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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1日

CBCWLABible Reading Class

撒母耳记上12-21

舊約歷史書讀經班

撒母耳记主題：偏離神的道路
（從神主到君主；以色列人建立王國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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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im.3:16-17,NIV）

讀經班金句



撒母耳記的主題與金句

• 主題：偏離神的道路（從神主到君主；以色列人建立王國的經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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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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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
在撒毋耳上和下兩本書裏有四個神學上的主題:

1.神對大衛的允許.撒母耳記有2個地方提到了“受膏的”

國王 -哈拿的禱告(撒毋耳上2:10)  以及大衛的的詩歌(撒下

22:51).這裡預示了彌賽亞.那永久的君王將勝過與神對抗

的世上各國(創49:8 – 12,民24:7 – 9, 17 – 19).按照神的允

許,這位彌賽亞是出自大衛的後裔, 並建立大衛的永久的

國度(撒下7:12 – 16).記載於撒母耳記裏的大衛的生平預

示了大衛的後裔 – 耶穌基督的將來所要做的事.

2.神的主權.在撒母耳記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首先,撒母耳的出生就是神對哈拿禱告的回應(撒上2:1

– 10).掃羅和大衛的被膏作以色列的王 (撒上9:17, 16:12

– 13).其次, 非常明顯沒有任何事情或人可以阻止或妨

礙神使大衛治理以色列的計畫(撒上24:20).

聖靈幫助人去完成神的使命.在被膏作以色列王

時,掃羅和大衛都受到神的聖靈的降臨而得到感

動(撒上10:10, 16:13).聖靈的大能帶來了預言(撒上

10:6),戰爭中的勝利(撒上11:6).

個人以及國家的罪所造成的嚴重的後果.以利和

他的兩個兒子的罪導致了他們的滅亡(撒上2:12 –

17, 22 – 25; 3:10 – 14; 4:17, 18).因不聽從神, 不尊重

神的約櫃而導致以色列人的死亡(撒上6:19,撒下

6:6 – 7).掃羅的悖逆引發了神對他的審判,以致他

被神棄絕作以色列的王(撒上13:9, 13, 14; 15:8, 9, 20

– 23).雖然大衛的姦淫和謀殺罪在他供認, 懺悔之

後得到神的赦免, 但是他的家庭卻因他的罪而受到

不可避免的毀滅性懲罰的後果(撒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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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大綱

撒母耳記上下藉著撒母耳、掃羅、大衛三人的事蹟，交代了以色列由神主到君主、
支派聯盟到王國的經過。最簡單的大綱是以人物來分段：

1. 撒母耳：撒上 1-8章

2. 掃羅：以色列第一個王，撒上 9-15章

1) 掃羅的上升 The Rise of Saul，9-11章

2) 撒母耳解釋以色列王的職責，12章

3) 掃羅的下降 The Fall of Saul，13-15章

3. 大衛：合神心意的王，撒上16章-撒下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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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第一個王掃羅英雄末路

1. 儀表出眾的掃羅

2. 個性謙和的掃羅

3. 為人樸實的掃羅

4. 心胸寬大的掃羅

5. 作戰勇敢的掃羅

• 當初那位儀容出眾、天性醇厚、作戰勇敢
的掃羅，因遠離神而失去本 性，掃羅變得
不像掃羅。他變得嫉妒、多疑、殘忍、精
神錯亂、甚至 懼怕敵人。雖有臨死之前英
雄氣魄的激發，人生卻以悲劇收場。

• 從人的眼光來看，掃羅算是一位好王。他
擊敗亞捫人、亞瑪力人、非利士人…使初
建的王國在群敵環繞的情況中穩定下來。
他未曾犯過大衛殺夫奪妻那樣的大罪，也
不像所羅門那樣奢華淫逸。他最明顯的罪
過就是嫉妒和逼迫大衛，但那並不是他跌

倒的原因。



撒母耳記上第十二章

撒母耳告別和勸戒以色列人

▪證明 – 執政時期的清白廉潔

▪提醒 – 神對以色列人的公義憐憫

▪責備 – 以色列人對神的忘恩負義

▪重申 – 神的祴命

▪印證 – 以色列人求立王的罪

▪勸戒 – 以色列人不要偏離,盡心事奉神

撒母耳在吉甲给扫罗举行登基大典，
自己不再担任士师，但继续执行祭司、
先知的职分。在卸任之前，他要求百
姓证明自己的清廉和公正，这是士师
在神面前的本分，也是新王在神面前
的本分。（1-5节）

虽然现在以色列人已经立了王，
但这位王不能代替神，更不能越
过神，因为「其实耶和华——你
们的神是你们的王」（12节）。

神用「打雷降雨」作为记号，让以色列人清
楚地知道自己「罪上加罪」（19节）



二、以色列王的職責，12章

• 掃羅的故事有七章（撒上9-15章
），前三章講掃羅的上升，後三
章 講掃羅的下降，中間一章講以
色列王的職責。

• 以色列人來到吉甲，撒母耳在耶
和華面前立掃羅為王，又在耶和
華 面前獻平安祭。掃羅和以色列
眾人大大歡喜。這是以色列人有
史以 來第一次立王，在這個重要
的場合，撒母耳向百姓講解以色
列王的職責：

