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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聯合王國 

  ──從掃羅到大衛 

 

四、掃羅統治前期—戰績和家眷 (撒上 14:47-52) 

下面記載掃羅的戰績。他的確是奮勇攻擊亞瑪力人，救了以色列人脫離搶奪他們之人的手。然後下

面掃羅的兒子約拿單、亦施韋、麥基舒亞和他兩個女兒，米拉、米甲、掃羅的妻叫亞希暖，還有他

的元帥叫押尼珥，押尼珥呢是他叔叔的兒子。下面五十二節，就是給掃羅的一個小結，掃羅平生常

與非利士人大大爭戰，掃羅遇見有能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來跟隨他。 

 

五、掃羅統治後期—再度被棄 (撒上 15) 

1．亞瑪力人之戰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在亞捫人的這戰役上，他是鞏固了他的王位，但是兩年以後，他在非利士人的

這個戰爭，他竟然勉強獻祭得罪了神。經過了二十二年，到了十五章，神又給掃羅一個命令，又給

他一個考驗。老實說，掃羅即位兩年的那個非利士人之戰，神已經給他一個警告，他說，你如果不

遵行耶和華的命令，就要尋找一個合他心意的人。 

 

但是，二十二年以後(參前課 “撒母耳與掃羅年代表”)，1028BC，神命令他去擊殺亞瑪力人，十五

章一節，撒母耳對掃羅說：“耶和華差遣我膏你為王，治理他的百姓，所以你要聽從耶和華的話。

耶和華說，你們出埃及的時候，在路上亞瑪力人怎麼待你們，怎麼樣抵擋你們，我都沒有忘記。現

在你要去擊殺亞瑪力人，滅盡一切所有，不可憐惜他們，將男女、孩童、並吃奶的、牛羊駱駝和驢，

盡行殺盡。”這是一個很清楚的耳提面命，因為亞瑪力人，神曾說要將他的名號除去。 

 

2．掃羅違背神的命令 

掃羅於是就數點了步兵二十萬，還有猶大人一萬，就跟亞瑪力人來到他的京城，作戰，第七節，掃

羅殺了亞瑪力人，從哈腓拉直到埃及前的書珥。生擒了亞瑪力王亞甲，用刀殺盡亞瑪力眾民。掃羅

和百姓卻憐惜亞甲，愛惜上好的牛、羊、牛犢，羊羔和一切美物，不肯滅絕；凡下賤瘦弱，盡都殺

了。這地方一個轉折，神的話臨到撒母耳說：“我立掃羅為王，我後悔了，因為他轉去不跟從我，

不遵行我的命令。”撒母耳就甚憂愁，終夜禱告，求告耶和華。撒母耳清早起來迎接掃羅。 

 

在這裏，神後悔立掃羅，這是一個極大的傷痛，用的是人間的一個言詞( “擬人化”的用法)，說到神

的後悔，事實上神已經說得很清楚，立他為王，必須遵行誡命，才是他作王持久的一個條件。他違

背這個條件，神心傷痛。清晨起來，撒母耳到了掃羅那裏，有人告訴撒母耳說，掃羅到了迦密，在

那裏立了記念碑，然後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掃羅那裏，掃羅就出來迎接，說：“願耶和華賜福與

你，耶和華的命令我已經遵守。”他先下手為強，先發制人，他說，我已經遵行了耶和華的命令。

撒母耳說：“我怎麼耳中聽見有羊叫、牛鳴從哪里來的呢？”掃羅說：“這是百姓從亞瑪力人那裏帶來

的，因為他們愛惜上好的牛羊，要獻給耶和華你的神；但是其他的都滅絕了。” 

 

撒母耳在這裏沒有等他說完話就說：“住口吧！等我將耶和華昨夜向我所說的話告訴你。”掃羅說：

“你請說。”十七節，神說得何等地傷痛，他說：“從前你以自己為小，豈不被立為元首嗎？如今立你

為以色列的王，我豈沒有吩咐你擊殺那些犯罪的亞瑪力人，將他們滅絕嗎？你為什麼沒有聽從神的

命令，急忙地擄掠，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呢？” 

 

