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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8日

CBCWLABible Reading Class

撒母耳记上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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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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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亡者大衛，撒上 21-31章

1. 英雄末路，大衛求聖餅；讒言當道，亞吉逐瘋客。(撒上21章)

2. 亞杜蘭眾虎歸心，挪伯城祭司濺血。(撒上22章)

3. 基伊拉恩將仇報，約拿單林中會友。(撒上23章)

4. 大衛割袍釋舊主，掃羅痛哭陳己過。(撒上24章)

5. 窮大衛迦密受屈辱，亞比該慧眼識英雄。(撒上25-26章)

6. 迦特城大衛投敵，隱多珥掃羅交鬼。(撒上27-28章)

7. 洗革拉大衛失而復得；基利波掃羅伏刀自盡。(撒上29-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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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第二十一章

英雄末路，大衛求聖餅；讒言當道，亞吉逐瘋客。
神看顧祂忠心的僕人

▪ 大衛出逃挪伯

▪ 大衛得祭司亞希米勒之助

• 撤下來的陳設餅

• 歌利亞的那刀

▪ 大衛避難於非利士

▪ 裝瘋賣傻大衛被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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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上第二十二章

神保守祂的僕人大衛免遭毒手

▪ 大衛初建軍隊

1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

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

2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

大卫就作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

神为大卫预备了勇士（2）

统帅



2.亞杜蘭眾虎歸心，挪伯城祭司濺血

• 大衛離開亞吉，逃到了亞杜蘭。

亞杜蘭位於耶路撒冷西 南方的丘

陵區，有許多山洞，大的可容二

、三百人。大 衛極其落魄困苦，

他在洞中作詩說：

• 耶和華啊，求你側耳聽我的呼求

，因我落到極卑之地； 求你救我

脫離逼迫我的人，因為他們比我

強盛。求你領 我出離被囚之地，

我好稱讚你的名。義人必環繞我

，

因為你是用厚恩待我。（詩篇142:6-7，並見

此詩標題） 大卫在亚杜兰洞写了诗篇57,和142



洞中的歲月

• 行動受到限制，心情受到壓抑，洞中

的歲月過得特別緩慢。擔心被敵人發

現，擔心自己和部屬的未來，洞中的

歲月過得特別不踏實。懷念溫暖的陽

光，懷念新鮮的空氣，懷念自由的馳

騁，洞中的歲月過得特別鬱悶。明明

已經受膏，神的應許卻遲遲不應驗。

此時的大衛應當是眉頭深鎖，心情低

落，唉聲嘆氣？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王文堂牧師

• 沒想到，亞杜蘭洞卻響起了優美的琴聲，大衛

動人的歌聲在空氣中迴盪。鬱悶的眾人被歌聲

吸引，側耳傾聽。聽著、聽著，他們的心情隨

之開朗。洞頂的岩石被歌聲劈裂，露出廣闊的

天空，金黃色的陽光灑下來。眾人呼吸著新鮮

的空氣，沐浴著溫暖的陽光，馳騁在神的天地

，他們的心已然不再鬱悶。

• 大衛逃避掃羅，躲在洞中，寫了兩首詩歌（詩篇
57, 142）。大衛的詩向上悠揚，將眾人引到神的
面前，飲於能力之源。疲憊的心靈得到滋潤，以
新得的能力，面對仍然未知的前途。