• 「現在，你們所求所選的王在這裡

。看哪，耶和華已經為你們立王 了

。你們若敬畏耶和華，事奉他，聽從

他的話，不違背他的命令， 你們和

治理你們的王也都順從耶和華你們

的神就好了。倘若不聽從 耶和華的

話，違背他的命令，耶和華的手必

攻擊你們，像從前攻擊 你們列祖一

樣。」（撒上12:13-15）

11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力（基甸）、比

但、耶弗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
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
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



二、以色列王的職責

• 與列國的君王不同

1. 還有更高的權柄：列國的君王至
高無上，無需順服於其他權柄。

以色列王之上還有神，必須服於
耶和華的權柄之下。

2. 以順服神來定好壞：列國的君王

是以政治和軍事的功績定好壞，

以色列王是以是否順服神定好壞

。聽神的話才是好王，不聽神

的話就是壞王。

• 以色列王的首要責任

• 以色列王的首要責任就是

「順從耶和華，聽他的話

」。耶和華 才是以色列真

正的王，地上的君王只是

耶和華的器皿。地上君 王

的第一任務，就是服從天

上的王。



1.以色列人立王得罪神

• 天降雷雨

• 神依從以色列人的要求給他們

立王，卻透過撒母耳告訴他們

這是一件得罪神的事：「這

不是割麥子的時候嗎？我求

告耶和華， 他必打雷降雨

，使你們又知道又看出，你

們求立王的事是在耶 和華

面前犯大罪了。」

（撒上12:17）

• 一步錯，步步皆錯

• 在信仰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是起步。

以色列人不該立王卻堅持 要立王，起

步一錯，以後步步皆錯。歷史證明，

雖然列王中偶 而會出一個好王，絕大

多數都是遠離神的惡王。國家的方向

一 開始就錯了，最終難逃亡國的命運

。

• 基督徒也是如此，神的旨意是「耶和

華作王」，是「基督是主」。基督徒

若一開始就不願意順服神的旨意，以

後就算偶有靈命的復興，至終難免和

神越走越遠。



2.錯誤中的補救方法

1. 要敬畏耶和華，聽從他的話

• 神有額外的慈悲憐憫，雖然百姓違背神的心意要求立王，神還

是願意法外施恩。撒母耳對百姓說：「你們若敬畏耶和華，

事奉他，聽從他的話，不違背他的命令，你們和治理你們的

王也都順從耶和華，就好了。」（撒上12:14）雖然百姓一開

始沒有順從神，定要立王，倘若以後百姓和王都順從神，事

情還是會好轉。雖不像一開始就順服神那樣蒙福，但是還是

會蒙神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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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錯誤中的補救方法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2. 不要偏離耶和華，去順從虛無的假神

• 撒母耳對百姓說：「不要懼怕！你

們雖然行了這惡，卻不要偏離耶和

華，只要盡心事奉他。若偏離耶和

華去順從那不能救人的虛神是無益

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作祂的子

民，就必因祂的大名不撇弃你们。

」(撒上12:20-22)

• 撒母耳一段感人至深的話：

「至於我，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以致得
罪耶和華。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們。只
要你們敬畏耶和華，誠誠實實地盡心事奉
他，想念他向你們 所行的事何等大。你
們若仍然作惡，你們和你們的王必一同滅
亡。」

（撒上12:23-25） 祭司的两个职责

撒母耳从士师的位上退休，但不从先知和祭司的职位上退休。
扫罗用以利的曾孙亚希亚，在朝中担任大祭司。（14：3节）



撒母耳記上第十三章

沒有神為以色列爭戰,沒有屬靈的領袖

▪掃羅暴露缺乏作王的領導能力

▪以色列全國軍心渙散,百姓逃難

▪掃羅違背神的旨意,越權獻祭

▪撒母耳嚴厲斥責掃羅

▪撒母耳宣告神對掃羅的處治

扫罗作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建立一
支常备军，他自己指挥两千人，他儿子
约拿单指挥一千人。这正是百姓所期望
的。（1-2）

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争战，在密抹安营，
有战车，有马兵，军势浩大（5-7），以色列人胆颤
躲藏。

战前扫罗等了七日，不等到撒母耳，
自行献祭（8-9）

13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
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14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以色列人缺乏武器（19-22），23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

10：8 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
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



密抹之战示意图之一：4、扫罗从吉甲回到基比亚，又去和约拿单在迦
巴安营（撒上十三15-16）。5、非利士人在密抹安营，又派了三队掠兵
出去包围迦巴（撒上十三17-18）。



撒母耳記上第十四章

密抹之戰一

▪神將非利士人交在約拿單手裏

▪神使以色列人得勝不在乎人多人少

约拿单和护卫两人攻入非利士人营地，大获全胜（1-
15）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6）

22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
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23那日，耶和
华使以色列人得胜，

▪掃羅愚昧的起誓

24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
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
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
什么，就极其困惫。

扫罗轻率地「叫百姓起誓」，可能想用起
誓的方法来讨好神。这个誓言听起来很热

心，却完全没有必要，反而减弱了百姓的
战斗力。差点伤害约拿单。



撒母耳記上第十四章

▪ 扫罗掣签查问谁犯了罪？

却查出自己的儿子约拿单吃了东西，要被处死。

44扫罗说：『约拿单哪，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地
降罚与我。』45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
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
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救约拿单免了死亡。

