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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大衛生平與詩篇──逃亡時期（續） 

 

 

 

 

 

 

 

 

 

 

 

 

 

 

 

 

 

 

 

 

這個人是一個大富戶，有三千綿羊，一千山羊，正在迦密剪羊毛，那人名字叫拿八，是迦勒族的人，

他的妻子名叫亞比該，是個聰明俊美的婦人。拿八為人剛愎兇惡，這個亞比該是一個非常賢德的妻

子，可惜她的丈夫為人剛愎兇惡，我們來看這個過程。 

 

(1). 拿八之於大衛：以惡報善（撒上二十五 2－9） 

大衛在曠野聽說拿八剪羊毛。剪羊毛在古時候是一個節慶，通常都會宴客，因為剪羊毛是一件喜事，

請人來幫忙，然後宴客。大衛在這裏聽說拿八剪羊毛，就打發十個僕人，吩咐他們說：“你們上迦

密去見拿八，提我的名問他的安。要對那富戶如此說：  

 

„願你平安，願你家平安，願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現在我聽說有人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迦密

的時候和我們在一處，我們沒有欺負他們，他們也未曾失落什麼。可以問你的僕人，他們必告訴你。

所以願我的僕人在你眼前蒙恩，因為是在好日子來的。求你隨手取點賜與僕人和你兒子大衛。‟”

（撒上二十五 6－8） 

 

你知道，這個有點像我們到了一個地盤，當然大衛不是這個地頭蛇，不是那個意思，而是說，他保

護了拿八的家裏的僕人，那麼拿八現在也是喜事，正在這個喜慶的時候，給一點好處，因為他有六

百個人要養活，你知道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就請人去問安，希望他隨手給一點食物，

沒有想到大衛的僕人到了，把這話提大衛的名告訴拿八，就住了口，竟然拿八的回答是何等的無理

和粗暴。 

  

拿八回答大衛的僕人說：“大衛是誰？耶西的兒子是誰？近來悖逆主人逃走的僕人甚多。我豈可將

飲食和為我剪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給我不知道從哪里來的人呢？” （撒上二十五 10－11） 

 

我想拿八多少也聽說了大衛不斷地在躲藏掃羅追殺，不斷地在曠野飄流，所以他故意地這麼說，誰

 

 

(二)、從隱基底到巴蘭的曠野 

（撒上二十五 1－二十六 25） 

這是大衛另外一個階段。二十五章

一節，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人眾人

聚集，為他哀哭，把他葬在拉瑪他

自己的墳裏。大衛起身下到巴蘭的

曠野。巴蘭的曠野,包括瑪雲、西

弗；在更南邊一點。 

 

1． 大衛、拿八與雅比該 

（撒上二十五 1－44） 

在瑪雲有一個人，他的產業在迦

密，這個迦密不是北邊的迦密山，

而是在巴蘭曠野的迦密。瑪雲也是

在巴蘭附近曠野這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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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衛，誰是耶西的兒子，他不過是一個悖逆主人逃走的僕人而已，我這個肉豈可給我不知道的人

吃呢？ 

 

(2). 大衛之於拿八：以直報惡（撒上二十五 10－22） 

於是大衛僕人轉身從原路回去，照這話告訴大衛，大衛向跟隨他的人說：“你們各人都帶上刀。”

眾人就都帶上刀，大衛也帶上刀，跟隨大衛上去的約有四百人，只留二百人看守器具。 

他是帶了四百個人，帶上弓刀要去討個公道，要去殺害他們。（撒上二十五 12－13） 

 

所以，有拿八一個僕人告訴拿八的妻亞比該說：“大衛從曠野打發使者問主人安，主人卻辱駡他們。

那些人待我們甚好；我們在田野與他們來往的時候，沒有受他們的欺負，也未曾失落甚麼。我們在

他們那裏牧羊的時候，他們晝夜作我們的保障。所以你當籌畫，看怎麼行才好。不然，禍患要臨到

我主人和他全家。主人性情兇暴，無人敢與他說話”。（撒上二十五 14－17） 

 