2.亞杜蘭眾虎歸心，挪伯城祭司濺血

• 住在洞中，暗無天日又出入不自由，如同被囚，故大衛

求神「領我出離被囚之地」。在被人厭棄的日子，大衛

盼望有同伴，他以信心宣告說：「義人必環繞我」。果

然，神差派許多人到亞杜蘭洞去尋找大衛：「凡受窘迫

的、欠債的、心裏苦惱的都聚集到大衛那裏；大衛就作

他們的頭目，跟隨他的約有四百人。」（撒上22:2）

凡劳苦重担的
人到主前来。
（马太11：28）

人子来，为要
寻找，拯救失
丧的人。（路
加19:10）



撒母耳記上第二十二章

大卫传记的撰述人之
一（代上29：29）

神为大卫预备了勇士（2）、先知（5）

▪ 大衛得迦得為先知

5先知迦得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

。』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

7(扫罗）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哪，你们

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各

人吗？能立你们各人作千夫长百夫长吗？」 扫罗用利益拉拢同乡，正是撒母耳
警告过的王将会做的事情（8：14）

离开摩押米斯巴的
山寨，回到犹大地



大卫逃避扫罗追杀
路線說明
1.撒上 18:10-24 掃羅兩次要刺殺大衛，又用計陷害他，他
就逃往拉瑪見撒母耳，掃羅也追去。

2.撒上 21:1-9 大衛逃到挪伯，祭司亞希米勒給了他聖餅和
歌利亞的刀。

3.撒上 21:10-15 大衛逃到非利士，投靠迦特王亞吉。

4.撒上 22:1-3 因怕迦特王害他，又逃往亞杜蘭洞，他的家
人和一些受逼迫的，都去跟隨他。

5.撒上 22:3-5 大衛將父母送去摩押的米斯巴。

6.撒上 22:5 大衛從摩押回猶大地，進入哈烈的樹林。

7.撒上 23:1-5 非利士人攻擊基伊拉，大衛前往營救。

8.撒上 23:7-14 掃羅要攻打基伊拉，大衛逃到西弗的曠野。

9.撒上 23:24-24:7 大衛逃避掃羅的追殺，從西弗曠野、經亞
拉巴、瑪雲的曠野，到了隱基底的山寨。掃羅追至隱基底
的曠野中的山洞大解時，大衛只割下掃羅的衣襟而未殺他。



撒母耳記上第二十二章

神保守祂的僕人大衛免遭毒手

▪ 以東人多益告密

9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

：『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希突的

儿子亚希米勒那里。」

10亚希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

并给他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

▪ 掃羅屠殺祭司城

17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

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

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

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

多益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祭司八十五人，

挪伯祭司城全城被屠。亚希米勒的儿子，名

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

从此所有的祭司都离开了扫罗、跟随大卫。
神也离开了扫罗

神为大卫预备了勇士（2）、先知（5）和祭司（20）



撒母耳記上第二十三章

神垂聽、拯救合乎祂心意的人

▪神指示大衛援救基伊拉

▪神拯救大衛於背叛者及掃羅之手

• 掃羅天天尋索大衛，神卻不將大衛交
在他手裡。

• 非利士人犯境搶掠，請王快快回去！

「基伊拉」（1节）在亚杜
兰以南大约5公里。

他不是先想自己应该怎
么做，也不是先看环境
允许怎么做，而是先
「求问耶和华」（2节），
让神指示怎么做。

2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
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
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
人，拯救基伊拉。』



3.基伊拉恩將仇報，約拿單林中會友

• 「疾風知勁草，患難顯真情」，患難中的友情特別可貴，

患難中的背叛也特別傷人。基伊拉是位於亞杜蘭東南方

三英哩的一座小城，非利士人來攻打它，形勢危急，大

衛得知就帶人來救這城。那時大衛已經有了幾百名跟隨

者，但與非利士人的軍隊相比，仍然是個以少擊多的局

面。然而耶和華與大衛同在，使他大大殺敗非利士人，

「這樣，大衛救了基伊拉的居民」（撒上23:5）。



3.基伊拉恩將仇報，約拿單林中會友

• 大衛救了基伊拉的居民，基伊拉的居民要如何報答大衛

？他們決定了要恩將仇報，將大衛出賣給掃羅。大衛救

他們，不但是冒著性命的危險，而且還暴露了自己的行

蹤。基伊拉之役一打下來，掃羅知道了大衛在哪裡，於

是派兵圍困基伊拉。在這種關鍵的時刻，基伊拉人會怎

麼做？他們決定了向現實低頭，要將大衛綑綁，交給掃

羅。幸好大衛有個習慣，就是他凡事都會求問神。在一

次的求問當中，神告訴大衛基伊拉人要出賣他的計劃，

於是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及時逃跑，沒有被掃羅捉到。

10大卫祷告说：『耶和
华——以色列的神啊，
祢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
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
灭城。
11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
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
祢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
下来？耶和华——以色
列的神啊！求祢指示仆
人。』耶和华说：『扫
罗必下来。』
12大卫又说：『基伊拉
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
在扫罗手里不交？』耶
和华说：『必交出来。』