46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

扫罗不但不反省自己、承认错误、
带头悔改，反而满有把握地认为是
百姓犯了罪（33节），所以冒失地
起了第二（39节）、第三个誓言
（44节），要杀死无辜的约拿单。
三个誓言句句落空，使扫罗蒙羞。

45百姓救约拿单免了死亡。扫罗也
就放过了非利士人。

密抹之戰二

神离开扫罗，不与他同在

47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
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押人、亚扪人、以
东人，和琐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
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48扫罗奋勇攻击
亚玛力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
人的手。

扫罗的家谱，扫罗招募勇士（49-52）

37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
可以？祢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
神没有回答他。



密抹之战示意图二 6、约拿单突击非利士人在密抹的防营，爬上隘口后杀了
二十余人，非利士人溃败（撒上十四1-14）；7、扫罗见非利士溃败，就与

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出来，一同追杀非利士人，一直追到伯亚文（撒
上十四18）；8、又追杀到亚雅伦（撒上十四31）。



撒母耳記上第十五章

違背、厭棄神的命令,必被神厭棄

▪神給掃羅消滅亞瑪力人的使命
▪掃羅違背神的旨意
▪掃羅遁辭狡辯
▪神棄絕掃羅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
的脂油。 (撒上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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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2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3现在你要去击打
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

亚玛力人原为诸国之首（民24：20），是以色列人

进迦南的路上最强悍的国家。他们「并不敬畏神」
（申25：18），在列国中带头攻击神的百姓、抵挡
神的旨意（出17：8-16），成为一切抵挡神和神百

姓的势力的代表。因此，神宣告祂「必世世代代和
亚玛力人争战」（出17：16），而交给百姓的责任，

就是「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
（申25：19）。

「基尼人」（6节）是摩西岳父的后代
（士1：16），他们与以色列人的关系良
好。扫罗提前通知基尼人与亚玛力人分开



掃羅的基本錯誤

1. 超越本分的罪（13:8-14）

• 在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大戰之前，掃羅等待撒母耳
來獻祭，然後才出兵交戰。等到第七天，撒母耳還
沒有來。以色列的軍心不穩，有些士兵開始離去，
引起掃羅的驚惶。按照神的規定，只有祭司才能獻
祭。掃羅雖然是君王，但卻沒有獻祭權。一個人在
驚惶之中是否還能遵守神的原則，是對信心的一個
重大考驗。掃羅信心動搖，決定不等撒母耳，於是
自己越分獻祭。撒母耳來了，告訴掃羅因他違背了
神的命令，他的王位必不長久。

12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

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
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
上燔祭。』



掃羅的基本錯誤

2. 不順服神的罪

• 撒母耳傳遞耶和華的命令，要掃羅除滅所有亞瑪力

人和他們一切的牲畜。但是掃羅在打敗亞瑪力人之

後，卻赦免了亞瑪力王亞甲，並留下上好的牲畜，

並一切美物。掃羅雖然明白神的命令，但卻妥協了

，他把那些瘦弱的牛羊殺掉，肥壯的留下，並保存

亞甲的性命。這次違命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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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

我們對他完全順服， 不要心懷二意，中途妥協。

8生擒了亚玛力王亚甲，用刀杀尽
亚玛力的众民。」

9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

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
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
弱的，尽都杀了。

15:2万军之耶和华如
此说：3现在你要去

击打亚玛力人，灭尽
他们所有的，

亚玛力人原为诸国之首（民24：
20），是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路上

最强悍的国家。他们「并不敬畏
神」（申25：18），在列国中带

头攻击神的百姓、抵挡神的旨意
（出17：8-16），成为一切抵挡

神和神百姓的势力的代表。因此，
神宣告祂「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
人争战」（出17：16），而交给

百姓的责任，就是「要将亚玛力
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
（申25：19）。



掃羅失敗的原因

• 以色列王與其他的王不同。其他的王坐在權力的頂端，

無需服從任何人的命令。以色列王的上面還有神，他最

大的責任就是服從耶和華的命令。

• 掃羅是以色列第一個王，他所面臨的最大考驗不是「是

否能夠打敗敵人」，而是「是否能夠聽從耶和華的話」。

一個人不聽神的話，受害的只是他自己。一個家長不聽

神的話，受害的是他全家。一個王不聽神的話，受害的

是全國的百姓。掃羅的恩賜很大，神給他的託付也很大，

可是他卻是一個失敗的國王，因為他不肯聽神的話。

掃羅是以色列
第一個王，他
不聽從神的命
令，導致身敗
名裂，成為歷
史的鑑戒。



掃羅的理由
• 神命令掃羅滅盡亞瑪力人所有的（撒上15:3），掃羅和

百姓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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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15:9）。

• 撒母耳責問掃羅：「你為何沒有聽從耶和華的命令？」
（撒上15:19），掃羅卻說：「我實在聽從了耶和華的

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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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15:20-21）。

不肯认罪是属肉体
的特点（13：
12）：把事奉的成

绩归给自己，责任
推给别人，实在推
卸不了，就文过饰
非。

12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

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
『扫罗到了迦密，在那里立
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
甲。』13撒母耳到了扫罗那

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
华赐福与你，耶和华的命令
我已遵守了。』14撒母耳说：

『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
是从哪里来的呢？』



掃羅的理由
• 掃羅認為他有「聽從」神的話，雖然將命令打了一些折

扣，但那也是有理由的：第一，那些事是百姓做的，不

是我做的。第二，其實這也不能怪百姓，因為他們是出

於好意，要將最好的牛羊獻給神。

• 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祂的话

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 23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