3．掃羅的心態 

下面第二回合，掃羅跟撒母耳之間的對話，你就看到他的心態，他就是一個辯駁的心態，他說：“我

實在聽從了耶和華的命令，行了耶和華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亞瑪力王亞甲來，滅絕了亞瑪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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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百姓…”，你看他這裏諉過到百姓，“卻在所當滅的物中，取了最好的，要獻給你神耶和華”，他

這裏諉過撒謊，說這個要獻給耶和華你的神。實際上，他真的是基于防衛的心理，在為自己辯護。 

 

撒母耳說了兩句話，我們歷世歷代的基督徒都要記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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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邪術的罪相等；

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這裏聽命

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掃羅竟然違背著他真正的本意說他把這些留下來獻給耶和華。神

說，你聽我的話勝於你獻的這些禮物。我想我們的神是天地萬物的主，千山萬羊都屬於他，他不缺

我們這一點，神要的是我們的誠心實意，順從他，愛他，降服於他。 

 

4．掃羅的致命傷 

到了這裏，掃羅才說：“我有罪了，我是因為怕百姓，聽從他們的話，我違背了耶和華的命令和你

的言語。但是現在求你赦免我，讓我的罪得赦，你跟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華。”他的話說得很好

聽，你為我求赦免，你跟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華。如果他是一個真正悔改悔罪的心，當撒母耳拒

絕的話，他不會是下面的反應。撒母耳對掃羅說：“我不同你回去，因為你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

和華也厭棄你作以色列的王。” 撒母耳轉身要走，掃羅就扯住他的外袍衣襟，衣襟就扯斷了。撒母

耳對他說：“如此，今日耶和華使以色列國與你斷絕，將這國賜給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

必不說謊，也不後悔，因為他迥非世人，決非後悔。”你看這裏掃羅為什麼會要扯斷他的衣襟， 

 

下面的話就露出他心中真正的用意，掃羅這裏又第二次說：“我有罪了，雖然如此，…”一個誠心實

意認罪的人，不會說 “雖然如此”。他會說 “即或不然”，像但以理一樣說 “即或不然”，神不是照

我們所求的， “即或不然”，我們還是堅定地依靠神。這裏他卻說：“雖然我有罪了，可是我還是求

你在我百姓和長老以色列人面前抬舉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華你的神。” 不是我的神，他這

裏的重點在抬舉我，在眾民面前抬舉我，然後我敬拜你的神。你知道這個是他內心最深的動機。不

是真心實意的悔改，不過三十一節，撒母耳轉身還是跟了掃羅回去，掃羅就敬拜耶和華。 

 

這是 “面子問題”。一個真心實意服事主的人,面子可以放下來，掃羅因為權力腐化，面子高抬到這

個地步，所以這裏，撒母耳該做的仍然要做。亞瑪力王來到撒母耳面前，還以為他會得歡喜，死亡

的苦難必定過去，沒想到，撒母耳說：“你用刀使婦人喪子，這樣，你母親在婦人中也必喪子。”撒

母耳親手動刀，把這個亞瑪力王在吉甲神的面前殺死。然後撒母耳回到拉瑪，掃羅回到他的基比亞

王宮去了。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沒有見到掃羅。撒母耳為掃羅悲傷，因為耶和華後悔立他為王。

掃羅再見到撒母耳，就是在他死之前的前一天，他行邪術的時候。所以可以這麼說，撒母耳活著的

時候，從這一次再沒有見到掃羅。 

 

掃羅可以說是自高自大，一再一再神給機會，他沒有真心實意地悔改。還帶著很多的條件，好像是

悔改還要有條件，這不是神所喜悅的，如此這般神廢棄了他。從第十六章開始，神要去膏大衛為王。 

 

5．悲傷的撒母耳(撒上 15﹕34-35) 

撒母耳記上第一章到第十五章，我們稍微總結一下，撒母耳記上一章到八章講到撒母耳，他的

生平有六件事﹕ 

(1). 一章到三章--講他早年的生活。 

(2). 第四章--講到那個悲慘的亞弗之役。 

(3). 第七章--講到撒母耳是怎樣的一個人。米斯巴之役凱旋歸來，這是第七章，然後約櫃歸回，這

是五章六章；最後百姓要求立王，所以這幾段都是關乎撒母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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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膏立掃羅--掃羅是從撒母耳記上九章到十五章。從掃羅接受撒母耳的膏立，他先在拉瑪受膏，