3.基伊拉恩將仇報，約拿單林中會友

• 一個人在危難的時候，雖然有驚，只要有神的保

護，就必然無險。大衛逃到西弗的曠野，這曠野

位於希伯崙的南方，是有樹林的。掃羅天天尋索

大衛，「神卻不將大 衛交在他手裡」（撒上23:14

）。聖經說得很有趣，基伊拉人「要將大衛交在

掃羅手裡」，可是「神卻不將大衛交在他手裡」

，結果掃羅怎麼尋索，都尋不著大衛。

大卫此时写了诗篇五十四篇，
说「他们眼中没有神」（诗
54：3）。扫罗的心里早就

没有了神，却还是满口「属
灵的口头禅」，说「愿耶和
华赐福与你们」（21节）。

属圣灵的大卫凡事可以求问
神（10-11节），所以他能满

有信心地说：「神是帮助我
的，是扶持我命的」（诗54：
4）



3.基伊拉恩將仇報，約拿單林中會友

• 掃羅尋索大衛的性命，掃羅的兒子卻要保全大衛的性命。

約拿單來到西弗，與大衛在林中相會，鼓勵他，使他得

堅固：「掃羅的兒子約拿單起身，往那樹林裏去見大衛，

使他倚靠神，得以堅固」（撒上23:16）。在這個世界

上，有些人是錦上添花，有些人是雪中送炭，這兩種人，

哪一種才是真朋友？大衛在最窮困的時候，神卻使他在

友情上富裕。約拿單在大衛最潦倒的時候給他雪中送炭，

鼓勵他，堅固他，用真誠的友誼，溫暖了大衛的心。

这是大卫和约拿单的最
后一次见面。约拿单再
一次确认了大卫的王权，
愿意退居第二位，表明
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

17对他说：『不要惧怕！
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
你；你必作以色列的王，
我也作你的宰相。这事我
父扫罗知道了。』

24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他的
人却在玛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



3.基伊拉恩將仇報，約拿單林中會友

• 在這逃亡的歲月，大衛餐風宿露，不僅身體上受鍛鍊，

心志上更是受到熬煉。神先使大衛經歷到被出賣的痛苦，

再使他經歷到真友情的安慰。神藉著各樣事情來訓練他

的僕人，而大衛的表現沒有令神失望。他抓住了一件事，

緊緊不放，使他勝過各樣的考驗：大衛信靠神，他在最困

難的時候，仍然信靠神，緊緊跟隨，這是大衛得勝的主要

因素。

「西拉·哈玛希罗结」（28节）的
意思是「分隔之岩」。「隐·基底」
（29节）的意思是「小羊的泉

源」，是死海西岸边的一个绿洲，
盛产葡萄（歌一14）。这是一个

陡峭、蜿蜒的峡谷，从海拔三百
多米的犹大旷野下降到海平面以
下四百米的死海，有许多泉水和
洞穴。

27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

王快快回去！』28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

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西拉·哈玛希罗结。29大卫从

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

扫罗追赶大卫，神却使
他追不到，不得不回援。

26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
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
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
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
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

大卫作诗篇27



大卫逃避扫罗追杀
路線說明
1.撒上 18:10-24 掃羅兩次要刺殺大衛，又用計陷害他，他

就逃往拉瑪見撒母耳，掃羅也追去。

2.撒上 21:1-9 大衛逃到挪伯，祭司亞希米勒給了他聖餅和
歌利亞的刀。

3.撒上 21:10-15 大衛逃到非利士，投靠迦特王亞吉。

4.撒上 22:1-3 因怕迦特王害他，又逃往亞杜蘭洞，他的家
人和一些受逼迫的，都去跟隨他。

5.撒上 22:3-5 大衛將父母送去摩押的米斯巴。

6.撒上 22:5 大衛從摩押回猶大地，進入哈烈的樹林。

7.撒上 23:1-5 非利士人攻擊基伊拉，大衛前往營救。

8.撒上 23:7-14 掃羅要攻打基伊拉，大衛逃到西弗的曠野。

9.撒上 23:24-24:7 大衛逃避掃羅的追殺，從西弗曠野、經亞
拉巴、瑪雲的曠野，到了隱基底的山寨。掃羅追至隱基底
的曠野中的山洞大解時，大衛只割下掃羅的衣襟而未殺他。
10.撒上 27:3-6 大卫去投靠非利士的迦特王亚吉，亚吉将洗
革拉赐给他。