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说留下「上好的牛羊」
（15节）是为了献给

神。神向掃羅所要的
是「聽命」，掃羅獻
給神的卻是「牛羊」
。
我们拿什么献给神？

以色列王最大的責任
是聽從耶和華的話，

掃羅卻決定他要聽人
的話。這是掃羅被神
厭棄的真正原因

「悖逆」原文是「背叛」，「顽梗」原文是
「侮慢无礼」，两者都是不顺服的表现。

不能以献祭、事奉、工作来代替顺服。



掃羅的懼怕

• 撒母耳沒有接受掃羅的理由，他說：「你既厭棄耶和華
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撒上15:23）。掃羅
聽撒母耳這麼說，終於認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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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15:24）。

• 掃羅承認，他因「懼怕百姓」而違背了耶和華的命令
。 弟兄姊妹，在我的事奉生涯中，深深體會到事奉神
有兩 個最大的考驗：第一，懼怕的考驗：我是怕得罪
人，還 是怕得罪神？我會不會因為怕得罪人就妥協我
的事奉，有些話不敢說，有些事不敢做？



掃羅的懼怕
• 第二，喜歡的考驗：我是討人的喜歡，還是討神的喜歡？我
會不會為了要討人的喜歡就妥協我的事奉，說一些不該說的

話，做一些不該做的事？使徒保羅說：「我現在是要得人的

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嗎？若仍舊討

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加1:10）。

• 弟兄姊妹，你是討誰的喜歡？你說你是討神的喜歡，可是神

的話語你讀不到三十分鐘就累了，你和人聊天卻一聊就是一、

二小時？你說你敬畏（懼怕）神，可是你敬拜神的時候心不
在焉，對神的僕人沒有禮貌，可是其他人說幾句話你就非常

在乎？掃羅承認他真正所懼怕的不是神而是百姓，你也承認

嗎？



斷裂的衣襟

• 撒母耳說完之後，「轉身要走，掃羅就扯住他外

袍的衣 襟，衣襟就撕斷了。撒母耳對他說：如此

，今日耶和華 使以色列國與你斷絕，將這國賜與

比你更好的人」（撒上15:27-28）。

• 神立掃羅為王，將以色列國託付給他。如今掃羅扯

斷了撒母耳的衣襟，表示神使以色列國與他斷絕。

也就是說，神收回了他對掃羅的託付，從此以後掃

羅是一個沒有神聖使命的人。

35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

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

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

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

撒母耳愛掃羅，但他更愛神。



斷裂的衣襟

• 弟兄姊妹，「以色列國」是神對掃羅的託付，
「神的國和神的義」是神對你的託付。耶穌說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
要加給你們了」（太6:33）。人生不是因為「

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而具有意義，（這
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太6:31-32），人生是因
為有了神的託付而具有意義。

• 神給我們的託付是他的國和他的義，弟兄姊
妹，你的衣 襟還完整嗎？衣襟斷裂的人生是
空虛的、貧乏的、苦悶 的。人生的意義隨著
託付的收回而消失，所剩下的只是 空虛的存
在以及難逃的一死，這就是掃羅的結局。

1. 神愛我們，他的命令是為了我們的
益處。

2. 神的智慧無限，無論我們是否瞭解
，他的命令都是正確的。

3. 我們若遵守神的命令，一定會得益
處，使神的心喜悅，這就是愛神了
。

4. 我們若遵守神的命令，一定會有好
結果，使神的名得榮耀，這就是愛

神了。

为什么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



耶和華後悔 The LORD rep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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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的話臨到撒母耳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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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15:10-11)

•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說謊，也不至後悔 (change His mind, NIV)；因為
他迥非世人，決不後悔。(撒上1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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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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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悔原文 有「憂傷、遺憾、悔改(nâcham)םחנ sorry, regret, repent」之

意

1. 神不改變他的原定旨意，但會因人違背他的旨意而憂傷難過

2. 神根據人的反應而有不同的作法，若順服就 Plan A，若不順服就
Plan B

耶和華後悔 The LORD repents



參考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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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

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創6:5-6)

• 於是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道，就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禍

降與他們了。(拿3:10)



“耶和華後悔”之神學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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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屬性

1. 無所不知 Omniscience：神不會對人未來所做的事感到驚訝

2. 公義 Righteousness：神萬不以有罪為無罪，不會有罪而不罰

3. 恩典 Grace：神為千萬人存留憐憫，赦免悔改的人

• 語言的局限性：用人類有限的語言來描述無限的神，必定會受到局
限，所以在解釋上要有彈性

• 結論：神預知掃羅日後的改變，仍以主權揀選他，任憑他施行自
由意志而不加以干涉，並以主權揀選大衛來取代墮落的掃羅。



撒母耳記上第十六章

大衛被膏為王

▪ 耶和華差遣撒母耳往伯利恆另選王

▪ 十六1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
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
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角，我差遣你往
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
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

▪ 2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
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
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
和华献祭。”」

250年前神就

做了预备，
路得记1:19

从拉玛到伯
利恒，要经
过扫罗的基
比亚，

扫罗已经从一
个谦卑、朴实
的农夫（10：
22；11：13）

变成了一个嫉
妒、多疑的暴
君。

▪耶和華揀選合乎祂心
意的人 -大衛

▪ 7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
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
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 12】「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
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
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
『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
』