你看這個，連僕人都心裏害怕，因為大衛帶了四百個精兵要來，這個拿八絕不是他的對手，本來是

個喜慶，看來要以悲劇收場。這個亞比該果然是個賢德的妻子，她連忙將餅二百個，兩皮袋酒，五

隻收拾好的羊，五細亞烘好的穗子，一百葡萄餅，二百無花果餅，都馱在驢上。原來，那個大衛所

要的，她的先生沒有給，她現在就是替她的先生預備了這些，然後對僕人說：“你們在前頭走，我

隨著你們去。”這事她沒有告訴她的丈夫拿八。我想她如果講，她肯定做不成，拿八還會罵她一頓，

甚至會羞辱她，但是亞比該知道這事是於她家有好處，她知道這事做得正，她一方面為她的先生，

一方面也是為了大衛。我們往下面看: 

 

亞比該騎著驢正下山坡，見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從對面下來，亞比該就迎接他們。大衛曾說：“我在

曠野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樣不失落，實在是徒然了，他向我以惡報善。凡屬拿八的男丁，

我若留一個到明日早晨，願神重重降罰與我。” （撒上二十五 20－22） 

 

這是大衛要出發來討伐拿八的時候他所起的誓，但亞比該在這半路遇到了大衛，她急忙下驢，在大

衛面前臉伏於地，俯伏下拜，你知道她賢，一個賢德的婦人，不但她的品德高尚，她的言辭也充滿

了智慧。 

 

(3). 亞比該求恕於大衛（撒上二十五 24－31） 

她俯伏在地叩拜，她用很智慧的話挽回了一場流血的事件。你看她俯伏在大衛腳前說：“我主，願

這罪歸我！求你容婢女向你進言，更求你聽我婢女的話。我主你不要理這壞人拿八，他的性情正如

他的名字一樣，他名叫拿八（拿八就是愚頑的意思）。他為人果然愚頑。但我主所打發的僕人，婢

女並沒有看見。我主啊，耶和華既然阻止你親手報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今日指著耶和華永生神

的名，敢在你面前起誓說，願你的仇敵和謀害你的人都像拿八一樣。如今求你將婢女送來的禮物給

跟隨你的僕人。求你饒恕婢女的罪過。耶和華必親自為我主建立堅固的家。因我主為耶和華爭戰，

並且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麼過來。” （二十五 24－28） 

 

亞比該這個賢德的婦人她對大衛講的這番話，真是至情、至性、至理。下面她又說: 

 “雖有人起來追逼你，尋索你命，你的性命卻在耶和華你神那裏蒙保護，像包裹寶器一樣；你仇敵

的性命，耶和華必拋出去，如同機弦甩石一樣。我主現在你若不親手報仇，流無辜人的血，到了耶

和華所應許你的話賜福與你，立你作以色列的王，那時我主必不至心裏不安，覺得良心有虧。願耶

和華賜福我主的時候，求你紀念你的婢女。”（二十五 29－31） 

 

你看她前面是動之以情，現在曉之以理，你一向都沒有什麼過犯，沒有什麼過錯，如果你現在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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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人的血，就是到你作了王，你都會覺得良心有虧。所以，她真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後她說，

“願耶和華賜福我主的時候，求你紀念你的婢女。”她這番話說動了大衛， 

 

(4). 大衛息怒：能聽的耳（撒上二十五 32－38） 

大衛就對亞比該說：“耶和華以色列神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今日使你來迎接我。你和你的見識也

當稱頌，”（這真是一個有見識的婦人），“因為你今日攔阻我親手報仇，流人的血。我指著阻止我

加害於你的耶和華永生神起誓，你若不速速來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屬拿八男丁必不留一個。”

大衛受了亞比該送來的禮物，就對她說：“我聽了你的話，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

去吧！” （二十五 32－35） 

 

但願我們在座的婦女都能成為有智慧，有見識的婦女。能夠化解干戈為玉帛。神有一句話說“伸冤

在我，我必報應”，我們就是聽憑主怒，我們寧可讓步，當大衛這樣子被阻擋了以後，在他的品格

上沒有留下污點。 

 

而拿八這邊，神就親自來處理他。亞比該到了拿八那裏，見他在家裏擺設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