11.撒上 27:7 大卫去洗革拉，在那里他住了一年四个月。



撒母耳記上第二十四章

神的僕人大衛的公義 – 以德報怨

▪ 掃羅追殺大衛

▪ 大衛敬畏神, 不殺耶和華的受膏者

▪ 大衛求神斷是非、伸冤屈

▪ 神的旨意必定實現

• 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國必堅立在你手裡

▪ 掃羅求大衛恩待他的後裔



4.大衛割袍釋舊主，掃羅痛哭陳己過

•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大衛可以很輕易地殺死掃

羅， 但是他卻放棄了這個機會（撒上24:1-7）。

為何放棄這大好良機？那時跟隨大衛的人，都

勸他趁機將掃羅給殺了。大衛卻只割下了掃羅

的衣襟，並沒有殺他。事後他又心中自責，對

跟隨他的人說：「我 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膏

者，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 伸手害他，因

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撒上24:6）

「隐·基底」（1节）的意思是「小羊的泉源」，是死海西岸边的一个绿洲，盛产葡萄（歌1:14）。

这是一个陡峭、蜿蜒的峡谷，从海拔三百多米的犹大旷野下降到海平面以下四百米的死海，有
许多泉水和洞穴。



4.大衛割袍釋舊主，掃羅痛哭陳己過

• 大衛不殺掃羅的原因，是因為他敬畏神。他說：

「我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

只因掃羅具有「耶和華的受膏者」這個身份，所

以大衛不肯伸手害他。大衛被掃羅追殺得很慘，

使他到處躲藏，有家歸不得， 隨時性命難保。可

是，當機會送上門的時候，他卻不肯動手，惟一

的原因，就是這個人是屬神的人。機會這麼好，

我被他害得這麼慘，大家都叫我趁機報復，我卻

不敢動手，甚至割下他一片衣襟，都還心中自責

。為什麼？只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他是神的

人。他做錯了，神自會處罰他，我卻不敢伸手害

屬於神的人。

11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
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
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猎取
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
14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
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虼蚤就是了。
15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
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
你的手。
16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
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
哭
20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
坚立在你手里。

大卫谦卑恭敬，使扫罗一时感动

大卫品德高尚



4.大衛割袍釋舊主，掃羅痛哭陳己過

• 大衛不殺掃羅，是他一生最高貴的表現。這與約瑟

拒絕波提乏之妻的誘惑，是相同的性質。二者都有

大好的良機，二者都因敬畏神而勝過了誘惑。

• 掃羅知道大衛放過他的性命，突然良心發現，於是

「放聲大哭」，對大衛說：「你比我公義，因為你
以善待我，我卻以惡待你。」（撒上24:17）只不過

他的良心發現只是暫時的，不久之後他又開始繼續

追殺大衛。

20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
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
里。
21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
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
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

同樣的事情後來又發生了一次（撒上26:6-25）

扫罗是一个跟随感觉行事的
人，情绪总是随着环境起伏。



撒母耳記上第二十五章

拿八事件 神阻止大衛不致流人血

▪ 大衛謙卑的要求

▪ 大衛受辱於拿八

▪ 大衛盛怒欲復仇

▪ 亞比該聰明智慧

▪ 大衛懸崖勒馬

▪ 拿八遭神的擊打

▪ 大衛娶亞比該為妻

1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
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原文是房屋）。
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

神取走了「撒母耳」（1节），却赐下了属灵的伙伴「亚比
该」（42节）。大卫逃亡的过程，也是神预备大卫作王的
过程。神不但预备了勇士（22:2）、先知（22:5）和祭司
（22:20），也预备了最有「见识」（33节）的王后亚比该。

「巴兰的旷野」（1节）在迦南地的最南端（民13：3）、
玛云的南方，离扫罗的势力范围更远了。



5.窮大衛迦密受屈辱，亞比該慧眼識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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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要认真思考，
当你掌握一定权力，
不论这权力大小，如
何使用权力，就成为
神对人道考验。



5.窮大衛迦密受屈辱，亞比該慧眼識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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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窮大衛迦密受屈辱，亞比該慧眼識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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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客客气气、自表谦
卑地来求拿八，傲慢的
拿八却完全没有把大卫
放在眼里，不但拒绝酬
谢他们，还公然羞辱大
卫是「悖逆主人奔逃的
仆人」。

这个「迦密」（2节）

不是北方的迦密山，而
在希伯仑以南约11公里，
离玛云不到2公里。

「拿八」（3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笨蛋、愚顽」



5.窮大衛迦密受屈辱，亞比該慧眼識英雄

• 大衛動怒了，認為拿八是恩將仇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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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终于再也克制不住自己
的血气，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命令「各人都要带上刀」
（13节），要找拿八算账。

我们更没有资格夸口自己
的刚强、论断别人的软弱
（太七1）。如果我们现在

还显得刚强，只是因为神
为我们预备的那位「拿八」
还没有出现。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
稳的，须要谨慎，免得
跌倒」（林前十12）

22凡属拿八的男丁，我若留

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
降罚与我！』



經文欣賞：亞比該的絕妙好辭

• 撒上 25:23-31

• 亞比該見大衛，便急忙下驢，在大衛面前臉伏於地叩拜，俯伏在大
衛的腳前，說：

• 我主啊，願這罪歸我！求你容婢女向你進言，更求你聽婢女的話。

• 我主不要理這壞人拿八，他的性情與他的名相稱；他名叫拿八（
就是愚頑 的意思），他為人果然愚頑。但我主所打發的僕人，
婢女並沒有看見。

• 我主啊，耶和華既然阻止你親手報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著永
生的耶和華、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說：『願你的仇敵和謀害你的人都
像拿八一樣。』