在米斯巴餞別，然後在吉甲被立為王，這是九章到十二章。 

(5). 為掃羅悲傷--接著是掃羅的統治，可是很快他就被棄絕，記載在撒母耳記上十三章到十五章。

第一次被棄絕是在十三章到十四章，第二次他被棄絕是在十五章。這個中間相隔了二十二年，

神給了他機會悔改，可他始終沒有悔改。 

(6). 膏立大衛--以至於我們來到了第十六章，神要撒母耳去膏大衛。 

 

 

陸、大衛時期—聯合王國鞏固(撒上 16﹕1-王上 2﹕11) 

一、撒母耳膏大衛為王(撒上 16:1-13) 

十六章第一節耶和華對撒母耳說：“我既厭棄掃羅作以色列的王，你為他悲傷要到幾時呢？你將膏

油盛滿了角，我差遣你往伯利恒耶西家那裏去，因為在他眾子之內，預定一個作王的。”撒母耳說：

“我怎能去呢？掃羅若聽見，必要殺我。”所以這一次的膏立是一個秘密的膏立。那下面就有很深刻

的描述，他來到耶西家裏，他的七個兒子，一個一個地過去。因為，以利押是一個高人一頭的人君，

就是一表人才，所以撒母耳來到耶西家，他也會要看外表，好像馬上就要膏他。第六節，他們來到

的時候，撒母耳看見以利押，就心裏說，耶和華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這句話很重要，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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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耶西就叫亞比拿達從撒母耳面前經過，

這樣一連七個兒子都經過，最後第十一節，撒母耳對耶西說：“你的兒子都在這裏嗎？”他回答說：

“還有個小的，現在放羊。”撒母耳對耶西說：“你打發人去叫他來。”他面光紅潤，雙目清秀，容貌

俊美。耶和華說：“這就是他，你起來膏他。”撒母耳就用角裏的油膏了他，在諸兄中膏了他。從這

日起，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大衛，撒母耳起身回拉瑪去了。 

 

二、大衛的家世背景﹕ 

我們現在請看大衛的家世背景，還有生平年表。大衛的家世背景，從路得記四章十八節到二十二節，

歷代志上二章四到十五節，撒母耳記上十七章十二到十五節，歷代志上二十七章十八節，我們可以

排比這麼一個家譜，猶大生法勒斯，再傳給希斯侖傳給蘭，傳給亞比拿達，傳給拿順，然後撒門娶

喇合，波阿斯娶路得，波阿斯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西。 

 

在這裏，耶西有一個原配，然後也有另外一個續弦的妻子，這個是需要用聖經來支持的，耶西在這

裏，有一個小注解十六章的十一節提到耶西有八個兒子，因為前面七個都不是受膏者，來到第八個，

但是呢，在歷代志上二章十五節，卻說到七個兒子，可能中間有一個兒子是夭折，所以耶西跟他原

配生了以利押，以利押又名以利戶，然後亞比拿達，然後沙瑪，沙瑪又名示米亞，然後拿坦業，拉

代，阿鮮，然後呢，當他原配過世以後，再娶了拿轄的妻，這個拿轄的妻在歷代志上的二章十六跟

十七節，以及撒母耳記下十七章的二十五節都提到了，就是洗魯雅，和亞比該她們的母親，是拿轄

的妻。那麼，洗魯雅跟亞比該的母親，在他們的父親過世以後再和耶西結婚，所以當他來到耶西的

家的時候，洗魯雅和亞比該年紀都比大衛大了很多。但是，耶西從拿轄之妻就生了大衛。 

 