牧羊少
年大卫

神所看重的
「内心」，
是单单跟随
神、顺服神
的忠心。

不是大卫的「内心」更好，所以神拣选了他；而是神拣选了他，所以才为他重新「造
清洁的心」（诗五十一5），使大卫成为「合他心意的人」（13：14）。



撒母耳記上第十六章
大衛被膏為王

▪撒母耳按神的旨意膏大衛為王

大卫并不比扫罗或者哥哥更高尚、更顺服神。
大卫是先被拣选，然后被神装备；而不是先
具备了条件，然后被神拣选。

▪神為大衛開路 -大衛被召進宮

▪ 17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
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18其中有
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
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
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神允许「恶魔」来骚扰扫罗，正是为了把大
卫带进宫廷、学习作王。

▪ 21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
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作了
扫罗拿兵器的人。

▪ 23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
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
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

大卫很会弹琴，也很会写诗歌，留下了许多
诗篇，所有大卫的诗篇都在赞美神、仰望神、
敬拜神，表达对神的敬畏。神使牧羊少年大
卫被带到宫廷里学习做王。

受膏者
大卫



1.從耶和華那裡來的惡魔

An evil spirit from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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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的靈離開掃羅，有惡魔從耶和華那裡來擾亂他。掃羅的臣僕對他說：
「現在 有惡魔從神那裡來擾亂你。我們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僕，找一個善
於彈琴的來， 等神那裡來的惡魔臨到你身上的時候，使他用手彈琴，你就好
了。」(撒上16:14-16)

• 解釋

1. 惡魔：有害的靈；邪靈

2. 從耶和華那裡來：在神權柄的範圍之內活動

• 意義

1. 靈界的存在

2. 聖靈的保護：聖靈離開，邪靈進來，心靈不寧

「我们从神手里得福，
不也受祸吗」(伯二10)。



參考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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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神的眾子來侍立在耶和華面前，撒但也來在其中。
(伯1:6)

•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

他基督的 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

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啟12:10)



大衛人生的七個階段

1. 牧人大衛David the Shepherd，撒上16章

2. 受膏者大衛David the Anointed，撒上16章

3. 戰士大衛David the Warrior，撒上17-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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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 heart，撒下22-24章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1040-970BC

三次受膏，历时22年
30岁做犹大王

做犹大王7年，以色列王33年



撒母耳記上第十七章

以拉谷之役

▪ 歌利亞的挑戰

▪ 掃羅一籌莫展

▪ 大衛自告奮勇

▪ 大衛迎戰、擊殺歌利亞

• 成功與否在於耶和華

• 倚靠神的幫助勝於一切

• 勝敗全在乎耶和華
• 普天下都知道耶和華是真神





大衛 vs.歌利亞

• 大衛受膏之後，不知過了多久，非利士人前來攻打以色列人。非利士人
原本住在沿海平原，逐漸人多了，地方不夠住，就開始向內陸發展，侵
占以色列人的土地。這一次，「非利士招聚他們的軍旅，要來爭戰」。
兩軍對壘之處叫做以拉谷，非利士人站在這邊山丘上，以色列人站在那
邊山丘上，中間是谷（撒上17:1-4）。

• 大衛對非利士人說：「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戟；我來攻擊你，
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撒
上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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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特巨人

• 只見非利士的營中走出一人，名叫歌利亞，是個迦特巨人。迦特是非利

士的大城，城中有一特別的人種，稱為「迦特偉人」（偉人就是巨人，

撒下21:22）。

• 這歌利亞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將近三米），頭戴銅盔，身穿鎧甲，手持

巨槍，背負銅戟，聲如洪鐘，眼若銅鈴。他從山坡走下來，向對面的以

色列人罵陣，叫他們派一個人出來和他決一死戰：「掃羅和以色列眾人

聽見非利士人的這些話，就驚惶，極其害怕」（撒上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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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特巨人
• 若你的生活出現了極大的敵人，極大的困難，有如歌利亞那樣出現在你

眼前，用打雷般的聲音向你叫罵，你會害怕嗎？以色列人極其害怕，一

見那人就逃跑（撒上17:24），直等到大衛來到營中，整個局勢才得以扭

轉。

• 弟兄姊妹，歌利亞是一定會出現的，生活是一定會遇到困難的。真正的

問題不是「我會不會遇到歌利亞？」，而是「我的陣營中是否有大

衛？」…你有大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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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利亞的天敵

• 歌利亞的天敵是大衛。大衛不出，歌利亞站著罵陣，以色列人驚惶害怕。

大衛一出，歌利亞倒地身亡，以色列人乘勝追擊。

• 當時掃羅在，以利押在，以色列的軍隊在，他們卻都怕歌利亞。當狼來

了的時候，增加羊的數量是無用的，那時所需要的是一隻獅子。一隻狼

可以令整個羊群害怕，一隻獅子卻可以制伏那隻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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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的疑問

