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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大衛生平與詩篇──從侍衛到逃亡 

 

4．大衛作千夫長（撒上十八 12－16） 

掃羅卻懼怕大衛，因為耶和華離開自己，與大衛同在。所以，有的時候，你看一個越發兇狠

的人，實際上內心是非常脆弱，他也知道神不和他同在。所以，掃羅使大衛離開自己，立他

為千夫長，他就領兵出入，把大衛遠遠的打發出去。 

十八 14－17 “大衛作事無不精明，耶和華也與他同在。掃羅見大衛作事精明，就怕他。但以

色列和猶大會眾都愛大衛。因為他領他們出入。” 

 

5．大衛與米甲結婚（撒上十八 17-29） 

掃羅對大衛說：“我將大女兒米拉給你為妻，只要你為我奮勇，為耶和華爭戰。” 掃羅心裏說，

我不好親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這借刀殺人，因為大衛太得民心，所以這個王如

果要鞏固他的王位，他也不能夠動搖大衛，這樣民眾會起而叛變。但是，他卻想借刀殺人。 

十八 18－19，大衛對掃羅說：“我是誰，我是什麼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豈

敢作王的女婿呢？”掃羅的女兒米拉到了當給大衛的時候，掃羅卻給了米何拉人亞得列為妻。 

這是他第一次要做駙馬爺，沒有做成。 

 

十八 20－29 第二次。掃羅的次女米甲愛大衛，有人告訴掃羅，掃羅就甚喜悅。掃羅心裏說，

我將這女兒給大衛，作他的網羅，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掃羅對大衛說：“你今日可以

第二次作我的女婿。” 掃羅吩咐臣僕說：“你們暗中對大衛說，王喜悅你，王的臣僕也都喜愛

你，所以你當作王的女婿。” 掃羅臣僕照這話說給大衛聽。大衛就說：“你們以為作王的女婿

是一件小事嗎？我是貧窮卑微的人。”掃羅的臣僕回大衛如此說。掃羅說：“你們對大衛這樣

說，王不要什麼聘禮，只要一百非利士人的陽皮，好在王的仇敵身上報仇。”其實掃羅的意思

是要大衛喪在非利士人的手裏。那掃羅的臣僕告訴了大衛，大衛就歡喜作王的女婿。日期還

沒有到，大衛和跟隨的人起身前往，竟然殺了二百個非利士人，將陽皮滿數（不但滿數而且

還超數）交給了王，為要作王的女婿。於是掃羅將女兒米甲給大衛為妻。掃羅見耶和華與大

衛同在，又知道女兒米甲愛大衛，就更加怕大衛，常做大衛的仇敵。 

 

6．掃羅欲殺大衛（撒上 19） 

我們中國人說﹕偷雞不著蝕把米，他的如意算盤竟然沒有成功。大衛非但沒有被非利士人所

殺，連他的女兒都喜愛大衛。所以他心裏其實是非常害怕的，這一個兇狠的王，心裏面非常

的脆弱。他就常做大衛的仇敵。撒十八 30，每逢非利士軍長出來打仗，大衛比掃羅的臣僕作

事精明，所以他的名被人尊重。 

 

掃羅家不但是米甲愛他，連他的兒子都非常的愛大衛。這個大衛跟約拿單，實際上他們倆的

歲數是有所差距的，至少差了十多歲，甚至二十歲。 

 

撒十九 1－7，掃羅對他兒子約拿單和眾臣僕說，要殺大衛；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卻甚喜愛大衛。

約拿單告訴大衛說：“我父掃羅要殺你，所以明天早晨你要小心，到一個僻靜的地方藏身。我

就出到你所藏的田裏，站在我父親旁邊，與他談論。我看他情形怎樣，我必告訴你。”      約

拿單向他父親掃羅替大衛說好話：“王不可得罪王的僕人大衛，因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

與你有大益。他拼命殺那非利士人，耶和華為以色列大行拯救。那時你看見，甚是歡喜，現

在為什麼無故要殺大衛，流無辜人的血呢，你這是自己取罪了。”掃羅聽了約拿單的話，就指

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說：“我必不殺他。”約拿單叫大衛來，把這一切事告訴他，帶他去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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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他仍然侍立在掃羅的面前。 

 

你知道掃羅理性的時候，是可以聽一點勸，可是當他靈裏面的狀況不好，只要惡魔來到他裏

面，他的靈混亂的時候，他馬上又會反悔，那個仇恨的心又上來。 

 

