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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大衛生平與詩篇──逃亡時期 

 

(四)、從亞杜蘭洞到哈列樹林﹕ 掃羅的惡行（撒上二十二 5－23） 

那麼在王宮裏面，掃羅他怎麼說呢？他就是責備那些大臣對他不忠，竟然讓大衛逃走。掃羅

在基比亞的拉瑪，坐在垂絲柳樹底下，（這個拉瑪是原來撒母耳的家鄉），手裏拿著槍，這是

一幅很不協調的景況。一般我們在垂絲柳樹底下是一個悠閒的狀態，他卻是手裏拿著槍，臣

僕眾人侍立在左右。掃羅聽見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在何處，就對左右的臣僕說：“便雅憫人哪，

你們要聽我的話，耶西的兒子能將田地和葡萄園給你們嗎？能立你們做千夫長、百夫長嗎？

你們竟然都結黨害我。” (撒上二十二 7) 

 

一個心靈不饒恕人的人，心靈擾亂，受到惡魔攪亂的人，他會認為人都要害他，他有被害的

一個妄想，他說（撒上二十二 8）： “我的兒子挑唆我的臣子謀害我，就成就了今日的光景，

你們竟然也沒告訴我，沒有人為我憂慮。” 他深深知道他不是人所喜歡的，這樣的人真的是

非常可憐，自己不得平安也深知人不喜歡他。 

 

1. 多益殘殺挪伯諸祭司（撒上二十二 11－19） 

那時有一個小人，就是以東人多益，他要來討王的歡心，他就出賣一個情報，就是他曾經在

挪伯城裏聽到亞希米勒跟大衛之間交談的話，他就去販賣這個情報。這個以東人多益站在掃

羅臣僕中間，就對他說：“我曾看見耶西的兒子到了挪伯亞希突的兒子亞希米勒那裏。亞希米

勒為他求問耶和華，又給他食物，並且給他殺非利士人歌利亞的刀。” 

 

 

 

 

 

 

 

 

 

 

 

 

 

2. 亞比亞他逃歸大衛 (撒上二十二 20－23;二十三 6) 

亞希突的兒子亞希米勒，有一個兒子名叫亞比亞他，逃到大衛那裏去。亞比亞他就把掃羅殺

耶和華祭司的事告訴大衛。大衛對亞比亞他說：“那日我見以東人多益在那裏，就知道他必告

訴掃羅。你父親的全家喪命，都是因我的緣故。你可以住在我這裏，不要害怕，因為尋索你

命，就是尋索我命。你在我這裏可得保全。”所以大衛就是把他跟自己的命連在一起。 

 

3. 大衛逃亡前期詩篇選讀（詩篇 56，142，57，52） 

 

(1)詩篇 56 篇 

大衛從基比亞到挪伯這是一站，從挪伯到迦特他說謊，他的靈性光景就跌到了穀底，以至於

他在亞吉王面前裝瘋，在這裏詩篇 56 篇，後來成為他的一個轉捩點。我們來看一下，詩篇

 

王到了這個時候，他好不容易得了一個線索，他真的是怒

火中燒，他就打發人到祭司亞希突的兒子亞希米勒把他全

家全族都殺了，連孩子也沒有放過。撒上二十二 18－19，

王吩咐多益說：“你去殺祭司吧！”以東人多益就去殺祭

司，那日殺了穿細麻布以弗得的人 85 個之多，又用刀將

祭司城裏挪伯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驢盡都殺滅。 

 

這真的是沒有理性的做法，手無寸鐵的挪伯城裏的祭司這

樣地被殺害，連孩子都沒有放過，而且是自己人，還不是

外邦人或者是外族人。 

 



舊約歷史（上）：第九課 

 

2 

56 篇是他在迦特靈性最低落，裝瘋作傻,後來可以穀底再起的一個轉折點。 

 

56 篇詩篇，非利士人在迦特拿住大衛，那時他作這金詩，很奇怪的，聖經裏面的金詩大概就

是六首 (第 16 篇、第 56-60 篇)， 除了最後一篇第六十篇之外，大概都是在大衛逃難的時候，

特別是當他在躲避掃羅的時候寫的, 特別的寶貴，是因為他經歷了神。他作這金詩交與伶長，

調用遠方「無聲鴿」。好，我們來看詩篇 56 篇 1 節到 4 節，他從懼怕到不懼怕，我們來看﹕ 

 