亚比该没有任何傲气，谦
卑地以「婢女」自居，称
呼逃亡中的大卫「我主」。
承认拿八的「愚顽」（25

节），并且把责任揽到自
己身上：「愿这罪归我」
（24节）

你可以放过扫罗，
就能够放过拿八



經文欣賞：亞比該的絕妙好辭

• 撒上 25:23-31

• 如今求你將婢女送來的禮物給跟隨你的僕人。求你饒恕婢女的
罪過。

• 耶和華必為我主建立堅固的家，因我主為耶和華爭戰；並且在

你平生的日 子查不出有什麼過來。雖有人起來追逼你，尋索你

的性命，你的性命卻在 耶和華你的神那裡蒙保護，如包裹寶器

一樣；你仇敵的性命，耶和華必拋 去，如用機弦甩石一樣。

• 我主現在若不親手報仇流無辜人的血，到了耶和華照所應許你

的話賜福與 你，立你作以色列的王，那時我主必不至心裡不安

，覺得良心有虧。

• 耶和華賜福與我主的時候，求你記念婢女。

提醒我们：蒙神恩典的人应
当「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太18：35）。

提醒大卫生气却不要犯罪，
以免将来心里不安，觉得良
心有亏。

赞扬大卫为主征战，因
神得胜。与主同在，得
蒙保护

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5.窮大衛迦密受屈辱，亞比該慧眼識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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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中东的王盛行一夫多妻制，亚比该为大卫生了次子基利押
（撒下3:3）。一夫多妻的惡果在舊約中不斷出現。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不是妻子們）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不是多體）」（創2：24）

執事只要做一個婦人的丈夫（提
摩太前書3:12 ，提多書 1：6）



撒母耳記上第二十六章

神的僕人大衛的公義和忠心

▪ 掃羅起兵追殺大衛

▪ 大衛夜摸掃羅兵營

▪ 大衛敬畏神,二度不殺掃羅

▪ 掃羅的醒悟和認罪

还是那个西弗人再次告密（1，23:19），

扫罗的肉体又被引动，所以再次出来追
杀大卫。

「洗鲁雅」（6节）是大卫的姐姐（代上二16），她的三
个儿子亚比筛、约押和亚撒黑（撒下二18）都是大卫手
下的勇士。「约押」（6节）后来成为大卫军队的元帅。



經文欣賞：亞比篩年輕人的豪語；大衛敬畏神

• 撒上 26: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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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於是大衛和亞比篩夜間到了百姓那裡，見掃羅
睡在輜重營裡；他的槍在頭旁，插在地上。押
尼珥和百姓睡在他周圍。

• 8亞比篩對大衛說：「現在神將你的仇敵交在你
手裡，求你容我拿槍將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
，不用再刺。」

• 9大衛對亞比篩說：「不可害死他。有誰伸手害
耶和華的受膏者而無罪呢？」

神再一次把扫罗的性命交在大卫的手里

神却让三千人全部「沉沉地睡了」（12节）

借着责备押尼珥的失职来提醒扫罗，也向
跟随扫罗的百姓表明自己并无恶意。
（14-16）



大衛割袍釋舊主，掃羅痛哭陳己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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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沒有傷害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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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不笨，他知道，一個遠離

神的人，他的良心是靠不住的。

扫罗是一个跟随感觉行事的
人，情绪总是随着环境起伏。

同樣的事情之前發生过一次
（撒上24:17）。

24（大卫）我今日重看你的
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
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
患难。

大卫单单依靠神，拯救我脱离一切
患难，而不依靠扫罗



撒母耳記上第二十七章

大衛信心的軟弱以及神的憐憫

▪ 大衛未遵先知迦得的囑咐

大衛再次避掃羅於非利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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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投奔迦特王——玛

俄的儿子亚吉去了。

大卫忘了神的话「要往犹大
地去」（22：5），在他受
膏的地方作见证。

4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迦特。』
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

因為扫罗追杀，亚吉接纳大卫



6.迦特城大衛投敵，隱多珥掃羅交鬼

• 大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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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当日亚吉将洗革拉赐给他，因此洗革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7大卫
在非利士地住了一年零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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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在非利士天天要装假。假
装打击犹大人，把掳物献给迦
特王亚吉。

