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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課 大衛 : 一位合神心意的人  撒上16-31  2/25/18 

第一部份 : 掃羅時期的大衛生平 

前言:   

神揀選大衛來取代屢次不順服神的掃羅. 以色列國的第一位君王--- 掃羅, 是一位身高比眾

民高過一頭，有領導才能,外觀俊美,及討人喜樂的人. 然而, 日久見其惡性, 諸如: 不穩定, 驕

傲, 妒嫉, 不負責 , 不遵守耶和華的命令(撒上13:13). 當掃羅 "以自己為小" 的時候, 神立他

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 撒上15:17). 相反地, 當掃羅"厭棄耶和華的命令", 神也 厭棄他為以色

列王( 撒上15:23). 掃羅屢次不遵守神的道, 神還是給他許多回頭的機會 , 特別是給他一個朋

友大衛及一個兒子約拿單. 同時, 慈悲的耶和華繼續讓掃羅保有王位, 直到他死為止( 撒上

31:4).  掃羅卻孤行己意. 很明顯地, 掃羅是不適合再帶領以色列國.  掃羅拒絕神旨意的下場, 

明確地告訴我們, 神要找一位合祂心意的人來服事神自己. ( 撒上13:14 ; 15:23 ; 徒 13:21-

22). 像掃羅這種被神拒絕服事的例子, 常在今日的生活中發生. 神的旨意一定會被履行的.假如

我們拒絕順從神,那麼, 神將選擇其他的人為祂所用, 而我們卻會像掃羅一樣遭遇巨大的損失.掃

羅時代, 大衛因合神心意而為神所揀選, 大衛也經歷不少的試煉.在掃羅時代的大衛生平, 大致

上可分為三段時期 : 

I .   大衛的蒙召    --- 撒上16 

II .  大衛的危機    --- 撒上17:1-18:10 

 III . 大衛的十字架  --- 撒上18:11-31:13 

 

I . 大衛的蒙召  --- 撒上16 

A.  大衛被膏抹 

1. 神對撒母耳的指示 :  

大衛深知在他15歲時, 神就呼召了他.年邁的撒母耳竭力指導, 勉勵 , 斥責, 警戒掃

羅, 以便使他成為合乎神使用的人. 但是, 掃羅依然依己意行事. 撒母耳也多次為掃羅

的所作所為而哀傷, 期望掃羅能回頭, 然而, 一切都歸徒勞. 神指示撒母耳到耶西家, 

去膏抹耶西的一位兒子----大衛---一位以色列將來的君王. (路得 4:13, 17; 撒上

16:1; 太1:5 ).撒上16:1-3 說明三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1)  "我在他眾子之內, 預定一個王的", 換言之, 神因大衛的誠心與愛心而喜樂 . 

(2)  "我怎能去呢?"  撒母耳的懼怕心理在目前的世代常見.  

(3) "我就指示你所當行的事”, 如果我們一步一步地遵行神的指示, 神將引導我們一步

一步走過各種困境. 神安慰撒母耳的話語, 適合任何年歲與困境.  

2. 神拒絕耶西的長子們 

     當撒母耳手持膏油抵耶西家的時候, 神不要撒母耳膏耶西的長子們 , 僅管他們長的高

大俊美, 卻不是神所要揀選的人. 神對領導者的揀選不同於人的眼光. 人看的是外貌, 

天份, 才幹...等等. 神看的是內心(撒上16:7). 

3. 大衛早年與神的親密關係 

大衛早期生活被家庭所忽視, 若非撒母耳要求見大衛, 耶西全家幾乎忘了大衛的存在 

(撒上16:11 ). 大衛的長兄們都認為大衛只適合去牧養父親的羊群而已.(撒上6:28 ).