詩篇第 56 篇  (參附錄 “歷史背景明確之大衛詩篇”) --逃亡初期大衛靈性的轉捩點 

 56:1-4         懼怕→ 倚靠 → 讚美 → 必不懼怕  

       5-9         呼求→ 神幫助我，這是我所知道的 → 確據與把握  

       10-13       結果﹕ 感恩→ 許願→ 獻祭  

                        “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 

 

第一段(56:1－4) “神啊，求你憐憫我，因為人要把我吞了，終日攻擊欺壓我。我的仇敵終日

要把我吞了，因逞驕傲攻擊我的人甚多。我懼怕的時候要倚靠你。”他心裏面充滿了懼怕，但

是這裏他對自己說，我要倚靠你，所以第 4 節就是開始要回轉， “我倚靠神，我要讚美他的

話，我倚靠神，必不懼怕。血氣之輩能把我怎麼樣呢？”當我們自己能對自己說，人能把我怎

麼樣呢，我們就心裏不再有任何恐懼。 

第 5 節，他在這裏再繼續的呼喊，他說﹕ “神啊，他們終日顛倒我的話，他們一切的心思都是

要害我，他們聚集、埋伏，窺探我的腳蹤，等候要害我的命。他們豈能因罪孽逃脫嗎？神啊，

求你在怒中使眾民墮落。我幾次流離，你都記數。求你把我的眼淚裝在你皮袋裏。這不都記

在你冊子上嗎？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敵都要轉身退後。神幫助我，這是我所知道的。” 

 

第二段(56:5-9)，他說:我知道，我知道神是幫助我的，這就是他的確據，所以到最後 10 到

13 節的時候，他的整個的內容和心情都改變了。 

 

第三段(56:10－13） 

 “我倚靠神，我要讚美他的話，我倚靠耶和華，我要讚美他的話。我倚靠神，必不懼怕。人

能把我怎麼樣呢？神啊，我向你所許的願在我身上，我要將感謝為祭獻給你，因為你救我的

命脫離死亡，你豈不是救護我的腳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嗎？” 

 

我在想這個在谷底中的大衛能夠起來，就是因為他禱告，他呼求，他在神的面前傾心吐意，

他重新建立他對神的信心，他倚靠神，他讚美神的話，所以他這裏又重新再起來，這是他在

逃亡第二站--在迦特說謊，能夠再一次行在生命光中的原因。 

 

(2)詩篇 142 篇 

第三站到了亞杜蘭洞，詩篇 34 篇 57 篇跟 142 篇被稱為“洞中詩篇”，就可能是在亞杜蘭洞所

寫的，但也可能是到下一站隱基底的洞中所寫。我們來看一下 142 篇，大衛在洞裏作的訓誨

詩，乃是祈禱。 

 

“我發聲哀告耶和華，發聲懇求耶和華。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陳說我的患難。我的靈

在我裏面發昏的時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敵人為我暗設網羅。 

 

“求你向我右邊觀看，因為沒有人認識我。我無處躲避，也沒有人眷顧我。耶和華啊，我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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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哀求，我說，你是我的避難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 

 

“求你側耳聽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極卑微之地；求你救我脫離逼迫我的人，因他們比我強盛。 

“求你領我出離被囚之地，我好稱讚你的名。義人必環繞我，因為你是用厚恩待我。” 

在洞裏面真是甕中之鼈，他就是極力的呼求神，大力的禱告。 

 

(3)詩篇 57 篇 

57 篇寫得非常的美，大衛逃避掃羅，躲在洞中。那時，他作這金詩，交與伶長。調用 “休要

毀壞”。 1－4 節﹕ 

 

“神啊，求你憐憫我，憐憫我！因為我的心投靠你，我投靠在你的翅膀蔭下，等到災害過去。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為我成全諸事的神。那要吞滅我的人辱駡我的時候，神從天上施恩

救我，也必向我發出慈愛和誠實。我的性命在獅子中間，我躺臥在性如烈火的世人當中。他

們的牙齒是槍，是箭，他們的舌頭是快刀。” 但是第 5 節： 

 