撒十九 8－9，此後又有爭戰的事。大衛出去與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殺敗他們，他們就在他面

前逃跑。從耶和華那裏來的惡魔又降在掃羅身上，掃羅手裏掄著槍坐在屋裏，大衛就用手彈

琴。我想這在我們今天看來，也是不正常的。有誰在自己的家中需要，這樣端著槍坐在家裏

呢？大衛還在他身旁繼續的彈琴。掃羅就用槍想要刺透大衛釘在牆上。這個行動，有的時候

真的是身不由己。理智上，他知道殺他無益，殺他是得罪神，也得罪大衛。但是他到了情緒

來的時候，惡魔的攪擾來的時候，忍不住，他就要刺他在牆上，而且是刺透，大衛卻躲開，

掃羅的槍就刺入了牆內。於是大衛當夜逃走躲避了。 

 

這個時候掃羅還不放他，繼續地跟到了大衛的房裏，要窺探他，等到天亮的時候要殺他。大

衛的妻子米甲對他說：“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就要被殺。”於是米甲將大衛從窗戶裏縋下去，

大衛就逃走，躲避了。他這一逃出去，就是六年的光陰。 

 

那一夜他的心情，在詩篇第五十九篇表露無遺。 

 

大衛在這種，幾次被掃羅要用槍刺透把他釘在牆上，連他回到家都不安寧，派人四圍把守著

他；連他的妻子，掃羅的女兒都會說，今夜你非逃不可。可是他走的時候，這是他的禱告，

他的心聲。他是對神充滿了信心，他愛他的神，他歌唱神的慈愛，深信神必然要還他公道。 

 

五、詩篇第五十九篇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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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感覺得到，大衛在這裏他心中所含的憤怒，因為他實在是沒有什麼錯。是因罪而發

的憤慨，是因對方的罪而發的憤慨。同時也更表現出他對神的公義、聖潔的那種更加的熱忱、

更加的熱愛。他也說神你是是非的斷定者，世上的政權應該是公義的。罪惡跟刑罰，邪惡跟

報應是並行不爽的。舊約時代雖然沒有來生得報應的啟示，只認為在善惡今生得報應。所以

他們會想說，神你就在今生報應他們，所以他是含著深切的盼望，願神的旨意就在今生成全。

這是一種正義奮鬥的精神，和福音的真理是相稱的。 

 

的確，我們禱告在神的面前，是可以把我們的心都敞開來，告訴我們的神。神用他自己的靈，

來調整我們的心態。我們應該怎麼樣，乃是把我們的心全然的敞開，讓神自己來調整我們。 

這篇詩篇顯示了神哪些屬性呢？如果今後我們遭遇像大衛這樣子無辜、必須逃亡的景況，我

們會怎麼做呢？大衛走的時候是帶著怎麼樣的心情離開呢？現在我們就回到歷史的部分。 

六、大衛開始逃亡生涯（總計約六年之久, 24-30 歲, BC1016-1010） 

1．米甲瞞騙掃羅 (撒上十九 13－17) 

米甲把家裏的神像放在床上，頭枕在山羊毛裝的枕頭上，用被遮蓋。掃羅打發人去捉拿大衛，

米甲說：“他病了。”掃羅又打發人去看大衛，說：“當連床都把他抬來，我好殺他。” 

結果使者進去看到床上有神像，頭枕在山羊毛的枕頭上，米甲這時再也不能夠瞞騙她的父親，

所以掃羅就對米甲說：“你為什麼這樣欺哄我，放我的仇敵逃走呢？”米甲說：“是他要我放他

走，不然，他說他要殺我。”當然米甲在這裏是欺哄她的父親，不過米甲確實還是深愛著大衛，

所以讓他逃走。 

 

2．掃羅追到拉瑪(撒上十九 18－24) 

大衛逃走來到拉瑪，拉瑪就是撒母耳居住的所在，他將掃羅向他所行的這一切事敍述了一遍，

他就和撒母耳同往拿約去居住。有人告訴掃羅，說大衛在拉瑪的拿約。掃羅打發人去捉拿大

衛。去的人看到一批先知受感說話，撒母耳站在其中監管他們；打發去的人也受神的靈，受

感說話。 

 

