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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 
第九課  

大衛逃避掃羅 



有一位弟兄竭力追求得勝。他得著光照，跪
下來，禱告說：我是全世界最愚蠢的人。我
所追求的那個得勝的生命，原來事實上我老
早就已經有了。耶穌說：我們是枝子；不是
說：我們會變成枝子。 

主啊！謝謝祢成為我一生的倚靠。願我不管
在任何的情況下，都專心倚靠祢！祢對我們
的保護是「從今時直到永遠」的。這世上一
切的倚靠，都會過去，都會改變。 

【約十五 5】「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撒母耳記上 18~20 章  復習   

 十八章: 大衛與約拿單成莫逆之交。 
          掃羅王對大衛又忌又怕又恨。 

 十九章: 約拿單的勸和。神藉米甲救 
          大衛。聖靈的能力和管制。 

 二十章: 大衛與約拿單磋商。約拿單 
          的抉擇。 

【詩二十三 4】「我雖然行過死陰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 

祢的竿，都安慰我」。 



第九課  課程大綱   

 大衛到處尋找避難所(撒上第二十一章) 

 大衛被逼到神面前(撒上第二十二章) 

  大衛的長進 (撒上第二十三章) 

中心信息 

大衛所走的道路，是越走越孤單，越走 

越危險，甚至有時到了絕境。但是感謝 

主，祂總是給大衛開一條出路的。 



大衛逃避 
掃羅追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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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利
士 



會幕解剖圖 



1.大衛到大祭司那裡求助（1~9） 

 挪伯大祭司亞希米勒，將來自神的出乎
意外的恩典賜給他：陳設餅(充饑),殺死
歌利亞的沒有可比的刀，為大衛求問神。 

 掃羅王吩咐我一件事說：我差遣你委託
你的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大衛表裡不
一的行為。聖經要求嚴格的真實。 

 當日有掃羅的一個臣子留在耶和華面前，
他名叫多益，是以東人，作掃羅的司牧長。 

大衛到處尋找避難所(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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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衛到國外避難（10~15） 

 大衛似乎心裡已經恐慌，心裡想倒不如
逃到國外去吧。逃到迦特王亞吉那裡。以
為從此就可以安居。 

 將成為以色列未來的君王的那人。大衛
心裡甚是懼怕迦特王，假裝瘋癲而脫險。 

真實有信心依靠神的，是不會用任何方法來 
幫助神行神跡的。神既揀選了，神也必保守。 

大衛到處尋找避難所(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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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被逼到神面前(第二十二章) 

1.大衛到了亞杜蘭洞(人的正義)（1~2） 

 大衛到了亞杜蘭洞，消息傳到他家中，
他的全家都下到他那裡求庇護，真是一個
人得到恩典，全家也都蒙恩受惠了。 

 凡受窘迫的，欠債的，心裡苦惱的都聚
集到大衛那裡，他作他們(400人)的頭目。 

主耶穌無論到那裏，就有許多疾病，痛苦，可 
憐的罪人來親近祂。凡勞苦挑重擔的人，可以 
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1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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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被逼到神面前(第二十二章) 

2.大衛為父母和家人的安排（3~4節） 

 大衛的父母年老體弱，怎能隨著到處奔
跑？大衛求摩押王，讓父母居住在他們的
國境，等知道神要為他怎樣行。這真像主
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母親安排，交託約翰。
走十字架的道路，也要盡為人兒女的責任。 

 先知迦得前來幫助他，並叫他離開去猶
大地。大衛有先知在旁，隨時指示當走的
路，這是何等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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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被逼到神面前(第二十二章) 

3.掃羅殺害眾祭司（6~19） 

 掃羅招集會議，責備群臣不將大衛的行
蹤居處或其他情報給他。以東人多益趁機
立功，將大衛到大祭司亞希米勒那事說了。 

 多益不怕神，舉刀『殺了穿細麻布以弗
得的八十五人，又將祭司城挪伯滅盡。 

屬肉體的人總是迫害屬靈的人。掃羅的剛硬， 
多益的殘忍，不敬畏神，人道天良喪失淨盡。 
悖逆神如天使長變為撒旦，就變為神的仇敵。 



聖經並沒有
透露，烏陵
與土明，如
和回答求問
的方式。 

大祭司 
的聖衣 
和以弗得 
(出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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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被逼到神面前(第二十二章) 

4.亞比亞他逃歸大衛（20~23節） 

 亞比亞他得以逃脫到大衛面前，出乎神
的安排。大衛需要他作祭司，在神面前代
求。另一方面亞比亞他也需要大衛的保護。 

 大衛安慰亞比亞他說：你父的全家喪命
都是因我的緣故，不要懼怕，尋索你命的，
就是尋索我的命。你在我這裡可得保全。 

主是我們的避難所，堅心依靠主的，主必保守 
我十分平安，因為我依靠主（賽二十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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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的長進(撒上第二十三章) 

1.捨己救人（1~9） 

 非利士人攻擊基伊拉人，搶奪禾場。跟
隨大衛的人說：在猶大地尚且懼怕，何況
往基伊拉人去攻打非利士人的軍旅呢？大
衛再一次求問耶和華，打敗非利士人。亞
比亞他逃到基伊拉。手裡拿著以弗得。 

 掃羅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圍困大衛。 

大衛在曠野中跟隨主，不顧自己的危險和痛 
苦，只願神的旨意成就。 



大衛的長進(撒上第二十三章) 

2.大衛的禱告（10~14） 

 以色列的神啊……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指示僕人。『耶和華說，掃羅必下來，
大衛又說，基伊拉人將我和跟隨我的人交
在掃羅手裡不交，耶和華說，必交出來』。 

 大衛住在(猶大)曠野的山寨裡，常在西
弗曠野的山地。掃羅天天尋索大衛，神卻
不將大衛交他手裡。 

我們在神手中，誰能將我們奪去(約翰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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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的長進(撒上第二十三章) 

3.約拿單尋找大衛（15~18） 

 約拿單往那樹林裡去見大衛，使他倚靠 
神得以堅固。 對他說：不要懼怕，我父掃
羅的手必不加害於你。你必作以色列的王，
我也作你的宰相。這事我父掃羅知道了。 

 二人在耶和華面前立約。大衛仍住在樹
林裡，約拿單回家去了。 

約拿單到朋友逃難的地點來安慰他、強調自己 
的王位要給他，令人無話可說，卻沒跟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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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的長進(撒上第二十三章) 

4.四面受敵仍不被困住（19~29） 

 因著西弗人的報告，掃羅動員了全軍，
在瑪雲的曠野追趕上大衛，並且追到只有
一山之隔的距離，真是危險萬分了。但非
利士人忽然犯境，情勢非常危急，於是掃
羅不得不班師回去對抗非利士人。大衛從
瑪雲曠野亞巴拉去，住在隱基底的山寨裡。 

神及時為大衛開了一條出路。保羅也是常經歷 
的。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林後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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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課程大綱   

 大衛到處尋找避難所(撒上第二十一章) 

 大衛被逼到神面前(撒上第二十二章) 

  大衛的長進 (撒上第二十三章) 

中心信息 

大衛所走的道路，是越走越孤單，越走 

越危險，甚至有時到了絕境。但是感謝 

主，祂總是給我們開一條出路的。 



1.【詩二十三 4】「我雖然行過死陰的
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2.真實有信心依靠神的，是不會用任何
方法來幫助神行神跡的。神既揀選了，
神也必保守。 

3.主啊！謝謝祢成為我一生的倚靠。願
我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專心倚靠祢！ 

結論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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