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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 
第十課  

大衛不傷害神的受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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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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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上26:6-12  大衛又在西弗的曠
野，夜間偷進掃羅的帳中，只取去他
的槍和水瓶，也沒有殺他。 
 *撒上25: 撒母耳去世 (1015BC 前
後，八十五歲左右 )。 
10. 撒上 27:3-6  大衛去投靠迦特
王亞吉，亞吉將洗革拉賜給他。 
11. 撒上 27:7   大衛去洗革拉，在
那裡他住了一年四個月。 



撒母耳記上 21~23 章  復習   

 二十一章: 大衛到大祭司那裡求助，到 
            國外避難。 
 二十二章: 大衛到了亞杜蘭洞，為父母 
            和家人的安排。掃羅殺害眾 
            祭司。亞比亞他逃歸大衛。 
 二十三章: 捨己救人。大衛的禱告。約
拿單尋找大衛。四面受敵仍不被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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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伊拉 

哈列樹林 
西弗曠野 

非
利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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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打敗非利士人， 
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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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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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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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拿單到大衛逃難的地點安慰他、強調王位要 
給他，令人無話可說，但卻沒跟隨大衛。 



大衛的長進(撒上第二十三章) 

4.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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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逃避 
掃羅追殺 

基比亞 

西弗曠野 

亞巴拉 

瑪雲曠野 

非
利
士 



第十課  課程大綱   

 大衛愛仇敵 (撒上第二十四章) 

 大衛接受勸告 (撒上第二十五章) 

中心信息 

大衛在逃避掃羅王的漂泊生涯中，雖有 
機會殺死掃羅，但持定原則：不可傷害 
神的受膏者，也不容屬下傷害掃羅王。 



大衛逃避 
掃羅追殺 

隱基底 

非
利
士 

基比亞 



1.大衛不殺掃羅王（1~7） 

 掃羅挑選三千精兵，尋索大衛和跟隨他
的人。掃羅大解，大衛和跟隨他的人正藏
在洞裡的深處。大衛心中自責，因割下掃
羅的衣襟。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也不讓
手下伸手害掃羅，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 

大衛愛仇敵 (第二十四章) 

大衛充分流露了基督愛仇敵的心。真像主 
耶穌在客西馬尼的表現：責備彼得，治好 
大祭司的僕人的耳朵（路二十二 51）。 



2.大衛的謙卑（8~15） 

 大衛呼叫掃羅說：我主，我王。大衛還
屈身臉伏與地下拜。形容不過是一條死狗，
一個跳蚤。你為何聽信人的讒言，說大衛
想要害你呢？耶和華將你交在我手中。但
我卻愛你,不敢害你，因你是耶和華的受膏
者。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是非，在你
身上為我伸冤，我卻不親手加害於你。 

大衛愛仇敵 (第二十四章) 

羅12:19「…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 



3.掃羅的認罪（16~22） 

 掃羅說：我兒大衛，這是你的聲音嗎？
就放聲大哭。對大衛說：你比我公義，因
為你以善待我，我卻以惡待你。 

 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國必堅
立在你手裡。不剪除我的後裔，在我父家
不滅沒我的名。大衛向掃羅起誓。 

大衛愛仇敵 (第二十四章) 

掃羅並非真正的悔改，是天然的良心一時的 
受激動，並非聖靈運行光照的結果。 



大衛接受勸告 (撒上第二十五章) 

1.撒母耳卒（1節） 

 撒母耳死了，以色列眾人聚集，為他哀
哭，將他葬在拉瑪，他自己的墳墓裡(墳
墓原文作房屋)。大衛起身下到巴蘭(應該
是瑪雲)的曠野。(聖經沒記載掃羅王的哀
悼)。 

撒母耳是摩西和約書亞之後，大衛和所羅門 
之前，神所用最偉大的一個器皿。他是結束 
士師時代，帶進君王時代的一個人。 



大衛逃避 
掃羅追殺 

隱基底 

非
利
士 

基比亞 

瑪雲曠野 

迦密 



大衛接受勸告 (撒上第二十五章) 

2.大衛求助於拿八（2~9） 

 大衛和他的跟隨者在曠野，因需要求助
富戶，拿八，以得到供應。 

 拿八是迦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亞比該，
是聰明俊美的婦人。拿八為人剛愎兇惡。 

 你的牧人在迦密的時候和我們在一處，
我們沒有欺負他們，他們也未曾失落什麼。 

 求你隨手取點賜與僕人和你兒子大衛。 



大衛接受勸告 (撒上第二十五章) 

3.拿八的辱駡和大衛的反應（10~22） 

 拿八說：大衛是誰？耶西的兒子是誰？ 
近來悖逆主人奔逃的僕人甚多。 

 大衛聽了，怒氣爆發，帶著四百人前往，
要把拿八和一切屬於拿八的殺盡不肯甘休。 

 我們牧羊的時候，他們晝夜作我們的保
障。亞比該知道事態嚴重，立刻預備許多
禮物，希望藉著認罪及獻上禮物，挽回大
衛的義怒。(大衛以恩人自居。) 



大衛接受勸告 (撒上第二十五章) 

4.神的攔阻/亞比該智慧誠懇的話（23~31） 

 亞比該說：主啊，願這罪歸我，求你饒
恕婢女的罪過。她說出拿八的愚頑,是名
符其實的人。因我主(大衛)為耶和華爭戰，
並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麼過來。 

 她提醒大衛說：現在若不親手報仇，到
了耶和華立你作以色列王的時候，我主必
不至于心裡不安，覺得良心有虧。當耶和
華賜福與我主的時候，求你紀念婢女。 



大衛接受勸告 (撒上第二十五章) 

5.大衛釋怒（32~35） 

 大衛的怒氣消了，同時他的靈又恢復正
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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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受了亞比該送來的禮物，就對她說：
我聽了你的話，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
平安安地回家吧！ 



大衛接受勸告 (撒上第二十五章) 

6.拿八被擊打（36~38） 

 拿八在家裡設擺筵席，如同王的筵席,
快樂大醉。到了早晨，拿八醒了酒，他的
妻將這些事都告訴他，他就魂不附體，身
僵如石頭一般。過了十天，耶和華擊打拿
八，他就死了。 

愚頑人說:「沒有神」,縱情享樂。但願我們 
不為自己作什麼，好叫神的作為彰顯出來。 



大衛接受勸告 (撒上第二十五章) 

7.亞比該成為大衛的配偶（39~44） 

 大衛聽說拿八死了，就說：應當稱頌耶
和華，因祂伸了拿八羞辱我的冤，又阻止
僕人行惡。大衛打發人去與亞比該說，要
娶她為妻。亞比該就起來，俯伏在地，說：
我情願作婢女，洗我主僕人的腳。並帶著
五個使女，跟大衛的使者去，作大衛的妻。 

等候神作工的人，常有奇妙的事件發生，叫他 
可以稱頌耶和華。但願我們耐性等候祂。 



第十課  課程大綱   

 大衛愛仇敵 (撒上第二十四章) 

 大衛接受勸告 (撒上第二十五章) 

中心信息 

大衛在逃避掃羅王的漂泊生涯中，雖有 
機會殺死掃羅，但持定原則：不可傷害 
神的受膏者，也不容屬下傷害掃羅王。 



1.【詩十九 13 】『求你攔阻僕人，不
犯任意妄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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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