所以，大衛有同父異母的七個哥哥，有同母異父的兩個姐姐，而這兩個姐姐他們各有自己的孩子，

洗魯雅有亞比篩，約押，亞撒黑，是她三個兒子；亞比該有亞瑪撒。這四位都是勇士，特別是約押

作了大衛的元帥。亞比篩，約押，亞撒黑他們的故事都非常地精彩。亞比該的兒子亞瑪撒後來是作

了押沙龍的元帥，那不管怎麼樣，他的兩個姐姐，同母異父，年紀比他大很多，所以他們的孩子和

大衛都是差不多年齡，就做了大衛的勇士。這是他的家世，我們知道他是耶西的根。(詳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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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衛的牧羊時期（撒上十六 1--十七 58） 

1.出生於伯利恆(BC 1040)、長於牧羊之家(撒上十七 34-36 )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他們住在伯利恒，是牧羊之家，撒母耳記下七章八節神要拿單去，現在你要

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叫你不再跟從羊群，立你作我

民以色列的君。”這裏講到他從羊圈裏蒙召，要作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記上十六章，撒母耳到了耶

西在伯利恒的家，就去從羊圈那邊把他找回來，因為大衛跟他七個哥哥年齡差很多，所以大衛還是

一個牧童，派到野地去牧羊，等到撒母耳膏七個哥哥都沒有膏成的時候，就讓耶西去，羊圈裏面去

把大衛找回來。所以伯利恒呢，它是米倉，它也是牧羊的所在。 

 

他們的祖傳就是牧羊業，可是你會發現這個家似乎，羊群不多，而浩繁的食指，人口很多，怎麼能

夠知道呢? 請翻到第十九節，掃羅差遣使者去見耶西說，請你打發你放羊的兒子大衛到我這裏來。

掃羅因為耶和華的靈離開他以後，有從惡魔來的靈來擾亂他，他需要有人彈琴使他的心情可平復下

來。就有人說到伯利恒耶西的兒子善於彈琴，容貌俊美，說話合宜，所以掃羅就去耶西那兒說，你

能不能把你的兒子打發到我這裏來。所以二十節，耶西就把幾個餅，一皮袋酒，一隻山羊羔都馱在

驢上，交給兒子大衛，送給掃羅。你知道百姓要送禮物給君王，送的是一皮袋酒，幾個餅，一隻山

羊羔，這樣就去了，你可以知道家裏其實是食指浩繁，物業不豐的結果。 

 

2.受膏於撒母耳(BC 1025，撒上十六 2-13) 

我根據了一些學者，製成 “大衛生平年表” (詳附錄二)。有一個學者，把大衛定在 1034 年 BC(就是

主前 1034 年出生)； 《以色列史綜覽》Leon Wood 他定他於 1040 年出生。我比較採取《以色列史

綜覽》的年代，這地方講到他秘密受膏是他 15 歲，當然另外一位 Thomas Roberson 定他 18 歲的時

候受膏，但是差不是太多，總之是在他青少年的時期。他受膏以後不久，就去到王宮做掃羅的琴師。 

 

四、大衛的侍衛時期的第一階段（撒母耳記上十七：55 至二十：42） 

 

1. 作掃羅的琴師於基比亞 (撒上十六 14-23)  

第二十一節，大衛到了掃羅那裏，就侍立在掃羅面前，掃羅甚喜愛他，他就作了掃羅拿兵器的人。

二十二節，掃羅差遣人去見耶西說：“求你容大衛侍立在我面前，因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從神那

裏來的惡魔臨到掃羅身上的時候，大衛就拿琴用手而彈，掃羅便舒暢爽快，惡魔離開了他。二十二

節，掃羅差遣人去見耶西說：“求你容大衛侍立在我面前，因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從神那裏來的

惡魔臨到掃羅身上的時候，大衛就拿琴用手而彈，掃羅便舒暢爽快，惡魔離開了他。所以，大衛從

牧羊童進到王宮裏，成為幫王拿兵器的人。但是，他有時離開掃羅，回到伯利恆，放他父親的羊(撒

上十七 15)，這是他侍衛時期的第一階段，直到 “那日掃羅留住大衛，不容他再回父家”(十八 2)。

  

2. 殺歌利亞於以拉谷(撒上十七 1-54) 