你知道一個人如果真的離開神，他凡事就不順利，因為他所作對的對象是神。要去捉拿大衛

的人，竟然站在說預言的人當中，因為他們都被神的靈充滿，所以有人把這事告訴掃羅。他

又打發人去，他們也受感說話。掃羅就不信，他說我偏不信，難道我不能抓到大衛嗎？等到

他第三次打發人，他們也受感說話。他說這下我自己去吧，掃羅自己往拉瑪去，到了西沽的

大井，問人說，撒母耳和大衛在哪里呢？有人說，在拉瑪的拿約。他就往拉瑪的拿約去。神

的靈也感動他，他也一邊走一邊說話，直到拉瑪的拿約。撒上十九 24，他就脫了衣服，在撒

母耳面前受感說話，一晝一夜，露體躺臥。所以有一句俗話在以色列民中傳開，就是說：“掃

羅也列在先知當中嗎？” 其實，神一直在引導掃羅，掃羅只要順著神的靈，他能夠順從神，

他就再也不要受惡魔的纏累，再也不要那樣子的自己害自己，也害別人。 

 

3．約拿單愛大衛並救助他（撒上二十） 

第二十章，大衛從拉瑪的拿約逃跑，來到約拿單那裏。他又跑回去，大衛好像亡命之徒，在

地上四處的逃跑。你看他找的第一個就是他的師傅，是他的老師，為他膏抹的撒母耳。第二

個他找的就是他的摯友，他來到約拿單那裏說：“我作了什麼？有什麼罪孽？在你父親面前犯

了什麼罪，他這樣的尋索我的命？”約拿單說：“斷然不是！你必不至於死。我父親作事，無

論大小，從來沒有叫我不知道。怎麼獨有這事隱瞞我呢？決不至如此。”所以他們兩個人就作

了一個暗號，約拿單就要自己來問他的父親，自己來試。每一個月的月朔的時候，他們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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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都要坐在一起開會。 

 

這一天，約拿單對大衛說：“你向我所求的我為你成就。”因為這大衛就是求約拿單能夠幫助

他，不被他父親所追殺。所以他說我為你成就，大衛對約拿單說：“明天是初一，我當與王同

席，你讓我藏身到田野，我三天缺席，到第三天晚上，你觀察你父親的反應。如果他見我不

在席上，你就說，大衛切求我許他回伯利恒去，在那裏全家獻年祭，如果你父親他若說好，

我就平安了。如果他發怒，你就知道他決意要害我，求你施恩與僕人，因為你在耶和華面前

曾經和我結盟過(十八 3)。我若有罪不如你殺我，何必將我交給你父親呢？” 約拿單一再地

說：“沒有這事，我若知道我父親決意殺你，我難道不告訴你嗎？” 

 

 

 

 

 

 

 

 

 

 

 

 

 

 

結果，約拿單親自看到他父親神智喪失，瘋狂的樣子。撒上二十 30－31，掃羅向約拿單發怒，

對他說：“你這頑梗背逆之婦人所生的，我豈不知道你喜悅耶西的兒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

親露體蒙羞辱嗎？耶西的兒子若在世間活著，你和你的國位必站立不住。你現在要打發人將

他捉來交給我。他是該死的。” 

 

你知道他父親就是容不得大衛，然後他也挑動他的兒子容不得大衛，因為一國不能有二君。

但是約拿單在這裏就表明出來了他的心跡，約拿單對父親掃羅說：“你為什麼刺他？他作了什

麼該死的事？”掃羅在這個時候，幾乎拿起槍要刺約拿單，不是幾乎而是真的拿起槍要刺他，

掄槍刺他，約拿單到這個時候就知道他父親決意殺大衛。於是他就氣忿忿從席上起來，在這

初二日沒有吃什麼飯。因他見父親羞辱大衛，為大衛愁煩。他們二人，在第二天就哭泣拜別。 

 

大衛從他去找撒母耳，又回來再找約拿單，到這裏他是完全知道回不去，才正式開始他的逃

亡生涯。大約在主前 1016 年，就是大衛二十四歲的時候，他開始逃亡（參“大衛逃亡路線圖”）。 

直到六年之後，他登基，這個六年的逃亡生活充滿了艱辛，可是也鍛煉他的意志，更是鍛煉

他跟神之間更加依靠的心。 

 

七、大衛逃亡前期(撒上二十一 1～二十三 29；)  