但是, 神將大衛藏在手蔭之下, 又使大衛成為磨亮的箭, 將他藏在箭袋之中. (賽

49:2).大衛早期的生活是那麼受神的喜悅,  卻被其家人所輕蔑.大衛以神為他的牧者, 

他也深知靠耶和華給他的力量, 凡事都能作(腓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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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揀選大衛 :  

         當撒母耳要求見耶西最年青的兒子 -- 大衛 -- 的時候, 大衛的心早已與神有非常親  

         密的關係(撒上16:7 ) . 大衛全心交予神 , 全心服事神. 撒上16:13 說 : 在那以

後 ,      

         神的靈大大感動大衛 .神在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 ( 弗 1:4 ) , 聖靈

在 

         我們心裏作憑據 (林後 1:21-22) , 神也差他兒子的靈, 進入我們的心 (加4:6 ) 今

日 

 ,我們也接受聖靈進入我們的心, 以此得知我們是神的兒子 (羅8:14-15). 我們都同受   

 這聖靈的印記直到永遠 ( 弗 1:13-14 ) .  

B. 大衛第一次與掃羅的接觸 (撒上16:14-23 )  

自從大衛受膏之後 , 掃羅開始遭遇惡魔不斷的攻擊 , 掃羅的臣僕提議讓大衛來為掃羅彈

琴, 掃羅因大衛的琴聲而舒暢爽快 , 就甚喜愛大衛 , 立他為"拿兵器"的人. 這是大衛與

掃羅第一次會面的機緣  .  

II. 大衛的危機-----撒上 17:1-18:10    

A.神賜給大衛的機會-------與歌利亞之戰(撒上17:1-30 )        

歌利亞對以色列軍隊的罵陣促使大衛有機會出來單挑迎戰. 所有的以色列人, 包括掃羅在

內, 都清楚地明白, 接受歌利亞的挑戰者只有死亡.因為歌利亞身高過9尺, 盔甲重125磅. 

大衛的三位兄長都出征迎戰非利士人. 掃羅領導下的軍隊, 士氣低落,因為他們忽視了神

的存在. 他們期望勝利, 卻又很無助地面對現有的困境, 無人敢出去迎戰歌利亞. 這是不

是你今日遭遇到困難時的景況?   

 

你是感到十分地無力無助呢?  還是以神為你背後的力量去突破困境呢? 大

衛的態度, 是因著熱愛耶和華真神的心, 而不能忍受野蠻的非利士人辱罵屬

於永生神的以色列軍隊 . 大衛也深信, 如果大家都信賴耶和華, 神將帶領

以色列軍隊得勝 . 沒有人信賴耶和華有能力保守他們, 只有大衛奮勇出來, 

因為他知道神與他同在 . 

 
B.大衛戰勝歌利亞(撒上17:31-58 ) 

三個重要因素使大衛戰勝歌利亞 : 

1. 先前神同在的幫助與經驗, 使大衛滿有信心 .  

人的信心是由操練而來的. 如果你在人生中有許多次蒙神帶領的體驗, 你將更有信

心，神能使你突破各種的困難 .  

        2. 大衛拒用掃羅的戰衣 

大衛選擇用神教導他的甩石技巧而不用掃羅的戰衣, 值得注意的是"別人的戰衣"---

引申到模仿別人的方法不一定是好的.  

        3. 大衛全然地相信神 : 

           大衛全心信神, 甚至於在開戰之前, 大衛已全然毫無懷疑與懼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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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 提後 1:7 ), 大衛完全相信在戰役中神將與

他同在. 我們的"歌利亞"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罪的引誘 . 如果你全心依靠

神, 那麼你外界的壓力將被挪去 . 你或許會認為主日學的課是枯燥無味, 

不可能使你產生興趣,但是,如果你相信神會給你勝利的話, 你將會克服各

種困難而對聖經產生興趣. 這種信心只有在你全心順服神, 相信神, 仰望

神的時候才產生的.  外界任何的因素將無法搖動你對神的信賴與依靠的 . 