 “神啊，願你崇高高過諸天，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我們現在常常唱讚美詩的時候，唱到這一首“神啊， 願你高過諸天，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卻是在大衛躲在洞裏面，極為卑微的時候他所唱的。人在卑微之時，還能夠仰望那高過諸天

穹蒼的神，他必然要被神搭救。6－11 節他說﹕ 

 

“他們為我的腳設下網羅，壓制我的心。他們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

堅定，我心堅定，我要唱詩，我要歌頌！我的靈啊，你當醒起！琴瑟啊，你們當醒起！我自

己要極早醒起。 

 

“主啊，我要在萬民中稱謝你，在列邦中歌頌你；因為你的慈愛高及諸天，你的誠實達到穹蒼。

神啊，願你崇高高過諸天，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我們讀了大衛生平，我們以後再唱這些詩歌的時候，我們可以想像，他躲在洞裏，他竟然能

夠從洞探出了高天，穿過了諸天，看到坐在寶座上的神，所以他歌頌耶和華的慈愛，願他的

誠實達到穹蒼，願他的慈愛高及諸天，願他的榮耀高過全地。 

 

我相信大衛在逃亡的時候，這些真的是鍛煉他的靈性，他與神的關係也成為我們的榜樣，當

我們逃亡，當我們落難，當我們孤單被人誤會的時候，被人捉拿的時候，被人追殺的時候，

不要忘記他能夠唱出這樣 “高及諸天”的一個頌贊的詩歌。 

 

第四站，亞杜蘭洞到哈列樹林，這是因為有人給他建議說，你不要在甕中成為甕中之鼈，你

最好還是到寬闊的樹林去吧，所以他就從亞杜蘭洞逃到了哈列樹林，哈列樹林其實就是在基

伊拉稍微南邊，西南一點，哈列樹林，這是一個寬闊的地方，就在那個地方，他聽說了挪伯

的祭司 85 人全體被害，這時他把亞比亞他接過來，他說: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為了這件

事情，他寫了詩篇的第 52 篇。 

 

詩篇 52 篇 

以東人多益來告訴掃羅，大衛到了亞希米勒家。那時，大衛作這訓誨詩，他說： 



舊約歷史（上）：第九課 

 

4 

 

“勇士啊，你為何以作惡自誇？”因為以東人多益所作的是惡，他卻以這個自誇。你要知道“神

的慈愛是常存的。”  所以下面，他說（詩篇五十二 2－5）： 

 

“你的舌頭邪惡詭詐，好像剃頭刀，快利傷人。你喜愛惡勝似愛善，愛說謊話，不喜愛公義。

詭詐的舌頭啊，你愛說一切毀滅的話。神也要毀滅你，直到永遠；他要把你拿去，從你的帳

棚中抽出來，從活人之地把你拔出來。” 

 

我在想﹕ 我們如果是大衛聽到幫助他的亞希米勒竟然全城被屠殺，他心中的憤怒使他寫出了

這首詩歌，可是第 6 節，他說（詩篇五十二 6－9）： 

 

“義人要看見懼怕，要譏笑他，說這就是那不以神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豐富財物，在邪惡上

堅立自己的人”的一個結局。 

 

“至於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欖樹，我永永遠遠倚靠神的慈愛。我要稱謝你，直到永遠。因為你

行了這事；我也要在你聖民面前仰望你的名，這名本為美好。” 

 

我想大衛不管在怎麼樣的景況，從怎麼樣的哀求開始，最後都是感恩，或者他從怎麼樣的憤

怒的情緒，最後還是感恩和讚美，這是大衛在哈列樹林聽到挪伯城被屠城的時候，他所寫的

詩篇 52 篇。 

 

(五)、從哈列樹林到基伊拉（撒上二十三 1－13） 

下面從哈列樹林他逃到了基伊拉這個城，這是第五站。基伊拉在哪里呢？在哈列樹林的東北

一點點，在亞杜蘭洞的東南一點，所以是介乎亞杜蘭洞跟哈列樹林之間。 

 