(一)、從基比亞到挪伯（撒上二十一 1－9） 

--此行為大衛靈性墮落之始：在祭司亞希米勒面前說謊（撒上二十一 1－9） 

原因：自認「離死不過一步」──信心動搖（撒上二十一 3） 

結果：連累無辜──多益殘殺挪伯諸祭司（撒上二十二 11－19） 

 

大衛對約拿單說：“你父親若用嚴厲的話回答你，你就知道

他的意思，但是誰來告訴我呢？”所以約拿單對大衛說：“你

我一同到田野去，我們在那裏作暗號。”撒上二十 17－23，

約拿單因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然後

他說：“你的座位空設，人必理會你不在那裏。等到第三天，

你就速速下去，到你從前所藏的地方，在磐石那裏等我。 

 

我向磐石旁邊射箭，如同射箭靶。我就打發童子去把箭找

來。我說：„童子，箭在後頭，你把箭拿來‟，你就可以回

來，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向你起誓，你必平安無事；但是

我如果對童子說：„箭在你的前頭‟，你就要去，因為耶和

華打發你去。至於你我今日所說的話有耶和華在你我中間

為證，直到永遠。” 所以，他們就作了這樣一個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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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從基比亞王宮正式逃亡，他的第一站是往挪伯那裏逃亡。因為挪伯是祭司的城，你知道

祭司是服事神的人，他們沒有地業，他們只有居住的城，他們也手中沒有刀劍，是沒有軍隊

的，照理說一個有理性的君王都不會去討伐一個手無寸鐵的一個孩子或者是一個城市，何況

這是服事神的挪伯之城，就是祭司之城。我們看到 21 章，竟然掃羅做了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 

 

撒上二十一 1－6，大衛到了挪伯祭司亞希米勒那裏，亞希米勒戰戰兢兢出來迎接，問他說：

“你為什麼獨自來，沒有人跟隨呢？” 大衛回答祭司亞希米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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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處等候我。現在你手下

有什麼沒有?求你給我五個餅，或是別樣的食物。” 祭司對大衛說：“我手下沒有尋常的餅，

只有聖餅，若少年人沒有親近婦人才可以。” 大衛對祭司說：“實在約有三日我們沒有親近婦

人。我出來的時候，雖是尋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還是潔淨；何況今日不更是潔淨的嗎？”

祭司就拿聖餅給他，因為在那裏沒有別樣的餅，只有更換的新餅，從耶和華面前撤下來的陳

設餅。 

 

這段故事到了耶穌基督新約的時候，當門徒他們肚子餓了經過麥地掐麥穗，正是安息日的時

候。法利賽人、文士，他們去責問耶穌，耶穌曾經用了這一段話來解釋。耶穌說：“安息日是

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照樣這個陳設餅只要按照規

矩的話，撤下來，還是給了大衛。 

 

下面一段，埋下了一個伏筆。撒上二十一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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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掃羅的司牧長。大衛問亞希米勒說：“你手下有槍有刀沒有？因為王

的事甚急，所以我連刀劍器械都沒有帶。”祭司說：”你在以拉谷殺非利士人歌利亞的那刀在

這裏，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得後面，你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大衛說：“這刀

沒有可比的！求你給我。” 

 

(二)、從挪伯到迦特（撒上二十一 10－15） 

--此行為大衛屬靈光景的谷底：在亞吉王前裝瘋 

那日大衛起來，躲避掃羅，逃到迦特王亞吉那裏去。亞吉的臣僕對亞吉說：“這不是以色列國

王大衛嗎？那裏的婦女跳舞唱和，不是指著他說…..嗎？” 

實際上大衛這時是亡命之徒，還不是以色列國的王，但是在迦特，迦特是非利士人的地，連

這外邦人迦特都已經幾乎認定是他，因為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說的就是這人。但

是大衛在這個時候已經軟弱，靈裏面軟弱。 

 

撒上二十一 12－15，大衛將這話放在心裏，甚是懼怕，因為他被認出來。他怕迦特王亞吉，

就在眾人面前改了尋常的舉止，在他們手下假裝瘋癲，在城門的門扇上胡寫亂畫，使唾沫流

在胡子上。亞吉就對臣僕說：“你們看，這人是瘋子。為什麼帶他到我這裏來呢？我難道還缺

少瘋子嗎？你們帶這人在我面前瘋癲嗎？這人怎麼可以進到我的家來？” 

 