 
C. 大衛在危機之後被高舉  . 

大衛由不知名的牧羊人, 轉身而變成全國知名的英雄. 並為掃羅兒子約拿單所敬愛, 把 

戰衣, 刀子 , 腰帶都給了大衛. (撒上18:1-4 ), 大衛被立為戰士長(撒上18:5 ), 全城

婦女們為他歡唱讚美 (撒上18:6-8 ),大衛也娶了王的女兒(撒上18:27), 僅管如此,大衛

的心不為這些名氣與成功而浮動. 兩種形態重複出現在撒上18章的記載 : 

1. 大衛"行事精明" (撒上18:5, 14-15,30 ) 

這使我們想起保羅訓誡基督徒們要"愛惜光陰, 並用智慧與外人交往" (西4:5) 我

們要謹慎行事, 不要作糊塗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弗5:17), 神付予的智慧 使

我們能在任何的困境之中, 有分辨善惡與處理事情的技巧. 大衛在掃羅的宮廷內作

事精明, 就是很明顯地有聖靈的帶領. 你是否祈求神賜予你這種智慧 ? 如果你有

這種智慧, 在你的日常生活行事之中, 人們自然可以清楚看出. 

2. 神與大衛同在, (撒上18:12, 14,28 ) 

         大衛四周的人都知道 "神與他同在" . 大衛的名被人尊重. 

 

III. 大衛的“十字架”  :撒上18:11-31:13 

大衛受眾人高舉的日子不長. 不久之後他就受掃羅的追趕與逼迫, 而且長達14年之久. 然

而, 這經歷也使大衛成為最合神心意的人. 我們常常抱怨: 為何這種苦難會發生在我身上? 

事實上就連神的兒子耶穌基督都因所受的苦難, 學了順從 ( 來5:8 ) . 大部份人所說的苦

難不應該稱為 "我的十字架".聖經上所說的"十字架"不能用在一般人(包括基督徒在內) 所

稱的個人苦難. 聖經上的"十字架" 只能說是為主為神效力所受的苦難. 就像大衛所遭遇到

的.  

 

    大衛在逃難和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這段期時間,  有幾點值得注意: 

A. 綿延不斷, 長久的苦難. 

大衛在長達14年之期間, 受到掃羅的逼迫與追殺, 掃羅曾三次向大衛擲矛(撒上18:11, 

9:10 ) 他想讓大衛死在戰場上(撒上19:11-24) . 掃羅逼迫大衛使他遠離所愛的家鄉

(撒上21:10, 22:3-5).  掃羅也因大衛的緣故而殺了 85位祭司(撒上22:9-19), 他使全

國的人追討大衛, 掃羅甚至於每天親自率兵找尋大衛(撒上23:15, 25; 26:1-25). 掃羅

把大衛的妻子米甲給了他人(撒上25:44). 最後, 掃羅逼使大衛與非利士人生活在一起, 

使大衛像一個被自己國家所放逐, 所唾棄的人一樣(撒上27; 29; 30), 神卻准許這些苦

難.加在"合他心意" 人的身上. 

 

B. 大衛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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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約拿單的友誼 

當神讓你遭受苦難之時, 同時也 提供給你一條出路, 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 

在大衛的苦難期, 神提供了掃羅的兒子約拿單給了他非同一般人的友誼. 當約拿單第一

次與大衛見面時, 就深相契合, 約拿單愛大衛, 如同愛自己的性命(撒上18:1). 約拿單

屢次向大衛表示願意為他犧牲生命的大愛(撒上19:4-7; 20:30-34 ). 約拿單給大衛的

友誼是一種如同 神的愛裏, 約拿單使大衛依靠 神得以堅固（撒上23:16）  

2. 與撒母耳的友誼 

撒母耳也是神賜給大衛的禮物之一. 當掃羅追殺大衛之時, 撒母耳的家是開著給大衛避

難的, 撒母耳平時的訓誡對大衛的一生都有影響.  

3. 與跟隨者的友誼 

大衛的一些跟隨者, 起初都是受窘迫的, 欠債的, 心裏苦惱的人(撒上22:1-2) 但是這

些人由大衛的身上看到神的作為. 神使這些愛大衛的人都變成了勇士 .  

C. 大衛在領導上的忠誠之心 

大衛是一位体恤屬下的君王(撒下10:4-5), 他也是一位仁慈又正義的王(撒上30:22-

24), 所以大衛深受部屬們的愛戴 .  