• 大衛的三個哥哥隨軍出征，大衛在家中牧羊。耶西叫大衛帶些餅和糧食去慰勞

兄長。大衛將羊交託給一個看守的人，就帶著食物去了。到的時候，正趕上歌

利亞向以色列人罵陣，所罵的話大衛都聽見了（撒上17:23）。

• 以色列人一見歌利亞又來罵陣，就紛紛逃跑，可是大衛卻有一個問題：「這未

受割禮的非利士人是誰呢？竟敢向永生神的軍隊罵陣嗎？」（撒上17:26）

• 其他人的問題可能是我如何才能保命？如何才能躲避歌利亞？大衛的疑問卻是：

這傢伙是誰，居然敢向永生神的軍隊罵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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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的疑問

• 在大衛的心目中，他們的軍隊不是以色列人的軍隊，而是永生神的軍隊。

我剛才聽見有人在向永生神的軍隊罵陣嗎？我沒聽錯嗎？

• 引起這個問題的，是大衛對神牢不可破的信心，以及「永生神的軍隊絕

對不允許他人侮辱」的信念。因為大衛有這個問題，所以他採取了下一

步的行動，擊殺了歌利亞。我們可以說，大衛的問題扭轉了整個戰局。

• 弟兄姊妹，當敵人向你挑戰的時候，你會有「大衛的疑問」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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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奇異的勝利：以拉谷之役
大衛一個人面對巨人歌利亞，說：耶和華使人得勝，
不是用刀用槍，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

讀經觀察力：哪一幅畫比較正確？
36你仆人曾打
死狮子和熊，这
未受割礼的非利
士人向永生神的
军队骂阵，也必
像狮子和熊一般。

40他手中拿杖，
又在溪中挑选了
五块光滑石子，
放在袋里，就是
牧人带的囊里；
手中拿着甩石的
机弦，就去迎那
非利士人。



甩石的机弦

• 大衛對非利士人說：「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
和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撒上
17:45）

「甩石的机弦」（40节）用皮带制成，一端固定在

手腕，一端抓在手上，挥动皮带到一定转速后放手，
石块飞出可达时速150公里。甩出的石块可达网球
大小，杀伤力甚大。

倚靠神的人，不会只坐在那里祷告，等着天上下冰
雹（书十11）。而是认真预备，「在溪中挑选了五
块光滑石子」（40节）；又主动出击，「去迎那非
利士人」（40节），这才是与神同工。



素常的操練
• 在他放羊的年日，大衛培養出精準的甩石技巧、旺盛的體力、以及與野獸搏鬥

的膽量。大衛擊倒歌利亞並不是小孩子一時的好運氣，而是多年操練的臨場發

揮。

• 我們基督徒也需要操練。保羅對提摩太說：「在敬虔上操練自己。操練身體，

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提前4:7-8）。

• 我們若要蒙神使用，就必須有素常的操練。要在敬拜、讀經、服事、奉獻、愛

心、信心、傳福音上操練自己，隨時預備好了，當主的呼召一來，我們就可以

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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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勝的信念
• 大衛相信歌利亞必死，他宣告耶和華的名，並要歌利亞死得明明白白。
歌利亞剛說，要將大衛的肉給空中的飛鳥和田野的野獸吃。大衛卻說：
「我必殺你，斬你的頭，又將非利士軍兵的屍首給空中的飛鳥、地上的
野獸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 歌利亞聞言大怒，猛力向大衛衝去。大衛絲毫不懼，迎著歌利亞快步跑
去。他一面跑，一面從囊中掏出一塊石子，大力用機弦甩去。衝力加上
甩力，石子正中歌利亞，嵌入他的前額。於是歌利亞轟然倒下，面伏於
地。（撒上17: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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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

• 大衛帶著必勝的信念去攻擊歌利亞，他一石未發，就知道此戰必勝。

• 大衛對歌利亞說：「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因為爭戰的勝敗

全在乎耶和華。他必將你們交在我們手裡」（撒上17:47）。

• 耶穌的門徒也帶著必勝的信念去傳福音，保羅說：「然而，靠著愛我們

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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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利亞的刀
• 大衛攻擊歌利亞的時候，手中
並沒有刀：「這樣，大衛用機
弦甩石，勝了那非利士人，打
死他；大衛手中卻沒有刀」（
撒上17:50）。

• 歌利亞一倒，大衛跑到他的身

旁，抽出他的刀，用這刀斬了

他的頭。以 色列人一見大衛殺

了歌利亞，便都起身吶喊，乘

勝追擊，奪回了所有的失地。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 戰勝之後，這把刀一直放在祭司那

裡。後來大衛逃難，去找挪伯的祭

司，祭司將這刀給了大衛，成為他

的兵器（撒上21:8-9）。歌利亞的

刀成了大衛的刀，敵人的武器成了

我的武器。

• 禱告：萬軍之耶和華啊，你是耶

和華尼西，是我得勝的旌旗，我

願靠著 你勝過敵人！



二次奇異的勝利

約拿單的密抹之役

• 約拿單帶著一個貼身侍

衛，勇闖非利士人的營

寨，說：耶和華使人得

勝，不在乎人多人少！

大衛的以拉谷之役

• 大衛一個人面對巨人歌

利亞，說：耶和華使人

得勝，不是用刀用槍，

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

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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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

• 大衛帶著必勝的信念去攻擊歌利亞
，他一石未發，就知道此戰必勝。

• 大衛對歌利亞說：「耶和華使人得
勝，不是用刀用槍，因為爭戰的勝
敗全在乎耶和華。他必將你們交在
我們手裡」（撒上17:47）。

• 耶穌的門徒也帶著必勝的信念去傳

福音，保羅說：「然而，靠著愛我

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

有餘了」（羅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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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基督徒要有仁慈的心，