我們回到撒母耳記上第二十三章的第一節，在這裏,我們會看到他跟掃羅第一度的交鋒，在這

個逃亡的過程，我們來看撒母耳記上第 23 章； 

 

1. 大衛救基伊拉城（撒上二十三 1－5） 

有人告訴大衛說：“非利士人攻擊基伊拉，搶奪禾場。”所以大衛求問耶和華：“我去攻打那些

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知道他現在有了一位祭司亞比亞他，所以他可以讓祭司來求問耶

和華，代替他求問。） 

 

耶和華對大衛說：“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隨大衛的人對他說：“我們在猶

大這裏尚且懼怕，何況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軍旅呢？”大衛又求問耶和華，耶和華回答

說：“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把非利士人交在你手裏。”大衛和跟隨的人就往基伊拉去，與

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殺敗他們，奪他們的牲畜。這樣，大衛就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二十三 6 “亞希米勒的兒子亞比亞他，逃到基伊拉見大衛的時候，
手裏是拿著以弗得”。 
 
這一段有人就說，大衛求問能不能下基伊拉的時候，並不是透過
亞比亞他的以弗得來求問，不過在七十士譯本，它這裏是這麼翻
譯的，它說：“亞希米勒的兒子亞比亞他，逃到大衛那裏，與大衛
一同下到基伊拉。”也就是說他們是一起下到基伊拉，換言之，在
攻打基伊拉以前他是替他尋求耶和華，為大衛拿著以弗得來問耶
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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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七十士譯本的翻譯1，但是，沒有關係，這有一點出入，但是終究是一樣的結果。 

 

2. 掃羅追索大衛（撒上二十三 7－13） 

這件事情又被人告密，告到了掃羅。掃羅就說：“他進了有門有閂的城，困坐在裏面，這是神

將他交在我手裏的機會。”掃羅他一心一意還是要捉他，現在他到了這個基伊拉又是一個洞，

所以他就召聚眾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圍困大衛和跟隨的人。 

 

大衛知道掃羅設計謀害，就對祭司亞比亞他說：

“你把以弗得拿來。”  

以弗得拿過來以後，大衛禱告說：“耶和華以色列

的神啊，你僕人真聽說了掃羅要往基伊拉來，為

我的緣故滅城。基伊拉人將我交到掃羅手裏不

交？”（二十三 10－12）他就是要問，他會不會

再一次被出賣？ 

“掃羅照你僕人所聽的話下來不下來？” 

（這是他問的第二個問題，）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僕人。”耶和華

回答他說：“掃羅必定下來。”大衛又說：“基伊拉

人將我和跟隨的人交在掃羅的手裏不交？”耶和

華神說：“必交出來。” 

 

所以大衛跟他跟隨的大約六百人，我們前面知道有四百人在亞杜蘭洞跟隨他，現在來到基伊

拉竟然成為六百人跟隨，他們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們所能逃往的地方去。於是掃羅又有

人去告訴他，所以這總是有眼線，掃羅遍佈眼線在四圍要包圍大衛，大衛就從基伊拉逃走，

於是掃羅就不出來。這是第五站。 

 

(六)、從基伊拉到西弗曠野﹕ 與約拿單再度立約 （撒上二十三 14－18） 

下面第六站，逃亡從基伊拉到西弗曠野，14 節，大衛住在曠野的山寨裏，常在西弗曠野山地。

掃羅天天尋索大衛，神卻不將大衛交在他手裏。 

如果你有一個仇敵，你像掃羅一樣天天尋索他，那到底是誰不自由？有的時候我們心裏有一

個仇敵，常常想起來，就把他從心靈的監牢裏提出來數落他一番，然後再把他放回去，什麼

時候想起來了，又把他提出來。像這個掃羅天天尋索，可是神卻不將大衛交在他手裏。很多

時候，我們在那裏數算人的惡，在那裏不能饒恕人，其實傷害的是自己，那對方一點都不知

道，他不受到傷害，在這裏神還將大衛不交在他手裏。 

 

所以第 15 節，大衛知道掃羅出來尋索他的命。那時他住西弗曠野的樹林。掃羅的兒子約拿單

起身，往那樹林裏去見大衛，感謝神，他們這倆個彼此相愛的人，能夠在西弗曠野相見，這

裏，我們仔細看一下，這個大衛的好朋友約拿單，他的心態究竟如何，有的時候我們真的會

很感慨，有這樣的父親竟然會有完全不同的一個兒子。 

 