在他進到王宮不久以後，我們來到 17 章，就是他面對這個強敵，非利士人的大巨人歌利亞，那一

年他幾歲？那一年這上面寫著他是受膏進到王宮以後的一年，所以假如他進到王宮在十五、六歲，

那麼他殺歌利亞的時候大約十六、七歲。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戰爭在哪里？情況如何？非利士人招聚他們的軍隊要來爭戰，聚集在屬猶大的

梭哥，安營在梭哥和亞西加中間的以弗大憫。掃羅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營，所以這一次的

戰爭，基本上是在以拉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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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地形很特別，它的河川是由地中海斜的

流向死海，是有一點點橫向，但是又是斜下來

的，那麼以拉谷呢，就是在迦薩跟約帕中間的一

個河谷，以拉谷地在耶路撒冷跟希伯侖的中間，

偏西邊；鄰近梭哥，位於希伯崙西北約 22 公

里，伯利恆以西約 24 公里。（詳附錄三） 

 

非利士人來擺陣，就靠巨大的歌利亞。我們看一

下聖經怎麼樣來描述這個歌利亞。撒上十七 3-4， 

非利士人站在那邊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這邊山

上，中間有谷，就是以拉谷。非利士人營中出來

一個討戰的人，名叫歌利亞；是迦特人，（迦特

就是非利士人的五城中間的一個城，叫迦特，身

高六肘，六肘有多高呢？如果換算今天這個公分

的話，有 300 公分，哇，我想從來沒有過這麼高

的人，我們頂多就是，200 公分就覺得了不起，

他是將近 300 公分的人），身高六肘零一個虎口。 

撒上十七 5－11，頭戴銅盔，身穿盔甲，甲重五

千舍客勒，腿上有銅護膝，兩肩之間背負銅戟；

槍桿粗如織布的機軸，鐵槍頭重六百舍客勒。有

一個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走。 

 

歌利亞對著以色列的軍隊站立，呼叫說：“你們出來擺列隊伍作戰，我不是非利士人嗎？你們不是

掃羅的僕人嗎？從你們中間可以選出一人，使他下到我這裏來。他若能與我戰鬥，將我殺死，我們

就作你們的僕人；我若贏了將他殺死，你們就作我們的僕人，服事我們。”那非利士人又說：“我今

日向以色列的軍隊罵陣。叫你們一個人出來，與我戰鬥。”掃羅和以色列眾人聽見非利士人這些話，

極其驚恐，極其害怕。這是一個羞辱。敵人罵陣，來挑戰，但是他們極其害怕。 

 

反而，這裏說到；大衛是伯利恒以法他人耶西的兒子。耶西有八個兒子；（在那個時候，作戰的時

候）當掃羅的時候，耶西已經老邁，耶西的三個大兒子跟隨掃羅出征。是長子以利押，次子亞比拿

達，三子沙瑪。大衛是最小的，你就可以知道大衛最小，而父親已經年紀老邁。所以，他是續弦所

生的一個兒子。那麼，那三個大兒子跟隨掃羅，大衛有時離開掃羅，回到伯利恒放他父親的羊。 

 

撒十七 16－18 節，那非利士人早晚出來都如此，四十天之久罵陣。有一天耶西對大衛說：“你拿一

伊法烘了的穗子和十個餅，速速送到營中交給你哥哥。再拿這十塊奶餅，送給他們的千夫長，且問

你哥哥們的安，向他們要一封信來。” 

 

所以，掃羅與三個大衛的哥哥，以色列人還在以拉谷跟非利士人打仗，大衛就拿著他父親所交待的

東西，去到他哥哥那裏，沒有想到他哥哥就說：“你來這裏作什麼？你不看守羊群，你來這裏作什

麼？” 這個迦特非利士人歌利亞也說﹕ “哎呀，你們這個營中難道沒有別人嗎？只有這麼小的一個

人。” 他的哥哥嫌他不務正業跑到戰場上來，這個歌利亞也瞧不起他，還以為以色列人中都沒有人

了，就叫一個童子來。那，掃羅呢，給大衛要穿上他的盔甲，你知道大衛沒有辦法習慣，而且那個

盔甲也是太大。大衛就用他平常牧羊的時候所熟悉的五顆石子，是用來保護羊群，他丟那些野獸的。 

 