大卫得到应有的报应作为考
验，但还是得到神的眷顾

我们永远也没有资格论断弟
兄，也不能在神面前自夸。

大卫的伪装很成功
（12），亚吉完全信
任了大卫，

大卫在洗革拉时，经常攻打
亚玛力人（8），把虏获送给
亚吉



大卫逃避扫罗追杀
路線說明
1.撒上 18:10-24 掃羅兩次要刺殺大衛，又用計陷害他，他

就逃往拉瑪見撒母耳，掃羅也追去。

2.撒上 21:1-9 大衛逃到挪伯，祭司亞希米勒給了他聖餅和
歌利亞的刀。

3.撒上 21:10-15 大衛逃到非利士，投靠迦特王亞吉。

4.撒上 22:1-3 因怕迦特王害他，又逃往亞杜蘭洞，他的家
人和一些受逼迫的，都去跟隨他。

5.撒上 22:3-5 大衛將父母送去摩押的米斯巴。

6.撒上 22:5 大衛從摩押回猶大地，進入哈烈的樹林。

7.撒上 23:1-5 非利士人攻擊基伊拉，大衛前往營救。

8.撒上 23:7-14 掃羅要攻打基伊拉，大衛逃到西弗的曠野。

9.撒上 23:24-24:7 大衛逃避掃羅的追殺，從西弗曠野、經亞
拉巴、瑪雲的曠野，到了隱基底的山寨。掃羅追至隱基底
的曠野中的山洞大解時，大衛只割下掃羅的衣襟而未殺他。
10.撒上 27:3-6 大卫去投靠非利士的迦特王亚吉，亚吉将洗
革拉赐给他。

11.撒上 27:7 大卫去洗革拉，在那里他住了一年四个月。



撒母耳記上第二十八章

神實現祂的預言 – 擊打不順從的王

▪掃羅與神完全隔絕

▪掃羅徹底的墮落

• 求告隱多珥一個交鬼的婦人

▪神對掃羅的最後裁決

• 沒有聽從耶和華的命令

• 耶和華已經離開你，且與你為敵

• 從你手裡奪去國權，賜與別人，就是大衛

• 必將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裡

• 必將以色列的軍兵交在非利士人手裡

风云骤起，「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
与以色列人打仗」（1节），大卫和他
的部下必须随亚吉出战。

扫罗心中惧怕，乔装去找交鬼妇人



6.迦特城大衛投敵，隱多珥掃羅交鬼

• 大衛與神同行，掃羅卻與神遠離，墮落到一個地步

甚至 要與鬼打交道。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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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掃羅想知道戰爭的勝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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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鬼」（3节）就是召唤死者。

律法明文禁止交鬼和行巫术（出
22：18；申十18：10-11），所以

「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
行巫术的人」（3节）。



6.迦特城大衛投敵，隱多珥掃羅交鬼

•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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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未必愛主；過去與主關係良好，現在未

必與主關係良好。掃羅原先是愛主的，曾經禁止國人交

鬼。如今他已變為不同的人，為了自己的權益甚麼事都

做，甚至去交鬼。



6.迦特城大衛投敵，隱多珥掃羅交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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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罗并没有亲眼看到「撒母耳」
（12节），而是听交鬼的妇人
说「身穿长衣」（14节），就

以为是「撒母耳」。人死后的
灵魂都在阴间（诗十六10），

不会在世界上活动。既然神已
经不回答扫罗的求问了（6

节），怎么会允许先知撒母耳
的灵魂来回答扫罗呢？交鬼的
妇人怎么能指挥得动神的先知
呢？因此，这个「撒母耳」很
可能是邪灵的假冒。



問題：掃羅看到了甚麼？

• 交鬼的婦人看見有一個老人穿著長衣從地裡上來，就

大聲呼叫。掃羅知道這是撒母耳，就屈身，臉伏於地

下拜。（撒上28:14）

• 已死的人還會「顯靈」麼？掃羅到底看到了甚麼？有

兩種可能：第一，邪靈冒充撒母耳。第二，神特別允

許撒母耳回到人間。邪靈是與神作對的，目的是欺騙

傷害。這個「撒母耳」誠實而準確地說出了事情的前

因後果，可能是神特別允許撒母耳回到人間，或是天

使以撒母耳的形狀來傳達信息。

神如果有话要对扫罗说，可以
「借梦，或祭司，或先知回答
他」（6节），并不需要借助

交鬼的妇人。有些人认为这位
「撒母耳」是真的，因为他重
复了撒母耳以前说过的话（13：
14；15：22-23），但撒但也

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林
后十一14），说出这番众所周

知的话来。也有人认为这位
「撒母耳」预言了「明日你和
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
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
士人手里」（19节），但邪灵
也可以预言未来（路四41）。



異數不足為法

• 撒上28章「掃羅交鬼，撒母耳顯現」的故事是一個異數
，違背常規的特例，不足為法。

• 你不可通靈交鬼，這是得罪神的事，聖經再三叮囑絕對

不可以做。你也不 要盼望死去的人向你顯現，那是不會

發生的。整本聖經這是唯一的記載有 這種事發生，我們

不知道它的細節，但知道這只是一個特例。

• 耶穌講到拉撒路和財主的故事，告訴我們死人和活人之
間「有深淵界定」，這邊的人不能過到那邊，那邊也過
不到這邊（路16:26）。耶穌所說的是神的常規。我們的
信念和行為是根據常規，不是根據特例。