也要有必勝的信念！面對邪惡的敵

人，我們不是以愛心去贏得他，而

是以甩石來擊倒他，再以奪取他的

刀，用刀斬他的頭。

• 魔鬼向我們攻擊，世界向我們攻

擊，我們的罪性向我們攻擊。我

們要帶著必勝的信念迎上前去，

用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來擊倒他們

。不但顺服神，而且单单倚靠神，按着神的心意走神要我们
走的路，才能彰显神的得胜。



撒母耳記上第十八章

神保守合乎祂心意的人

▪大衛與約拿單之約盟
约拿单与大卫「结盟」（3节），成

为生死之交，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

自己的性命（20：42）。

5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

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作战士长，

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 一个谦卑、勇敢的扫罗，变得如此的嫉妒。嫉妒也
像种子，开始很小，越长越大，变成心中的恶魔。

原本藏在器具中的掃羅，現在卻因百姓給大衛的掌聲更多而發怒。

掃羅已經不再謙卑，不再隱藏，不再滿足。他追求自己的榮耀，不

以「千千」為滿足，從此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

因为神与他
们同在。两
人都为神的
名争战

这是两个战
士的盟约

◼ 以色列百姓歌頌大衛

6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
，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
，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

7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
卫杀死万万。』

8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
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
了。』

9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

我们应当主动谦卑地求神鉴察，「看在
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诗139：24），
不要等到造成了伤害才知道。



1.知心的朋友

• 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契合。約拿
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撒上
18:1）

• 我們的心渴望朋友，像約拿單那樣的好
朋友。

• 約拿單是掃羅之子，一個戰場上的英
雄。大衛擊 殺歌利亞之後，約拿單與

大衛惺惺相惜，成為了 好朋友：「約
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契合」

（撒上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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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捨命的友情

3.歃血為盟

4.解衣推食

5.對朋友忠誠

「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

就與他結盟」（撒上18:3），「於是

約拿單與大衛家結盟，說： 願耶和華

藉大衛的仇敵追討背約的罪。」（撒

上 20:16）。



撒母耳記上第十八章

神保守合乎祂心意的人
▪掃羅嫉恨並意圖殺大衛

12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
己，与大卫同在。

13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
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

14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
同在。

15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

▪掃羅圖謀借刀殺人
扫罗两次许愿将女儿嫁给大卫，要大卫杀100
个非利士人做聘礼，意图借刀杀人。大卫杀
了两百非利士人，娶米甲为妻。扫罗就更怕
大卫，常作大卫的仇敌。（17-27）

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
精明，因此他的名越加被人尊重。（30）

大卫谦卑能干，众人喜
爱，扫罗惧怕

扫罗欲杀大
卫，大卫躲
避两次。
10-11

嫉妒会使人变得盲目。大卫有神的同在，「做事精明」
（30节），给扫罗的争战带来了得胜，但「属肉体」
（罗8：9）的扫罗却「更怕大卫」（29节）。大卫越来
越被人「尊重」（30节），活在肉体中的扫罗却越来越
害怕，陷入嫉妒心的煎熬中。
另一方面，扫罗越「作大卫的仇敌」（29节），就越让
大卫去经历神，也越让「他的名被人尊重」（30节）。

神使用环境中一个又一个的难处去对付大卫的肉体，破碎
旧人、造就新人，让他更深地经历神的同在，把他训练成
「属圣灵」（罗8：9）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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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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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16:14）

• 掃羅懼怕大衛；因為耶和華離開自己，與大
衛同在。（撒上18:12）

扫罗「惧怕大卫」（12节）的原因，

是他发现「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
卫同在」（12节）。属肉体的人就

是在事奉、追求这样属灵的事上，
也会「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
嫉妒」（加五26），甚至传讲基督

也可能是「出于嫉妒纷争」（腓一
15）。因此，当我们对别人的属灵

长进、事奉成就心存嫉妒的时候，
必须诚实面对，并且求圣灵帮助，
让神的爱充满我们，才能脱离嫉妒
的捆绑，因为「爱是不嫉妒；爱是
不自夸，不张狂」（林前十三4）。



撒母耳記上第十九章

神保守祂忠心的僕人 – 大衛

▪約拿單為大衛向掃羅求情
1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要

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

卫。

约拿单用「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
（5节）这样沉重的话语来提醒扫罗。

扫罗「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
必不杀他。』」（6节），实际上心里

还在寻找机会，因为他把自己的权力、
名声、地位放在了神的旨意之上。

▪ 掃羅三番五次圖謀殺大衛
▪ 10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
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
卫逃走，躲避了。

▪ 12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缒下去，大
卫就逃走，躲避了。

▪ 18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
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
耳就往拿约去居住

扫罗和他派去的三批人都被圣灵所控制，不能
逮捕大卫，并且反而「受感说话」。虽然撒母
耳不能保护大卫，但神的灵却亲自拯救陷在困
境中的大卫。

大卫在困境中写了诗篇第五十九篇来赞美神：「但我要歌颂祢的力量，早晨要高唱祢的慈爱；
因为祢作过我的高台，在我急难的日子作过我的避难所」（诗59：16）。

米甲家
里的偶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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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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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