八快樂大醉。亞比該無論大小事都沒告訴他，直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八醒了酒，他的妻將

這事都告訴他，他就魂不附體，身體僵硬如石頭一般。過了十天，耶和華擊打拿八，他就死了。（撒

上二十五 36－38）有人說拿八在這個時候因為驚嚇過度，腦溢血，所以，十天之後就死了。 

 

(5). 大衛娶亞比該為妻（撒上二十五 39－44） 

大衛聽見拿八死了，就說：“應當稱頌耶和華，因他伸了拿八羞辱我的冤，又阻止僕人行惡，也使

拿八的惡歸於拿八的頭上。”於是大衛打發人去與亞比該說，要娶她為妻。大衛的僕人到了迦密見

亞比該，對她說：“大衛打發我們來見你，想要娶你為妻。”亞比該就起來，俯伏在地，說：“我情

願作婢女，洗我主僕人的腳。”亞比該立刻起身，騎上驢，帶五個使女，跟從大衛的使者去了，就

作了大衛的妻。 

 

大衛先娶了耶斯列人亞希暖，她們二人都作了他的妻。掃羅已經將他的女兒米甲，就是大衛的妻，

給了迦琳人拉億的兒子帕提為妻。這好像是這個作者岔開來，描述一下大衛在逃亡過程的家庭生活

的狀況，有人會說﹕ “哎，大衛，你怎麼可以去娶亞比該呢？你自己已經有了一個妻，雖然米甲是

被你的岳父把她給了別人，但是你有了亞希暖，你為什麼又去娶了亞比該？” 

但事實上亞比該，她的先生過世以後，她如果再婚是沒有問題的，何況她其實心裏面對大衛相當的

仰慕。我在想，一個人在落難的時候，你能夠還看出他的優點，還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能夠知

道有朝一日他要為王，這樣的婦女絕非平凡之輩，所以她真的是歡歡喜喜地帶著五個使女就作了大

衛的妻。 

 

2． 大衛再次饒掃羅的命（撒上二十六 1－25） 

下面第 26 章，是大衛這段逃亡的又一個高潮。 

(1). 掃羅復索大衛於哈基拉（撒上二十六 1－5） 

西弗人到基比亞見掃羅說：“大衛不是在曠野前的哈基拉山藏著嗎？”掃羅就起身，帶領以色列中挑

選的三千精兵，下到西弗曠野，要在那裏尋索大衛。這個西弗曠野，在迦密的稍微東北一點（參考

地圖）。在那裏又有人去出賣大衛，告訴了掃羅。可是掃羅為什麼在第 24 章他才說“你比我有義，

你以善報惡，我以惡報你”，兩邊才互相的立約起誓，為什麼這下他又挑選三千精兵，要去到西弗

曠野尋索大衛呢？ 

 

一個人如果積重難返，良心有的時候清醒過來，可是很容易又回到他的慣性之中，他已經非常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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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地被惡魔來纏磨他，被他自己的仇恨心理來蹂躪他，所以這是他的復仇之火，他覺得大衛使他

丟盡了面子，他覺得他眾叛親離都是大衛造成的，所以他還是要下到西弗來捉拿他。 

 

掃羅在曠野的哈基拉山，在道上安營。大衛在曠野聽說掃羅到曠野來追尋他，打發人去探聽，就知

道掃羅果然來到。大衛起來到掃羅安營的地方，看見掃羅和他的元帥尼珥的兒子押尼珥睡臥之處。

掃羅睡在輜重營裏，百姓安營在他周圍。（撒上二十六 3－5） 

 

(2). 大衛在西弗不害掃羅（撒上二十六 6－16） 

神又給了大衛一個機會，就是他的仇敵掃羅竟然睡著了，他的防備在這個時候完全地鬆馳下來。 

 

大衛對赫人亞希米勒和洗魯雅的兒子約押的兄弟亞比篩說：“誰同我下到掃羅營裏去？”亞比篩說：

“我同你下去。”於是大衛和亞比篩夜間到了百姓那裏，見掃羅睡在輜重營裏，他的槍在頭旁，插在

地上。押尼珥和百姓睡在周圍。亞比篩對大衛說：“現在神將你的仇敵交在你手裏，求你容我拿槍

將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 （撒上二十六 6－8） 

 