所以呢，我們看一下，第三十六節，這句話最為重要。（撒上十七 36－3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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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僕人曾打死獅子和熊，這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軍隊罵陣，也必像獅子和熊一般。” 大

衛說：“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脫離這非利士人的手。” 掃羅就對大衛說：“你可

以去吧！耶和華必與你同在。” 

 

聖經上描述大衛，就拿著甩石機，一路就來到戰場。十七 41－47 節，非利士人也漸漸迎著大衛而

來，拿盾牌的走在前頭，非利士人看見大衛，藐視他；因為他年輕，面色紅光，容貌俊美。非利士

人對大衛說：“你拿杖到我這裏來，我豈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著自己的神，咒詛大衛。非利士人

又對大衛說：“來吧！我將你的肉給空中的飛鳥，田野的走獸吃。” 

 

大衛對非利士人說：“你來攻擊我，是靠刀槍和銅戟；我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就是

你所怒駡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裏，我必殺你，斬你的頭；又將非利士

軍隊的屍首，給空中的飛鳥野獸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這眾人知道耶和華使

人得勝，不是靠刀不是靠槍，因為爭戰勝敗全在乎耶和華。他必將你們交在我們的手裏。” 

 

大衛在牧羊的時候，他每天對著星空，每日揣想神，他深深知道造物主，耶和華神是大有能力的神，

愛以色列這選民。所以，他能夠這樣的向非利士人挑戰，你靠刀槍，我卻靠耶和華的名， 

 

十七 48－49 節，非利士人起來迎著大衛，大衛急忙迎著非利士人往戰場跑去，他用手從囊中掏出

一塊石子來，用機弦甩去，沒有想到這石頭竟然丟到非利士人的額內，他就僕倒，面伏於地。 

 

你知道石頭是會打死人的，特別是當你打到這個額頭，或者太陽穴的地方，打到額頭內部人可以致

死的，這樣，大衛用甩石機勝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衛手中卻沒有刀。他就跑到非利士人旁邊，

把他的刀從他的鞘中拔出來，割了他的首級， 54 節：大衛將那非利士人的頭，拿到耶路撒冷，卻

將他的軍裝放在自己的帳篷內。而那把刀也是留在帳篷裏面。這把刀到日後又留下一個伏筆。 

 

十七 55－58 節，掃羅看見大衛攻擊非利士人，就問元帥押尼珥說：“押尼珥！那少年人是誰？” 

押尼珥說：“我敢在主面前起誓，我不知道。”押尼珥就是他（掃羅）的堂兄弟，但是王說，“你問問

那幼年人是誰的兒子。” 大衛打死非利士人回來，押尼珥領他到掃羅面前，他手中拿著非利士人的

頭。掃羅問他說：“少年人你是誰？”他說：“我是你僕人伯利恒耶西的兒子。” 

 

大衛其實在他宮中曾經給他作過琴師，彈琴安撫他，但是貴人多忘事。不過呢，你知道掃羅比大衛

大多少歲數呢？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這一年表大衛如果生於主前 1040 年，那掃羅是主前 1050 年作

王，然後作王 40 年，一直到 1010 年，他 40 歲作王，40 年前他生，所以 1090 年，到了現在 1040

大衛出生，所以他比大衛大了 50 歲，因此當大衛十多歲的時候，掃羅已經六十多歲。所以他記不

得少年人，也是可以理解的。 

 

五、大衛侍衛時期的第二階段（撒上十七：55 至二十：42） 

我們下面看到十八章，講到大衛的侍衛時期，進到王宮裏面，他成了掃羅的兒子的好朋友。就描述

約拿單愛大衛，他是如何的愛大衛。不但如此，連掃羅的女兒也愛大衛。這是十八、十九兩章。 

 

1．得摯友約拿單（撒上十八 1-4） 

大衛對掃羅說完了話，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契合。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 

