕人也出來，在基遍池旁與他們
相遇；一班坐在池這邊，一班坐在池那邊。(撒下2:13)



2. 得子（3章）

• 大衛家的強盛，由神賜給他兒子這件事上顯明出來。
對當時的以色列人來說，多得子嗣是家門興旺最明顯
的證據。大衛在希伯崙的時候，神賜給他六個兒子：

• 大衛在希伯崙得了幾個兒子：

1. 長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亞希暖所生的；

2. 次子基利押是作過迦密人拿八的妻亞比該所生的；

3. 三子押沙龍是基述王達買的女兒瑪迦所生的；

4. 四子亞多尼雅是哈及所生的；

5. 五子示法提雅是亞比他所生的；

6. 六子以特念是大衛的妻以格拉所生的。

• 大衛這六個兒子都是在希伯崙生的。」（撒下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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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國（3-5章）

• 大衛家日漸興旺，掃羅家日漸衰微。掃羅的兒子伊
施波設在瑪哈念作王，元帥押尼珥與掃羅的妃嬪同
寢。當時伊施波設並沒有什麼實權，軍政大權都抓
在押尼珥的手中。伊施波設以同寢之事質問押尼珥，
押尼珥惱羞成怒，決意叛變。他到希伯崙去見大衛，
表示要擁立大衛為王。面談之後，押尼珥告別而去，
這時候大衛的將軍約押回來了。當初押尼珥曾經殺
死了約押的弟弟亞撒黑，現在約押知道押尼珥剛走
不久，就派人將他追回來，用詭計將他殺了。

• 押尼珥一死，以色列全國大亂，百性極為恐慌。一
事引起一事，有兩個叛徒趁著國家混亂之時，將伊
施波設殺了。押尼珥和伊施波設一死，以色列群龍
無首，這時候大家就想起了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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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眾支派的領袖來到希伯崙，求大衛作他們的
王。他們說：「我們原是你的骨肉。從前掃羅作我
們王的時候，率領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華也
曾應許你說：你必牧養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
君。」（撒下5:1-2）於是，以色列的眾長老在希伯
崙，膏了大衛為王。當初撒母耳曾經膏過大衛，表
達神的揀選，不過那是私人的場合。如今大衛是在
十二支派的共同擁立之下，當眾受膏作王。

• 大衛從被撒母耳所膏到希伯崙再度受膏，這期間吃
過許多苦，受過許多考驗，等待了許多的年日，但
他一直都對神忠心不變。大衛通過了重重的考驗，
他的時候終於來臨，在兵不血刃的情況之下，作了
全以色列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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