這是一定成功的，因為他睡得這麼熟，這麼沉，但是大衛在這個時候，他說：“不可害死他。有誰

伸手害耶和華受膏者而無罪呢？”  

 

大衛又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他或被耶和華擊打，或者死期到了，或是出戰陣亡，都可

以，但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加害耶和華的受膏者。只是你可以把他頭旁的槍和水瓶拿走。”

二人就走了，沒有人看見，也沒有人知道，沒有人醒來，因為耶和華使他們沉沉地睡了。大衛過到

那邊，遠遠站在山頂上，與他們相離甚遠。大衛呼叫百姓和押尼珥的名字說：“押尼珥，你為何不

答應呢？”押尼珥說：“你是誰？竟敢呼叫王呢？”大衛對押尼珥說：“你不是勇士嗎？以色列中有誰

能比你呢？民中有人進來要害死王你的主，你為何沒有保護王你的主呢？你這樣是不好的。我指著

永生的耶和華起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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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看王

頭旁的槍和水瓶在哪里？” （撒上二十六 10－16） 

 

(3). 大衛向掃羅諫勸（撒上二十六 17－20） 

掃羅遠遠地聽見那山頭上傳下來的聲音，知道是大衛，他就說：“我兒大衛，這是你的聲音嗎？”

大衛說：“主我的王啊，是我的聲音。”又說：“我作了什麼呢？我手裏有什麼惡事呢？我主竟追趕

僕人呢？求我主我王聽僕人的話：若是耶和華激發你攻擊我，願耶和華收納祭物；若是人激發你，

願他在耶和華面前受咒詛，因他現今趕逐我，不容我在耶和華產業上有份，說：„你去侍奉別神吧！‟

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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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上二十六 18－20） 

 

你看大衛在這裏說，如果是神要你來尋索我，就讓我成為那祭物，就讓我獻給耶和華吧，但是如果

是人的話，你就千萬不要聽他，願他這樣子的話受咒詛。 

 

(4). 掃羅自承其謬（撒上二十六 21－25） 

掃羅說：“我有罪了！我兒大衛，你可以回來，今天你看我的性命為寶，我必不再加害於你。我是

個糊塗人，大大錯了。”大衛說：“王的槍在這裏，你可以吩咐一個僕人過來拿去吧。今日耶和華將

王交在我手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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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日看重

你的性命，願耶和華也看重我的性命，並拯救我脫離一切的患難。” 

 

掃羅對大衛說：“我兒大衛，願你得福！你必作大事，也必得勝。”於是大衛起行，掃羅回他本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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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故事到這裏，大衛這樣一再一再的逃亡，第二程的這一段逃亡，有兩次可以殺掃羅，但是大

衛都因為敬畏神的緣故，不敢伸手傷害耶和華的受膏者，他只讓神在他們中間評斷，然後掃羅回去

了，大衛也回去了。 

 

三、大衛逃亡後期(撒上二七 1--撒下一 27) 

(一)、從西弗曠野到非利士地（撒上二十七 1－12）  

從這一段開始，是大衛逃亡最後一段的路程。雖然大衛第二次再有機會殺死掃羅的情況之下，跟掃

羅有所約定，掃羅也答應他不再去追捕，但是大衛心裏仍然沒有安全感、仍有不信的陰影；他說：

“有一日我必然死在掃羅的手下，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 於是大衛起身，和跟隨他的六百人投奔

迦特王瑪俄的兒子亞吉去了。 

 

1. 投奔迦特王亞吉（撒上二十七 1－4） 

大衛和他兩個妻，就是亞希暖和亞比該，和他跟隨的人，連各人的眷屬，都住在迦特亞吉那裏。不

止六百個人，乃是六百個家庭，這些人都跟著大衛，原來從四百增加到六百，現在來到亞吉那裏，

有人就告訴掃羅說：“大衛逃到迦特。”掃羅就不再尋索他了。 

 

2. 蒙賜洗革拉（撒上二十七 5－7）  

大衛對亞吉王說：“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京外的城中賜我一個地方居住。僕人何必與王同住