你知道大衛這個年輕的孩子，心地非常的單純，就是愛耶和華神。他為了耶和華的名，他代表以色

列去跟非利士人打仗。他深愛耶和華，他的品格讓約拿單深深地愛他。約拿單也是一個心胸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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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磊落的人。所以這裏他說，心相契合，愛他如同愛自己的性命。撒十八 2－4，那日掃羅留住

大衛，不容他再回父家。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就與他結盟。約拿單從身上脫下外袍，

給大衛穿上，又將戰衣，刀、弓、腰帶都給了他。掃羅無論差大衛往哪里去，他都作事精明。掃羅

就立他作戰士長，眾百姓和掃羅的臣僕，無不喜悅。 

 

2．掃羅嫉妒大衛（撒上十八 5-9） 

下面來到第六節。這一節就描述大衛怎麼樣得到婦女們的心。可是這些婦女，也因此埋下了一個禍

根。因為掃羅是一個心胸狹窄的人（撒十八 6－9）。 

 

十八章第六節：大衛打死那非利士人，同眾人回來的時候，婦女們從以色列各城出來，歡歡喜喜，

打鼓擊磬，歌唱跳舞，迎接掃羅王。是掃羅帶著大衛凱旋而歸，眾婦女舞蹈唱和，說：“掃羅殺死

千千，大衛殺死萬萬。”掃羅甚發怒，不喜悅這話，就說∶“將萬萬歸大衛，千千歸我，只剩下王位

沒有給他了。”從這日起，掃羅就怒視大衛。 

所以，你就發現這個婦女們無心的一個唱和，當然也是發自內心，對大衛甚為喜愛，這樣的唱和，

引起了掃羅內心的嫉妒。這嫉妒仿佛是火一般。有人說﹕ “驕傲的人沒有神，嫉妒的人沒有朋友，

憤怒的人沒有自己。” 而這個掃羅嫉妒之火焚燒在心中，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忠臣，也失去了自己

的理性。 

自從婦女們唱了這個 “大衛殺死萬萬，掃羅殺死千千” 的歌之後，從這日開始掃羅就怒視大衛。我

們就看看，在大衛這段時間是多麼的為難，也看一看掃羅在這段時間，他心靈的狀態是怎樣的情況。 

 

3．掃羅的心靈狀態（撒上十八 10-9） 

十八章第十節：次日，從神那裏來的惡魔，大大降在掃羅身上。有人也就說為什麼惡魔從神那裏來。 

其實，如果我們知道約伯記第一章天庭的那一幕，我們就知道惡魔在遍地上遊行，游來游去，尋找

可吞吃的人(彼前五 8)。一般而言，如果你身上沒有破口，他也必然不進來。不過，神容許撒旦去

試探約伯，並不是他有什麼破口，而是神在約伯身上有所熬煉，為了讓約伯生命更煉盡，福分能夠

加倍；但人身上若有破口，惡者必然來攻擊，在這裏掃羅王他自己靈性一點沒有警覺，他是每況愈

下，每下愈況。所以當這個惡魔來到他身上的時候，他就在家中胡言亂語。大衛照常彈琴，掃羅手

裏拿著槍，掃羅把槍一掄，心裏說我要將大衛刺透，釘在牆上，大衛躲避他兩次。(撒上十八 11) 

 

這樣，大衛在他身旁的服事，十分沒有安全感。因為，掃羅到一個地步，已經是混亂的一個情況，

他的恨深到一個地步，非要把大衛刺透釘在牆上，才能洩恨。 

 

思考問題： 

1. 掃羅失敗主要的原因為何？神為什麼不喜悅掃羅所行的？基督徒需要從撒母耳記上 15 章 22，

23 節，學到怎樣的功課呢？請分享你自己的看法！ 

2. 掃羅忌妒大衛的心，是因哪一件事所引起的？嫉妒的人沒有朋友，我們如何才能避免嫉妒的心

呢？請分享你的看法！ 

3. 大衛與歌利亞之戰如何開始？經過如何？結果如何？有何影響？此次戰役，顯示了大衛的那些

心靈品質？  

4. 掃羅作王四十年(1050-1010BC)，前 22 年是他的極盛時期；從 1028BC 與亞瑪力人爭戰遭神棄

絕之後，到 1016BC 大衛逃亡，這 12 年中，他的光景如何？何致於此？是否尚有回頭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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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大衛的家世背景﹕ 