這裏撒上二十三 16－17, 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往樹林那裏去見大衛，使他倚靠神得以堅固，對

                                                        

1 七十士譯本(LXX) 譯作﹕ “亞希米勒的兒子亞比亞他逃到大衛那裏，與大衛一起下到基伊拉。   

他手裡拿著以弗得。” 若然， 則 23﹕1-5 的求問，就是藉著烏陵土明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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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你不要懼怕，我父掃羅手必不加害於你，你必做以色列王，我也必做你的宰相。這事

我父掃羅是知道的。” 

 

因為大衛在這個時候，是一個逃命的人，所以約拿單跟他說的是何等安慰的話，他來見他是

要堅固他，他說你不要怕，其實我父親也知道你終究要作王，我呢，就作你的宰相吧，你就

作王，我就作你的宰相。我在想，這個約拿單確實是心地高尚的人，他能夠尊重神，他真知

道神是膏立大衛的，（撒上二十三 18）於是二人在耶和華面前再次立約，大衛仍住在樹林裏，

約拿單回家去了。 

 

這個地方讓我們看到患難之中見真情，約拿單的這一份真摯的感情，給了大衛在逃亡的時候，

很大的一個安定和堅固的作用。 

 

(七)、從西弗曠野到瑪雲曠野（撒上二十三 19－28） 

1. 被西弗人出賣（撒上二十三 19－23） 

西弗人上到基比亞（又是再一次被西弗人所出賣）見掃羅說：“大衛不是在我們那裏的樹林裏

山寨中，曠野南邊的哈基拉山藏著嗎？王啊，請你隨你的心願下來，我們必親自將他交在王

的手裏。” 掃羅說：“願耶和華賜福你們，因你們顧恤我。請你們回去，再確實查明他的住處

和行蹤，是誰看見他在那裏，我聽見人說他甚狡滑，所以你們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來據實

告訴我，我就和你們同去。他若在猶大境內，我就是從千門萬戶中也要將他搜出來。” “千門

萬戶”，他打算用地毯式的搜尋把大衛找出來。 

 

2.在瑪雲曠野被掃羅追趕（撒上二十三 24－28） 

於是西弗人起身，在掃羅以先去到西弗。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卻在瑪雲曠野南邊的亞拉巴。 

 

 

 

 

 

 

 

 

 

大衛急急的躲避掃羅，因為掃羅和跟隨的人四面圍住大衛和跟隨他的，要拿住他們。 

 

忽然，這時候有一個軍事的情報來到，使者來報告掃羅說非利士人犯境搶掠，王請速速歸去，

於是掃羅不追趕大衛，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從此那地方就叫西拉哈瑪希羅結。大衛就從那裏

上去，住在隱基底的山寨。這是一個段落，從基伊拉到了西弗曠野，西弗到了瑪雲曠野，這

一段他一再的被出賣，然後他寫了詩篇 54 篇。 

 

詩篇 54 篇 

西弗人來對掃羅說，大衛豈不是在我們那裏藏身嗎？大衛那時作這訓誨詩，交與伶長，用絲

弦的樂器。這裏大衛在急難之中，一再一再被出賣的時候，他這樣說： 

 

“神啊，求你用你的名救我，憑你的大能為我伸冤。神啊，求你聽我的禱告，留心聽我口中的

 

掃羅和跟隨他的人去尋索大衛。有人告訴大衛，他就下到磐石，

住在瑪雲的曠野。掃羅聽見，便在瑪雲的曠野追趕大衛。掃羅

在山這邊走，大衛和跟隨的人在山那邊走。這如果拍起電影；

你就會看到，一個是急速這樣走，一個是急速這樣走，一去一

來，一往一去，兩邊不相。就是神用一座山把他們分開，一個

在山這邊，一個在山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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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因為外人起來攻擊我，強暴人尋索我的命，他們眼中沒有神。神是幫助我的，是扶持

我命的。他要報應我仇敵所行的惡，求你憑你的誠實滅絕他們。我要把甘心祭獻給你。 

 