其實，他走的時候，還是深信耶和華會保護他，但是到了這裏，他信心動搖，我們可以知道

他這個逃亡的過程，也是相當的不容易。迦特在什麼地方，我們看到挪伯，他拿了陳設餅，

拿到那把刀以後，他就往西南的方向，逃到了非利士人的迦特。就在迦特，他裝瘋癲，他為

了能夠躲避亞吉王知道他就是那個大衛。 

 



舊約歷史（上）：第八課 

 

8 

(三)、從迦特到亞杜蘭洞（撒上二十二 1－23） 

下面他又離開了迦特，來到亞杜蘭洞: 

1. 成為 400 人的領袖（撒上二十二 1－2） 

這亞杜蘭洞是大衛的一個基地，在這個地方有 400 個人，是各式各樣的人；有受窘迫的、有

欠債的、有心裏煩惱的，都來跟隨他，他就做了這 400 人的頭目。 

亞杜蘭洞在什麼地方呢？是在迦特再往東南一點的地方，在亞杜蘭洞，他就是一直往南邊逃。

我們再往下面看。 

 

2. 把父母安頓在摩押的米斯巴（撒上二十二 3－4） 

大衛從那裏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對摩押王說，求你容我父母搬來住在你們這裏，等我知道神

要為我怎樣行。所以，大衛當他殺歌利亞的時候，他的父親已經年紀老邁，他在宮中九年，

所以九年前父親已經老邁，這個時候他開始逃亡，他就把他父母，帶到摩押王的面前。 

從亞杜蘭洞，他就上到了摩押，就是死海東南下角，摩押之地，他把父母帶到那裏，聖經說：

“大衛在山寨住多久，他父母也在摩押王那裏住多久！” 

 

後來，先知迦得對大衛說：“你不要住在山寨，你往猶大地去，於是大衛離開那裏，進入哈列

的樹林，哈列樹林是在猶大山地裏面。我們看到大衛一站又一站的逃。 

 

思考問題： 

1．侍衛時期的第一階段，大衛秘密受膏於撒母耳 (時約 1025BC) 之後，掃羅因惡魔臨身，

召他入宮作王琴師和拿兵器的人；但大衛有時仍回伯利恒牧羊。此時期﹕ 

a). 年約 65 歲的君王掃羅對 15 歲的青少年大衛的感 覺如何？(16:21-22) 

b). 惡魔何以臨到掃羅，又如何離開掃羅？究竟掃羅感覺舒暢爽快與惡魔離開，孰因孰果？ 

 

2. 侍衛時期的第二階段 (C.1024-1016)，大衛長住宮中之後，掃羅設立大衛，由戰士長→千夫

長 →女婿，前後大約經過八年: 

a). 這八年中，掃羅對大衛的感覺為何有改變？如何改變(怎樣的情緒糾結在心頭)？ 

b). 行動方面，掃羅對大衛，從兩次掄槍刺他(18:11)→ 設 計謀殺(18:17,21)→公開口說要殺

(19:1)→起誓不殺(19:6)→再用槍想要刺透 (19:8-10)→打發人去捉拿(19:20)→甚至掄槍要次

自己的兒子(20:33)，掃羅的精神狀態如何？何以如此？起點為何？誰應負責？ 

c). 大衛是否鋒芒太露，刺激了掃羅？如果你是掃羅，貴為一國之君，面對如此強勢的後起之

秀，你應如何自處，方能保持心靈的健康？ 

d). 大衛可能從未想到自己竟然會捲入這場政治糾紛，如果他盡量低調行事，你覺得他可能避 

免得了掃羅的嫉妒嗎？當逃亡勢必在行，你想大衛的心境如何？他該怎麼辦？ 

  

3. 從約拿單與大衛的交往, 看得出他是怎樣的人嗎 (18:1-4; 19:4-7; 20:30-35)?  

他與大衛所約作為記號的那枝箭具有怎樣的意義 (20:35-42)?  

他一生所面臨的衝突是什麼?對他的一生, 你有怎樣的感受?  

 

4. 我們從掃羅對大衛的心態，學習哪些可以應用在教會裏的功課？我們該如何培養教會裏新 

生一代的領導人呢？ 

 

5. 請將包忠傑《詩篇注釋》中關於讀「咒詛詩」需要注意的八個原則，用你自己的話語複述 

一遍；對於「咒詛詩」你自己有怎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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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逃亡路線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