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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 
第十一課  

大衛再次不傷害掃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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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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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 24~25 章  復習   

 二十四章: 大衛敬畏神不殺掃羅王。 
            大衛的自白。掃羅的認 
            罪和大衛的起誓。 

 二十五章: 撒母耳卒。大衛求助於 
            拿八。拿八的辱駡和大 
            衛的反應。亞比該智慧 
            誠懇的話。亞比該成為 
            大衛的配偶。 



第十一課  課程大綱   

 大衛的長進(撒上第二十六章) 

 大衛逃奔非利士地(撒上第二十七章) 

中心信息 

信心是神賜的，信心也是要經過試驗 

才能達到堅固的，歷代以來，信心的 

偉人都同此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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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掃羅再來尋索大衛（1~5） 

 西弗人到基比亞告知掃羅，大衛哈基拉
西弗曠野藏著。掃羅挑選三千精兵，尋索
大衛和跟隨他的人。 

 大衛探知掃羅安營地的詳情。 

大衛的長進 (撒上第二十六章) 

在24章裡，掃羅不是痛苦認罪悔改了嗎？我 
們這個可惡的己，一天不讓十字架來把己治 
死，己是會天天死灰復燃的。 



2.大衛再一次寬待掃羅（6~12） 

 大衛帶著外甥亞比篩一同下到掃羅的營
裡，他看見掃羅睡在營中，全營士兵都睡
著了。亞比篩提議將掃羅刺透在地。大衛
攔阻說：不可害死他，有誰伸手害耶和華
的受膏者而無罪呢？我指著神起誓，除了
神的安排讓他被擊打，或死期到了，或出
戰陣亡之外，我斷不用自己的力量來害死
他。大衛實在是敬畏神。 

大衛的長進 (撒上第二十六章) 



2.大衛再一次寬待掃羅（6~12） 

 大衛帶走了掃羅身邊的槍和水瓶，表示
他到過他身邊而不害他，同時也給我們看
見神實在是管理一切的神，全營沒有一個
人看見，知道，醒起。很寶貝的一句話：
因為耶和華使他們沉沉的睡了。神實在是
天地的主，是管理一切的神，無碰巧偶然。 

大衛蒙神喜悅，因他敬畏神。【詩147：10- 
11】「祂不喜悅馬的力大，不喜愛人的腿快。 
耶和華喜愛敬畏祂和盼望祂慈愛的人。」 



3.大衛又一次諫勸掃羅（13~25） 

 大衛離開掃羅的營地甚遠，呼喚押尼珥 
說：你們都是該死的，因為沒有保護你們
的主，就是耶和華的受膏者。現在你看看
王頭旁的槍和水瓶在哪裡？ 

 我手裡有什麼惡事？我主竟追趕僕人呢？ 
求王不要使我的血流在離耶和華遠的地方。
以色列王出來是尋找一個虼蚤，如同人在
山上獵取一個鷓鴣一般。 

大衛的長進 (撒上第二十六章) 



3.大衛又一次諫勸掃羅（13~25） 

 掃羅知道神已將自己交在大衛手裡，但
大衛並沒有害他。掃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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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說：今日耶和華將王交在我手裡，
我卻不肯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耶和華
必照各人的公義誠實報應他。我今日重看
你的性命，願耶和華也重看我的性命，並
且拯救我脫離一切患難。 



3.大衛又一次諫勸掃羅（13~25） 

 我兒大衛，願你得福！你必作大事，也
必得勝。於是大衛起行，掃羅回他的本處
去了。 

 這是掃羅一生中與大衛最後一次見面。
大衛為何繼續逃避掃羅王？ 

掃羅這一次向大衛認罪，不如上一次，連
一滴眼淚也沒有。人一次又一次不肯悔改，
心必定一次比一次更剛硬。正如良心被熱
鐡烙慣了一樣（提前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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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雖然答允不再追殺大衛，但他反覆無
常的性格，使他常常食言。大衛既有前車
之鑒，不再信任掃羅，決定假意投奔非利
士人尋求政治庇護。 

非利士人向來是以色列的敵人，大衛這次
尋求敵人的庇護，實在走投無路才出此下
策。因著神的保守，大衛雖住在非利士人
當中卻沒有沾染異教的風俗習慣，他們為
自己的國家以色列攻打鄰近的敵人也沒有
引起非利士迦特王的懷疑。 

大衛逃奔非利士地(撒上二十七章) 



 大衛心裡說，必有一日我死在掃羅手裡。 
大衛和他的兩個妻，就是耶斯列人亞希暖
和作過拿八妻的迦密人亞比該，並跟隨他
的人，連各人的眷屬，都住在迦特王的兒
子亞吉那裡。掃羅也不再來尋索他。 

 亞吉將洗革拉賜給他，因此洗革拉屬猶
大王，直到今日。 

 大衛在非利士地住了一年零四個月。 

不信的意念是從何而來呢？要警醒禱告，要 
察騐每一意念是從神來的呢？還是從魔鬼來 
的呢？這樣才不至於中了撒但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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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和跟隨他的人，侵奪 … 和亞瑪力
人之地。這幾族人歷來住在書珥直到埃及。 

 大衛擊殺那地的人，無論男女都沒有留
下一個；又奪獲牛、羊、駱駝、驢並衣服，
回來見亞吉。大衛說：侵奪了猶大的南方。 

 亞吉信了大衛，說：大衛使他本族以色
列人憎惡他，所以他必永遠作我的僕人了。 

大衛的表裡不一，是另一個嚴重的錯誤，對 
一個被神膏立的人來說是不足取的。在與罪 
惡的鬥爭中，勝利的代價是不斷警醒禱告和 
持續地完全順從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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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課程大綱   

 大衛的長進 (撒上第二十六章) 

 大衛信心的軟弱 (撒上第二十七章) 

中心信息 

信心是神賜的，信心也是要經過試驗 

才能達到堅固的，歷代以來，信心的 

偉人都同此經歷。 



1.【詩一百四十五 14，17-20】「凡跌倒的，
耶和華將他們扶持；凡被壓下的，將他們
扶起。…… 耶和華在祂一切所行的，無
不公義；在祂一切所作的都有慈愛。凡求
告耶和華的，就是誠心求告祂的，耶和華
便與他們相近。敬畏祂的，祂必成就他們
的心願，也必聽他們的呼求，拯救他們。
耶和華保護一切愛祂的人，卻要滅絕一切
的惡人。」  

結論及應用 



2.【詩一百四十七 10-11】「祂不喜悅馬的
力大，不喜愛人的腿快。耶和華喜愛敬畏
祂和盼望祂慈愛的人。」 

3.【詩二十五12】「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
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4.【啟五 5】「… 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
衛的根，祂(耶穌基督)已得勝 …」 

『獅子』代表王權。主耶穌出自猶大支派， 
是大衛王朝的根源，祂已得勝並作王掌權。 

結論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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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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