既然扫罗交鬼的行为被神看为必死
的罪行之一，这位「撒母耳」就不
应该是真的撒母耳。要寻求神的旨
意，不必借助任何灵界的势力，唯
有认罪悔改，才能恢复与神的交通。

代上10：13这样，扫罗死了。因为

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
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14没有求
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



撒母耳記上第二十九章

神保守祂的僕人擺脫困境

▪大衛被迫隨迦特王亞吉出戰

▪非利士首領唯恐大衛臨陣倒戈

▪大衛被遣返洗革拉

•避免了與以色列的作戰

•確保了大衛不流本族人的血

•消除了大衛將來作王的障礙

•提供了大衛為耶和華爭戰的機
會



1.洗革拉危機

• 大衛被掃羅到處追趕，心想：「必有一日我死在

掃羅手裡，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掃羅見我不在

以色列的境內，就必絕望，不再尋索我；這樣我

可以脫離他的手」（撒上27:1）。大衛去投奔迦

特王亞吉，亞吉收留了大衛，將一個叫做洗革拉

的城市給了他。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在非利士地住

了一年零四個月（撒上27:6-7）。

THE BIBLE READING CLASS王文堂牧師

神允许大卫自作主张「逃奔非
利士地」（27：1），又允许

他「在非利士地住了一年零四
个月」（27：7），让他在这

一年多里非常清楚看到，自己
仍然是一个满了残缺、诡诈的
人（二十七11）



1.洗革拉危機

• 後來非利士人和掃羅爭戰，大衛因為投奔了迦特

王亞吉，所以必須隨著出征。這麼一來，大衛就

要面臨站在非利士人這一邊與自己的同胞以色列

人爭戰的窘況。還好，出於神的憐憫，其他的非

利士領袖擔心大衛會陣前倒戈，不許他留在非利

士人的軍隊裡。亞吉只好叫大衛回去，這麼一來

反而使大衛脫離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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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掌管非利士首领们的心，
从窘境中救出了祂的受膏者，
体贴地打开了逃脱之门。神
也愿意怜悯每一个承认自己
「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
只要我们诚心悔改、谦卑接
受神的光照，「神所赐、出
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
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腓四7）。



撒母耳記上第三十章

耶和華的爭戰 – 大衛的奠基之戰

▪亞瑪力人的入侵
▪大衛求告耶和華
▪神遣人給大衛引路
▪大衛殲滅亞瑪力人
▪神所賜的應當大家平分
▪大衛與猷大支派分享神所賜的



當你即將失去一切的時候

• 大衛和跟隨他的人滿心喜悅地回來，「不料，城

已燒毀，他們的妻子兒女都被擄去了。大衛和跟

隨他的人就放聲大哭，直哭得沒有氣力」（撒上

30:3-4）。原來，亞瑪力人趁著大衛出征之時劫

掠了洗革拉，擄走了所有的婦女和大小人口，包

括大衛的妻子亞希暖和亞比該在內，並且還放火

燒了城。正當大衛和眾人哀哭的時候，更壞的事

發生了：大衛那些出生入死的弟兄們開始埋怨他

，準備要打死他：「眾人為自己的兒女苦惱，說

： 要用石頭打死他」（撒上30:6）。

THE BIBLE READING CLASS王文堂牧師

大卫在洗革拉时，经常攻打
亚玛力人（27：8），现在可

能是亚玛力人乘机报复。这
是应得的报应，也是神给的
考验。

此时大卫众叛亲离，自从逃
亡以来，从未如此孤单、失
败过。但也只有在这样的极
度孤单和失败里，他才能单
单向神倾诉：「求祢转向我，
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祢救
我脱离我的祸患」（诗25：
16-17）。



1.洗革拉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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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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30:6）

• 當災難來臨的時候，你的心會感到焦慮。焦慮是

心中的火，燒毀而不建設，於事無補。這時候你

若像大衛在洗革拉一樣倚靠耶和華，心裡就得以

堅固，度過危機獲得最後的勝利。



2.大衛卻倚靠神，心裡堅固

• 當十分危急之時，「大衛卻倚靠耶和華他的神， 心裡堅固

」（撒上30:6）。這個「卻」字是整個 事情的轉捩點，它

代表了一個與眾不同的決定。 在「卻」之前是死路，在「

卻」之後是生路。

• 一般人遇到了危難只會怨天尤人，大衛在最危急的時候「卻

倚靠耶和華他的神」。一旦倚靠耶和華，大衛的心不再焦急

，人不再慌亂。雖然周圍的人要打死他，被擄走的人不知是

否還能救回來，大衛卻鎮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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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衛卻倚靠神，心裡堅固