“耶和華啊，我要稱讚你的名，這名本為美好。他從一切急難中把我救出來；我的眼睛也看

見了仇敵遭報。” 

 

所以他在這裏還是有讚美，還是要把甘心祭獻上，稱讚耶和華美好的名。不管他到哪里，他

被尋索，他多多的禱告，就把他的信心再一次從穀底提起來。他逃亡的第一個階段，這是七

個段落，七站是他逃亡的上期，暫時告一個段落。 

 

八、大衛逃亡中期(撒上二十四 1-二十六 25) 

在世為人，你會採取以下哪一種看法？是以直報怨？以德報怨？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還是

不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讓我們從大衛逃亡中期，看他如何處理人際關係中的恩怨問題？ 

 

掃羅一直要尋索大衛，因為非利士人犯境，他就回去了，可是他仍然沒有放棄尋索大衛。在

這個時候他們兩個要碰頭，從二十四章開始，（撒上二十四 1）掃羅追趕非利士人回來，有人

告訴他說：“大衛在隱基底的曠野。”所以從這一章開始，是大衛逃亡的中段，他跟掃羅王要

直接碰面，在隱基底的曠野。 

 

(一)、從瑪雲曠野到隱基底的曠野山寨：首次放過掃羅 

（撒上二十四 2）掃羅就從以色列人中挑選三千個精兵，率領他們往野羊的磐石去，尋索大

衛和跟隨他的人。在這裏，大衛可以有機會殺掃羅，但是我們看看大衛怎麼樣來反應。 

 

1．大衛在隱基底不害掃羅（撒上二十四 1－7） 

當這個要抓你，你的仇人要抓你，竟然在你面前要被你所抓，這個情勢逆轉的時候，你怎麼

樣反應，我們來看大衛。（撒上二十四 3）到了路旁羊圈那裏有個洞，掃羅進去大解。大衛和

跟隨他的人正藏在洞裏的深處。 

 

你知道藏在洞裏深處是由裏向外看，外面是亮的，所以裏面看外面的人是一清二楚，而外面

的人進到洞裏來是看不見的，所以掃羅在洞裏大解，而大衛和跟隨的人正藏在洞裏的深處。 

 

（撒上二十四 4－5）跟隨的人就對大衛說：“耶和華曾應許你說：‘我要將你的仇敵交在你手

裏，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時候到了。”大衛就起來，悄悄割下掃羅的外袍衣襟。隨後大衛心

中自責，因為割下掃羅的衣襟。 

 

作者在這裏，對大衛的心理有很微妙的一個描述。他起先也被那個人說動了，他說；“耶和華

神今天把你的仇敵交在你手裏，你可以任意待他，就是今天。”所以大衛很快地，第一個反應

就是悄悄地站起來，他就是把掃羅的外袍衣襟割下來，但是很快他又自己心裏自責，因為割

下掃羅的衣襟。 

 

（撒上二十四 6）他就對跟隨的人說：“我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

伸手加害他，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這個地方很感動，因為大衛是受膏者，可是他也承認

掃羅是受膏者，常常王不見王，可是這裏大衛卻仍然尊掃羅是受膏者，並且是一個沒有仇也

要報仇的這樣的一個王在他眼前，他仍然尊他為耶和華的受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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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二十四 7）大衛用這話攔住跟隨他的人，不容他們起來殺害掃羅。掃羅就從洞裏出去

行路。可見得掃羅從洞外進到洞內大解完畢再出去，這個過程他都全然不知。所以大衛做這

件事切下他衣襟的外袍的時候，他竟然不知道。 

 

2．大衛向掃羅自白（撒上二十四 8－15） 

（撒上二十四 8－15）隨後大衛也出來，從洞裏出來，呼叫掃羅說：“我主，我王！”掃羅回頭

觀看，大衛就屈身臉伏於地下拜。大衛對掃羅說：“你為何聽信人的讒言，說大衛要想害你呢？

今日你親眼看見在洞中耶和華將你交在我手裏，有人叫我殺你，我卻愛惜你，說：‘我不敢伸

手加害我的主，因為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我父啊！請你看看你的外袍衣襟在我手中。我割