一) 猶大支派（得四 18-22；代上二 4-15 撒上十七 12-15；代上二十七 18）  

        猶大 

        法勒斯  

        希斯崙 

           蘭 

        亞米拿達  

        拿順 

        撒門      ==     喇合  

        波阿斯     ==      路得  

               俄備得  

二)、眾多兄姐               父           ==      母                                                                

            元 配 ==  耶 西1
            拿轄的妻2

     ==      拿 轄 

兄 1     2         3      4      5      6     7            姐 1            2    

以利押  亞比拿達  沙瑪  拿坦業 拉代 阿鮮  大衛    洗魯雅== 亞希米勒  亞比該 =  以特拉 

(以利戶)          (示米亞)                                                            (益帖)                                                                                                                                  

                     

約拿達3
                         亞比篩4

   約押    亞撒黑    亞瑪撒       

 

                                                        
1 撒上 16:11 提及八子,可能有一子早逝; 因此,在代上 2:15 未載入家譜中. 
2 撒下 17: 25; 代上 2:16-17,可見大衛與洗魯雅, 亞比該為同母異父的姐弟關係 . 
3
 暗嫩的朋友,為人極其狡猾,可說是押撒龍事件關鍵人物之一（撒下 13:3-6,32-35) . 又名約拿單,曾殺了一

個迦特偉人的兒子（撒下 21:20-22;代上 20:6-8) 
4 三兄弟都是大衛的侄兒兼勇士; 約押更是元帥,卻是跋扈殘暴,後為所羅門所殺. 三人事蹟詳見撒上 26:6-12;

撒下 2:12-32; 11:14-15; 14: 1-24; 16: 9-14; 17: 25; 18:1-19:23; 20: 4-23; 21:15-17; 23:18,24; 24: 1-4; 王 上 2: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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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大衛生平年表 

根據(A). Thomas Robinson, The Bible Timeline;   

    (B). Leon Wood, A Survey of Israel's History (以色列史綜覽)  

 

大衛生平大事  A. B. 附 註  

I. 牧羊時期 ﹕ 

      1. 出生於伯利恆牧羊之家  

  

1034    B C 

  

1040  B C 

  

      2.受膏於撒母耳 1016 1025   

II. 侍衛時期第一階段 ﹕    

      1.掃羅的琴師       

      2.殺歌利亞 1015     

III. 侍衛時期第二階段 ﹕  

     1.得摯友約拿單 

1015-1012     

     2.得愛妻米甲       

IV.逃亡時期 

前期 1.從基比亞到挪伯 

2.從挪伯到迦特                 

3.從迦特到亞杜蘭洞 

4.從亞杜蘭洞到哈列樹林 

5.從哈列樹林到基伊拉 

6.從基伊拉到西弗曠野 

7.從西弗曠野到瑪雲礦野 

中期 8.從瑪雲礦野到隱基底山寨(饒掃羅) 

9.到巴蘭-瑪雲,西弗曠野(再饒掃羅)  

後期 10.從西弗投奔非利士蒙贈洗革拉 

11.基利波之役(掃羅死)  

1012 -1004 1016-1010   

IV. 登基時期  

     1.希伯崙時代  

1004 -   965 

1004 -   997 

1010-970 

1010-1003 

  

     2.耶路撒冷時代  

       a.一生高潮﹕大衛之約 

997-   965           

997-   995 

1003-970     

運約櫃、欲建殿   

       b.征服四境  國勢盛極 996-   990     

       c.一生大罪﹕拔示巴事件 991     

       d.所羅門出生於宮中  989     

       e.他瑪事件  988  990   

       f.一生遺憾﹕押沙龍事件 986-975 980/  975   

V.晚年時期﹕  

     1.築壇獻祭．瘟疫止  

973-965 

973  

    

     2.亞比煞伺侯王   969     

     3.亞多尼雅事件：立所羅門 967 972   

     4.與所羅門共同攝政   967-965 972-970   

     5.大衛壽終 965 970   

 



舊約歷史（上）：第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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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掃羅王國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