• 大衛決定，這時候自己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倚靠

耶和華他的神。因為倚靠神，他的內心得以堅固。

他頭腦開始清醒，重新有了盼望，知道了自己下

一步該怎麼做。

• 弟兄姊妹，我們都會遇到危機，有人甚至會遇到

可能失去一切的「洗格拉危機」。那時候你不要

焦急，要在在心理上大轉彎，「卻要」倚靠耶和

華你的神。倚靠神能使你反敗為勝，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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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衛卻倚靠神，心裡堅固

• 大衛心中得到堅固之後，就去求問耶和華，因此而決定了要去

追趕敵軍。大衛帶著六百人前去追趕，其中二百人疲乏了，就

讓他們留在比梭溪旁，自己帶著四百人繼續追下去（撒上30:9-

10）。

• 這樣盲目的追趕也不是辦法，大衛需要一個向 导。就在此時

，他們在田野間遇到了一個快要 餓死的埃及人。這人是亞瑪

力人的奴僕，因為患 病，被主人拋棄在路旁。藉著這人的指

引，大衛找到了亞瑪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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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衛卻倚靠神，心裡堅固

• 大衛趁著亞瑪力人正在吃喝跳舞的時候，展開了攻擊，「

凡亞瑪力人所擄去的，無論大小、兒女、財物，大衛都奪

回來，沒有失落一個」（撒上 30:19）。就這樣，大衛因

為倚靠耶和華，將焦急化為了行動。他沒有因為時間耽擱

太久而放棄， 仍然去追趕敵人。沒有因為三分之一的人疲

乏而放棄，仍然帶著剩餘的人繼續追趕。沒有因為無人

領路而放棄，卻因此而遇到了神給他們所預備的領路人。

沒有因為追到敵人之時自己已經太累了而放棄，仍然發動

攻擊。就這樣，大衛救回了他的妻子，奪回了失去的一切

，並且還獲得了大批的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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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大卫在洗革拉所经
历的功课，把他的生命和
信心带到了更高之处：

他不但叫上阵的和看守器
具的平分掠物（24节），

还主动把掠物与「犹大的
长老」（26节）分享，因

为「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
里夺来的」（26节）。



卻得永生

• 聖經中有另外一個「卻」（中文翻為“ 惟有” ）
，道出一個遠比洗格拉更大的轉機：「因為罪的
工價乃是死；惟有(but)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
督耶穌裡，乃是永生」（羅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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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原本都是罪人，注定是一條死路，不但要失

去一切，還要永遠與神隔絕。卻因為神的恩賜和

主耶穌的救贖，使我們不致滅亡，反因相信耶穌

而得到永生。

神所量给我们的难处，目
的都是为了让我们学到功
课。所以「你们所遇见的
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
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
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
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
忍受得住」（林前十13）。



撒母耳記上第三十一章

神實現祂的預言

你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以色列的王。

你們若仍然作惡，你們和你們的王必一同滅亡

▪以色列全軍覆沒
▪掃羅王家破人亡
▪以色列喪權辱國



7.追敵致勝，大衛失而復得
喪師辱國，掃羅伏刀自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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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擊了洗革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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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追敵致勝，大衛失而復得
喪師辱國，掃羅伏刀自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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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利

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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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罗的众子中只有伊施波设没有被杀，后来被押尼珥拥立
作王（撒下2：8-9）



7.追敵致勝，大衛失而復得
喪師辱國，掃羅伏刀自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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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卫
的时代从此开始。



基列雅比的夜行人

• 撒上 31:1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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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掃羅的事業始於基列雅比（撒上11:1），也終於

基列雅比。士師時 代便雅憫人和基列雅比人的一

段情緣，以夜行人城上取屍的悲壯畫 面，在掃羅

的身上持續燃燒下去。

以色列的失败，并不是因
为没有立王，也不是缺乏
勇士（12节），更不是缺
乏忠心的人（5节），而是
因为从百姓到王都不肯顺
服神。



逃亡者大衛，撒上 21-31章

1. 英雄末路，大衛求聖餅；讒言當道，亞吉逐瘋客。(撒上21章)

2. 亞杜蘭眾虎歸心，挪伯城祭司濺血。(撒上22章)

3. 基伊拉恩將仇報，約拿單林中會友。(撒上23章)

4. 大衛割袍釋舊主，掃羅痛哭陳己過。(撒上24章)

5. 窮大衛迦密受屈辱，亞比該慧眼識英雄。(撒上25-26章)

6. 迦特城大衛投敵，隱多珥掃羅交鬼。(撒上27-28章)

7. 洗革拉大衛失而復得；基利波掃羅伏刀自盡。(撒上29-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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