下你的衣襟，沒有殺你，你由此可知道我沒有惡意叛逆你。雖然你獵取我的命，我卻沒有得

罪你。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是非，在你身上為我伸冤，我不親手加害於你。古人有句話

說：‘惡事出於惡人。’我卻不親手加害於你。以色列王出來尋找誰呢？追趕誰呢？不過是追趕

一條死狗，一個跳蚤就是了。願耶和華在你，你我中間施行判斷，斷定是非，並且鑒察，為

我伸冤，救我脫離你的手。” 

 

大衛到這個時候終於有一個可以說話的機會，他直接對掃羅說，我這樣子地以德報怨，願耶

和華在我們中間作為判斷。 

 

3．掃羅自己承認過錯（撒上二十四 16－22） 

（撒上二十四 16－22）到了這裏，大衛向掃羅說完這話，掃羅就說：“我兒大衛，這是你的

聲音嗎？”然後放聲大哭，對大衛說：“你比我有公義，因為你以善待我，我卻以惡待你。” 

 

掃羅似乎在這個地方良心發現，大聲痛哭，他說：“你今日明顯以善待我，因為耶和華將我交

在你手裏，你卻沒有殺我。人若遇見仇敵，豈肯放他平安無事地去呢？願耶和華因你今日向

我所行的，以善報你。我也知道你必要作以色列國的王，以色列國必在你的手中堅立。現在

你要指著耶和華向我起誓，不要剪除我的後裔，在我父家不要滅沒我的名。”於是大衛向掃羅

起誓，掃羅就回家去。大衛和跟隨他的人上山寨去了。 

 

這個地方，掃羅如果真的是謙卑下來良心發現的時候，他就非常清楚知道，大衛是神所要膏

立的，將來是他作王，因此他說：“你跟我立約，你不要剪除我的後裔，不要讓我父家滅沒我

的名，你比我有義。” 他就這樣的一個醒轉，應該完全地恢復過來才對，但是我們要看故事

繼續怎麼樣的發展。 

 

思考問題： 

1. 掃羅因為忌妒而生忿怒，忿怒而犯大罪，這件是給我們基督徒怎樣的警戒呢？一位屬神的

人，甚至教會的領袖，在怎樣的光景下也會犯同樣的錯誤呢？請分享你自己的看法！ 

 

2. 大衛在逃亡時所作的金詩有哪幾篇？這些詩篇如何在我們人生的最低潮、恐懼害怕時能給

我們怎樣的激勵呢？請分享你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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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逃亡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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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歷史背景明確之大衛詩篇 

     

  3: 1      大衛逃避他兒子押沙龍的時候作的詩. 

  7: 1      大衛指著便雅憫人古實的話,向耶和華唱的流離歌. 

18: 1 當耶和華救他脫離一切仇敵和掃羅之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華念這詩.   

30: 1 大衛在獻殿的時候, 作這詩歌. 

34: 1 大衛在亞米勒面前裝瘋, 被他趕出去, 就作這詩. 

51: 1 大衛與拔示巴同室以候, 先知拿單來見他.他作這詩,交與伶長. 

52: 1 
以東人多益來告訴掃羅說, 大衛到了亞希米勒家. 那時大衛作這訓誨詩, 

交與伶長. 

54: 1 
西弗人對掃羅說, 大衛豈不是在我們那裡藏身麼. 那時大衛作這訓誨詩, 

交與伶長, 用絲絃的樂器. 

56: 1 非利士人在迦特拿住大衛. 那時他作這金詩, 調用遠方無聲鴿. 

57: 1 大衛逃避掃羅, 藏在洞裡. 那時他作這金詩, 調用休要毀壞. 

59: 1 
掃羅打發人窺探大衛的房屋, 要殺他. 那時大衛用這金詩, 交與伶長, 調用

休要毀壞. 

60: 1 
大衛與兩河間的亞蘭並瑣巴的亞蘭爭戰的時候, 約押轉回, 在鹽穀攻 擊以

東, 殺了一萬二千人. 那時大衛作這金詩. 

63: 1 大衛在猶大曠野的時候, 作了這詩. 

142:1 大衛在洞裡作的訓誨詩, 乃是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