京都呢？”當日亞吉就將洗革拉賜給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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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地圖上，就是這個大衛的生平地圖，我們看一下洗革拉所在的地方，洗革拉屬

於南地，在希伯侖西南的地方，在別是巴以北，這個地方是大衛逃亡最後的一段路程，他在洗革拉

住了一年零四個月。 

 

3. 征服基述人、基色人、亞瑪力人之地（撒上二十七 8－12） 

大衛和跟隨他的人上去，侵奪基述人、基色人、亞瑪力人之地。這幾族歷來都住在那地，從書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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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吉說：“你們今日侵奪了哪些地方？”大衛說：“侵奪了猶大的南方，耶拉篾的南方，基尼

的南方。”無論男女，大衛沒有留下一個帶到迦特來。他說：“恐怕他們將我們的事告訴人，說大衛

住在非利士地的時候，常常這樣行。”亞吉信了大衛，心裏想：“大衛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惡他，他就

必永遠作我的僕人了。” 

 

大衛逃亡到了迦特亞吉，從西弗到非利士地，是因他的信心不穩定，有不信的陰影，所以他投奔迦

特亞吉王住一年零四個月；對所征服之地，他所說的卻稍有所隱瞞，他為了有一點點的權謀，就是

要亞吉可以相信他，以為在以色列當中，以色列人不喜歡他，這樣他會永遠住在迦特的地方就作他

的僕人。 

 

(二)、基利波之役（撒上二十八 1－撒下一 17） 

從 28 章開始，到 31 章，掃羅被殺在基利波山上這一段，可以說是掃羅人生的最後一段；從大衛來

說，則是他逃亡的末期。聖經描述以色列和非利士人這一次慘烈的基利波戰役，是雙線進行，掃羅

的晚景，跟大衛逃亡的末期，他們同在一個大環境當中，但是，這兩個人的遭遇和抉擇卻不同，所

產生的結果也不同。掃羅已到強弩之末，迎戰非利士人，在實力上已是今非昔比；而大衛以以色列

人的身份，要與非利士人共同攻打自己的同胞，更是關係微妙。幸而，亞吉王雖然信任他，但非利

士首領們卻不信任他。 

 

我們若按故事雙線進行來描述，可列大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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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衛的遭遇(28﹕ 1-2; 29:1-30:31) 

a. 非利士人首領猜疑大衛 ( 29:4-11) 

b. 亞瑪力人焚燒洗革拉 (30:1-6) 

c. 大衛追趕亞瑪力人(30:7-31) 

2. 掃羅的抉擇（28:3-25）  

a. 掃羅往隱多珥見女巫 ( 28: 3-24) 

b. 當夜起身就走了(28:25) 

3.決戰 (撒上 31:1-13；撒下 1: 1-27) 

a.非利士人戰敗以色列人(31: 1-6) 

b.掃羅及三子遭辱屍 ( 31:7-13) 

c.大衛聞噩耗 (撒下 1: 1-16) 

d.大衛作哀歌(撒下 1:17-27) 

    

將上述大綱，按八天所發生的先後次序，可得下表﹕ 

 

第一天：迦特王辭退大衛 

我們看一下，在第 1 天所發生的事，因為 28 章是一段插入的話語，我們待會兒再回過頭來看，現

在我們要從 28 章的第 1-2 節接到 29 章的第 1 節，亞吉他說：“大衛你和你跟隨的人要和我同去。

我立你做我的護衛長。”大衛也同意了。 

 

撒上二十九 1，非利士人將他們的軍旅聚到亞弗；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營。我們就看一下地

圖，知道他們兩邊擺陣，戰爭的所在地，是在亞弗以及耶斯列平原，他們兩邊要作戰，以色列人是

在耶斯列平原，而這個非利士人是從南往北，來到了亞弗這個地點。29 章第 2 節，非利士人的首

領各率軍隊，或百或千，挨次前進。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同著亞吉跟在後邊。 

 