19:19-20,23-24）

扫罗一生只有这两次「受感说话」（24节；十10），

但他两次的属灵光景却完全相反。因此，一个人能
「说预言」，并不能表明他是属肉体还是属圣灵。



撒母耳記上第二十章

神保守祂忠心的僕人 – 大衛

▪約拿單結盟效忠大衛
▪ 13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

安地走，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与我。愿耶和华

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

▪ 14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

时候免我死亡，

▪ 15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

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

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
来到约拿单那里,想确定是
否非逃不可?扫罗是不是非

要杀他？连约拿单都不知
道，说：『你心里所求的，
我必为你成就。』（1-4节）

两人再次结盟，这次是约
拿单认大卫为主的约。



撒母耳記上第二十章

神保守祂忠心的僕人 –大衛

▪約拿單結盟效忠大衛
▪ 22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
的。

▪ 23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

▪掃羅坦承大衛將為王
▪ 25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单侍立，押尼珥坐在扫罗旁边，大卫
的座位空设。

▪ 31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
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

▪約拿單通知大衛出逃
扫罗要杀大卫，表面上是为了儿子约拿单和他的国位（31节）；
但约拿单为大卫辩护的时候，扫罗却「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
32节）。约拿单依照约定通知大卫快逃。

两人约定暗中联络报信的
方法。

「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
的」（22节），这句恩惠

的言语给即将逃亡的大卫
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即使
大卫被冤枉而逃亡，也是
在神的旨意安排之中，

大卫从此开始了十多年被扫
罗追赶的生涯，一直被追赶
到王位上。神将借着各样的
经历，让他的心中越来越明
亮，知道神的工作永远都有
积极目的和荣耀的结局，祂
的受膏者要经历苦难而得着
荣耀，正如基督要经过十字
架而到达宝座



撒母耳記上第二十一章

◼英雄末路，大衛求聖餅
大衛出逃挪伯

1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

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

自来，没有人跟随呢？』

3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

的食物。

◼大衛得祭司亞希米勒之助
• 撤下來的陳設餅

6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

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

的陈设饼



1.英雄末路，大衛求聖餅
讒言當道，亞吉逐瘋客

• 大衛逃到挪伯城，祭司亞希米勒將陳設餅給他吃。

這陳設餅原是聖物，只有祭司才可吃。只因大衛腹

中饑餓，亞希米勒別無它物，就將聖餅給他。這個

「化聖為俗」的權宜之計，後來為耶穌所引用。有

一次，耶穌的門徒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因為餓了，

就掐起麥穗來吃，引起法利賽人的非議。耶穌引用

大衛吃陳設餅的例子（太12:3-4），說明「神喜愛憐

恤，不喜愛祭祀」的道理。

只有祭司才可以吃换下来的圣
饼，并且只能在圣处吃（利24：
5-9）。祭司破例允许大卫吃圣

饼，表面上违反了律法。但主耶
稣指出，祭司的决定是正确的
（太12：4），因为神「喜爱怜
恤，不喜爱祭祀」（太12：7）



• 合神心意的人也有走投無路之日，那時不要灰心、

不要喪膽，只要信靠神，等候神的時間來到：「主

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

教師 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

賽30:20）

1.英雄末路，大衛求聖餅
讒言當道，亞吉逐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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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利亞的那刀
8大卫问亚希米勒说：『你手下
有枪有刀没有？

9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
士人歌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
布中，放在以弗得后边，你要就
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
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
的！求你给我。』

当时武器
稀少（13：
22），大

卫需要兵
器自卫。

7（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
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作扫罗
的司牧长。）

大衛避難於非利士
讒言當道，亞吉逐瘋客
10】「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
迦特王亚吉那里。」

11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这不是以色
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
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
死万万”吗？』



• 大衛窮途末路，為了逃避掃羅，不得已而去投奔迦特王

亞吉。迦特是非利士五城之一，大衛卻是非利士人的宿

敵。亞吉的臣僕沒有忘記大衛是誰，他們對亞吉說：

「這不是以色列國王大衛麼？那裏的婦女跳舞唱和，不

是指著他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嗎？」（撒

上21:11）大衛分明並未作王，卻被說成是「以色列的

國王」，這是他們有意在亞吉面前進讒言。

大卫的名气虽然
大，却没有几个非
利士人曾经亲眼见
过他。因此，大卫
一旦装疯，迦特王
亚吉就把他当作疯
子赶走了。

1.英雄末路，大衛求聖餅
讒言當道，亞吉逐瘋客



• 大衛聽到之後「甚懼怕」，逃到此處本是為了保命，不

想如今反倒性命不保。情急生智，於是大衛在眾人面前

裝瘋，胡寫亂畫，口吐白沫。亞吉判斷了一下情況，認

為自己並不缺少瘋子，就宣布說：「我豈缺少瘋子，你

們帶這人來在我面前瘋癲嗎？這人豈可進我的家呢？」

（撒上21:15）就這樣，將大衛趕了出來。

• 大衛逃亡之初，得到祭司的幫助，卻被非利士王所驅逐。

換句話說，他在神的面前得到了接納，在敵人的面前遭

到了拒絕。

1.英雄末路，大衛求聖餅
讒言當道，亞吉逐瘋客

诗篇34（大卫在亚比米

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
去，就作这诗）

7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

畏他的人四围安营，
搭救他们。
8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

味，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12 有何人喜好存活，
爱慕长寿，得享美福。
13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

恶言，嘴唇不说诡诈
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