D. 大衛與神的交通敘述在詩篇裏 .  

1. 大衛對神的愛(詩篇16；18:1~3,16~19,28~29,32~40；23；42:1~2；45:1~2；63) 

2. 大衛喜悅神交予的工作(詩篇8；19；24；104) 

3. 大衛對罪的懺悔與請求饒恕的祈求(詩篇32；51) 

4. 大衛在困難時期的禱告(詩篇3；5；36；etc) 

5. 大衛在危難中的平靜(詩篇3:4~6；4:7~8；28:7；34:4；40:17；55) 

 

E. 神保護大衛 

若不是神的護佑, 大衛一定難逃掃羅大軍持續的追殺。 

 

總結 

大衛雖受長久的苦難,但也深感神賜予他的平安,喜樂. 在大衛受試煉時, 他學到了這個真理 

"誰能使我們與主耶穌的愛隔 絕呢? 難道是患難麼 ? 是逼迫麼 ? 是饑餓麼 ? 是赤身露体麼 ? 

是危險麼 ? 是刀劍麼 ? 如經上所記”-(羅8:35-39) 

 

你是否也 由實際的經驗中体會到這奧秘呢?  

如果不是, 讓大衛的詩成為你禱告的手冊, 讓大衛的神也成為你的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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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討論日期：3/4/18 

第一天：讀上週發的講義及其中所提到的經節。 

1.  請分享你讀了講義以後的心得，那些信息給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  讀撒母耳記下1:1-5:5及歷代志上12:23-40  

2. a. 請從這幾章經文中，描述大衛屬神的個性﹖  

 

 

 

      b. 那些個性給你留下最深的印象﹖ 

 

 

3. 從這幾章中，你認為約押是大衛的好朋友或是壞朋友﹖  

 

 

4. a. 大衛只作猶大一國的王多久﹖ 

 

  b. 大衛長久等待神的應許實現必定非常困難，大衛如何表現他的信心，願意等候 神的安排

成   

     為全以色列的王 ？ 

 

 

5. 那些有關大衛受膏時的情行，記載在歷代志上卻沒有記載在撒母耳記下？ 

 

 

第三天  讀撒母耳記下6及歷代志上13:1-14﹔15:1-29﹔16:1-43  

6. a. 從歷代志上的經節，解釋為什麼把約櫃放在車上是錯的 ﹖  

 

      b. 摩西在那裡頒佈搬運約櫃的方法   

 

      c.  如何顯示事奉主單靠熱心是不足的？我們還須要甚麼呢？ 

 

7.  從出埃及記25:10~25中，請舉出至少三點對約櫃的描述。 

 

 

8. 歷代志上16章大衛的讚美詩中，那一段經文對你最有意義﹖  

 

 

9.  在這段經文中，怎麼能看出來 神要我們以喜樂，以歌唱來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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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讀撒母耳記下第七章及歷代志上28章及歷代志下6:8-10   

10. a. 神是否接納大衛為祂建聖殿的要求 ﹖  

 

   b. 為什麼神拒絕他﹖ 

 

   c. 神允許大衛為建殿作什麼預備的工作﹖ 

 

11. 從撒母耳記下第七章中，試這去体會大衛對神的應許是極度的感激 

    a. 以經文來解釋為什麼大衛會如此的感激﹖ 

 

 

     b. 你是否對那些事也有同樣的感覺﹖  

 

 

12. 撒母耳記下7:13,16所記載的遠遠超過大衛及所羅門，那麼最終的目標是指誰呢？﹝請比較

詩篇45:6;72:5~8;89:37;以賽亞書9:7;但以理書2:44.這幾段經文把遠的近的預言都交織在一

起﹞ 

 

 

 第五天  讀撒母耳記下5:6-25﹔8﹔9﹔10及歷代志上14  

13. a. 舉出大衛所有的敵人及他們的地理位置  

 

      b. 那一個敵人離耶路撒冷最近﹖  

 

      c. 那一場戰爭歷時最久也最困難﹖ 

 

14. a. 在撒母耳記下第5章中，那一段經文顯示如果沒有神的指示，大衛拒絕開始任何計劃   

 

   b. 神如何回答大衛﹖  

 

   c. 在上週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同樣的經歷﹖請分享  

 

   d. 如何與箴言3:5-6相關連﹖ 

 

 

15. a. 誰是米非波設？ 

 

b.  為甚麼他會瘸了腿？ 

 

    c. 在撒母耳記下第九章中，那一個信息給你最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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