在這個時候，他們軍隊，一個是在亞弗，一個在基利波，兩邊擺陣的時候，發生了一個意外事件，

也解除了大衛的困境。因為第 3 節，“非利士人的首領說：„這些希伯來人在這裏作什麼呢？”因為

大衛跟他六百個人都跟著亞吉王北上，亞吉說：“這不是以色列王掃羅的臣子大衛嗎？他在我這些

年日，自從他投降我，直到今日。（也就是說一年四個月這段時間。）我未曾見過他有什麼過錯。” 

但是第 4 節， 非利士人的首領向亞吉發怒，對他說：“你要叫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也就是在

洗革拉，不可叫他同我們出戰，恐怕他在我們陣上倒戈，反為我們的敵人，他用什麼與他主人復和

呢？豈不是用我們這些人的首級嗎？從前以色列婦人跳舞歌唱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

   大衛 掃羅 

 共同的 大環境 非利士人進攻以色列人  （ 28﹕ 1；29﹕1） 

   不        

同 

第一天 迦特王亞吉辭退大衛； 

亞瑪力人擄掠洗革拉 (29:1b-2) 

  

   的 第二天     

   遭 第三天 大衛回到洗革拉   

   遇 第四天 黎明追殺亞瑪力人(30:17) 掃羅到隱多珥找交鬼婦人  (28:3-25） 

   或 第五天 晚上救回眷屬(30:17-25) 基利波山之役，掃羅戰死 

   決 第六天 大衛重回洗革拉(30:26-31) 非利士人辱屍 

   定 第七天   基列雅比人護屍,並禁食七天 

  第八天 大衛得聞惡訊,哀悼掃羅父子   

 不同的 結果  大衛結束六年的逃亡生涯  掃羅自殺、三子陣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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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所說的不就是這個大衛嗎？”（所以亞吉這個時候，他遇到了難處，因為他自己國內的軍旅，

軍長反對大衛。） 

 

亞吉就叫大衛來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隨我在軍中出入，我看你甚好。

自從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見你有什麼過失，只是我的眾首領不喜悅你。現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

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領不喜歡你。”大衛對亞吉說：“我作了什麼呢？自從僕人到你面前，直到

今日，你查出我有什麼過錯，使我不攻擊我主我王的仇敵呢？” 其實，大衛在這兒只是一個表態而

已。第 9 節，亞吉說：“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的首領說：„這

人不可和我們出戰。‟故此你和你跟隨的人，就是你本主的僕人，要明日早晨起來，等到天亮回去

吧！” 

 

於是大衛和跟隨他的人早晨起來，回往非利士地去。非利士人也就上到耶斯列去了。所以在我們的

這一個表上，倒數計時的時候，第一天是迦特王亞吉把大衛辭退。 

 

第三天：大衛回到洗革拉 

亞瑪力人就在這個時候來掠奪了洗革拉，所以當大衛往回走的時候，30 章第 1 節， “第三日，大

衛和跟隨他的人到了洗革拉。” 也就是說，從亞弗他回到洗革拉要經過兩天的路程。 

 

所以，第三日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到了洗革拉。亞瑪力人已經侵奪了南地，攻破洗革拉，用火焚燒。 

就是在這兩天，大衛和他跟隨的人不在的時候，洗革拉它的後方著火了，他家後院著火。 

 

亞瑪力人掠奪了城內的婦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卻沒有殺一個，都帶走了。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到了

那城，不料城已經焚燒，他們的妻子、兒女都被擄去。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就放聲大哭，直哭得沒有

力氣。大衛兩個妻，耶斯列人亞希暖和作過拿八的妻迦密人亞比該，也被擄去。大衛甚是焦急，因

為眾人為自己的兒女苦惱，說：“要用石頭打死他。”大衛卻依靠耶和華他的神，心裏得堅固。（撒

上三十 3－6） 

 

大家一看，後方全都空了，所有的兒女統統被擄走，房子被燒。實際上他們並不知道兒女是死是活，

所以他們就放聲大哭，直哭得沒有力氣，大衛這個時候堅心地依靠耶和華。 

 

大衛對亞希米勒的兒子祭司亞比亞他說：“請你將以弗得拿過來。”亞比亞他就將以弗得拿到大衛面

前。大衛求問耶和華說：“我追趕敵軍，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華說：“你可以追，必追得上。”

（所以在這裏耶和華不但這麼說，還說：）“你都可以救得回來。”於是大衛跟跟隨的六百個人來到

比梭溪，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裏。（撒上三十 7－10）所以這六百個有四百個隨著大衛往前去，

另外兩百個人疲乏不堪就留著看守器具。 

 

撒上三十 11－16 節，這四百人在田野遇見一個埃及人，就把他到帶大衛面前，給他餅吃，給他水

喝，又給他一塊無花果餅和兩個葡萄餅。他吃了，精神復原，因為他三天三夜沒有吃餅，沒有喝水。

大衛就問他，要從他口中探一些軍情，他說：“你是屬誰的？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說：“我是埃

及的少年人，是亞瑪力人的奴僕。因為我三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棄了。我們侵奪了基利提的

南方和屬猶大的地，以及迦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燒了洗革拉。”大衛就問他說：“你肯領我們到敵軍

那裏，肯不肯？”他說：“你要向我指著神起誓，你不殺我，也不將我交在我主人手裏，我就帶你們

去到敵軍那裏。”那人領大衛下去，見他們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為從非利士地和猶大地所擄來

的財物甚多。亞瑪力人他們得了勝仗，擄掠的這一切，他們散在地上，吃喝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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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大衛從黎明追殺亞瑪力人（撒上三十 17） 

 

第五天：晚上救回眷屬（撒上三十 17－25） 

大衛從黎明直到次日晚上，（有一天半的時間），擊殺他們，除了四百騎駱駝的少年人之外，沒有一

個逃脫。亞瑪力人所擄去的財物，大衛全都奪回來，而且救回他兩個妻。凡亞瑪力人所擄去的，無

論大小、兒女、財物，大衛都奪回來，沒有失落一個。大衛所奪來的牛群羊群，跟隨他的人趕在原

有的群畜前邊，說：“這是大衛的擄物。” 

 

大衛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隨、留在比梭溪的兩百個人那裏。他們出來迎接大衛並跟隨的人。大衛前來

問他們的安。跟隨大衛的人當中有惡人，有匪類就說：“這些人既然沒有跟我們同去，我們所奪的

財物就不分給他們，只將他們各人的妻子、兒女還給他們就是了。”大衛卻說，“弟兄們，耶和華所

賜給我們的，我們不可不分給他們。因為耶和華保佑我們，將那攻擊我們的敵人交在我們手裏。這

事誰可以依從你們呢？上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應該大家平分。” 

 

所以大衛他定下一個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的一個戰爭的規則，這樣，可以使他們士氣不致瓦解。所

以 25 節，大衛定此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從那日直到今日，這成為一個上陣得多少，後方的人看

守器具的也得多少。這是一個律例。 

 

第六天：大衛重回洗革拉（撒上三十 26－31） 

大衛到了洗革拉，從掠物中取些送給他朋友猶大的長老，說：“這是從耶和華仇敵那裏奪來，送給

你們為禮物。”他送禮物給住在伯特利的，南地拉末的、雅提珥的，住亞羅珥的，息末，以實提莫

的；住在拉哈勒的，等等這地方。住在希伯侖和大衛跟隨他的人，素來所到之處的人，他都把一些

禮物送給他們。這些事情都發生在這個最後八天裏面的。 

 

你看到我們這個表上說：大衛第三天回到洗革拉，他從第四天的黎明一直追殺亞瑪力到中午，第四

天中午，到第五天的晚上他追回了他所失去的。第六天他回到洗革拉，他把上陣的禮物奪來的也分

給他的一些當地的朋友。這是一條線，從第一天到第六天，大衛被亞吉王辭退，回到洗革拉這中間

的一個插曲。他把亞瑪力人所奪去他們的兒女、財富統統要回來。 

 

思考問題： 

1. 從大衛，拿八，與掃羅三者之間的恩怨關係裏，我們可以學到那些處理人際關係中的恩怨 

的一些教訓呢？ 

2. 大衛投奔迦特王亞吉的那段時期所作的事給我們怎樣的教訓呢？基督徒在似乎窮途末路 

時是否可以自己找變通的辦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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