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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又健壯、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沒有一個能比他的；
身體比眾民高過一頭。」(撒上 9:2)

看自己為小，神亦與他同在~神的靈大大感動他。



私自獻上燔祭

+15:22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
祭，豈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15:23  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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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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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開始出現在掃羅生命上

+16:14 耶和華的靈離開掃羅，有惡魔從耶和華那
裡來擾亂他。

+16:15 掃羅的臣僕對他說：「現在有惡魔從神那
裡來擾亂你。

+16:16 我們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僕，找一個善
於彈琴的來，等神那裡來的惡魔臨到你身上的時
候，使他用手彈琴，你就好了。」

+16:23 從神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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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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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嫉妒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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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從非利士營中出來一個討戰的人，名叫
歌利亞，是迦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

17:9   他若能與我戰鬥，將我殺死，我們就作
你們的僕人；我若勝了他，將他殺死，你們就
作我們的僕人，服事我們。」

17:10  那非利士人又說：「… 你們叫一個人出
來，與我戰鬥。」

大衛用機弦甩石，勝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

撒上18:7  眾婦女舞蹈唱和，說：
「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



1. 嫉妒的心

18:7 眾婦女舞蹈唱和，說：「掃羅殺死千
千，大衛殺死萬萬。」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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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從這日起，掃羅就怒視大衛。

18:10
次日，從神那裡來的惡魔大大降在掃
羅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亂語。大衛
照常彈琴，掃羅手裡拿著槍。

18:11 掃羅把槍一掄，心裡說，我要將大衛
刺透，釘在牆上。大衛躲避他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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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

掃羅從那時起，不斷想殺害大衛。

箴14:30  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
嫉妒是骨中的朽爛。

箴27:21  鼎為煉銀，爐為煉金，
人的稱讚也試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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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害大衛

+18:15 掃羅見大衛作事精明，就甚怕他。
+18:16 但以色列和猶大眾人都愛大衛，
因為他領他們出入。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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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心裡說：「我不好親手
害他，要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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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毒 (bitter)  與 更好 (better)

1. 變得苦毒 (bitter)：

可以憤怒、毒恨、咒駡

2. 變得更好 (better)：
可以使自己變得更好
沒有得選擇，但可選擇仇恨/不仇恨

失 望：Dis appointment 

神的安排：His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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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毒（bitter) 更好（better)

失敗：學習謙卑的渠道

失去：懂得珍惜

受騙：增長智慧

受傷害：變得更堅強

受委屈：砥礪自己的人格

被藐視輕看責備時，心裡有平安；

誠實面對所犯的錯，要突破求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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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e：
Basic  instruction  before  

leaving  earth
離世前的基本指南



2. 寬宏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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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今日你親眼看見在洞中，耶和華將你交在我手裡
有人叫我殺你，我卻愛惜你，說：『我不敢伸手
害我的主，因為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

24:11 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
的衣襟，沒有殺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沒有惡意
叛逆你。你雖然獵取我的命，我卻沒有得罪你。

24:12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是非，在你身上為我伸
冤，我卻不親手加害於你。

24:13 古人有句俗語說：『惡事出於惡人。』我卻不親
手加害於你。

24:14 以色列王出來要尋找誰呢？追趕誰呢？不過追趕
一條死狗，一個虼蚤就是了。

隱基底山洞



(掃羅)對大衛說：
「你比我公義，因為你以善待我，
我卻以惡待你。今日你已顯明是以
善待我，因為耶和華將我交在你手
裏，你卻沒有殺我。(撒上24:17-18)

大衛「割斷王的外袍」代表著：

叛逆了由神所授的王權，「代表神」作出了判決。

大衛隨後「心中自責」(撒上24:5)

大衛不怨恨、不報復、不奪神的權柄，

仰望神作審判；將自己性命交在神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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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基拉山 ~ 
掃羅仍執意追殺大衛
於是大衛和亞比篩夜間到了百姓那裡，
見掃羅睡在輜重營裡；他的槍在頭旁，
插在地上。押尼珥和百姓睡在他周圍。
亞比篩對大衛說：「現在神將你的仇
敵交在你手裡，求你容我拿槍將他刺
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

26:9大衛對亞比篩說：
「不可害死他。有誰伸手害耶和華的
受膏者而無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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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衛對掃羅的善、
寬宏的心

2. 信靠「為人伸冤」的神



《荒漠的智慧》

老先生：向傷害你的人行善。
老先生：避開他們、保持緘默。

在可以報仇時，選擇饒恕，
選擇等候神、選擇敬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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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呼求的心

+ 23:2  所以大衛求問耶和華說：「我去攻打那
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華對大衛說：

+ 23:4  大衛又求問耶和華。耶和華回答說：
+ 23:9  大衛知道掃羅設計謀害他，就對祭司亞
比亞他說：「將以弗得拿過來。」

+ 23:10-11 大衛禱告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啊…求你指示僕人！」耶和華說：「掃羅必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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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求問耶和華，但神仍對他沉默。

掃羅吩咐臣僕說：「為我找一個招魂的婦人，我
好去問她。」臣僕對他說：「看哪，在隱多珥有
一個招魂的婦人。」(撒上28：7) 



+核心：尋問與回答
+大衛直接尋問神，
+耶和華回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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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直接尋問，神不回答。

掃羅轉而藉招魂來尋問神；

然而神決定不再回答掃羅。

3. 呼求的心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
在祂接近的時候求告祂。」

(以賽亞書55:6)

掃羅：真心悔改過？
掃羅說：

「我有罪了，雖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
的長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舉我，同我回
去，我好敬拜耶和華你的神。」(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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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求耶和華悔罪 ~ 
大衛對拿單說：「我得罪耶和華了！」
拿單說：「耶和華已經除掉你的罪，
你必不至於死。」(撒下12：13)



掃羅大衛不同之處：
大衛以祈禱和獻祭表達悔改

敬畏那看不見的神

+馬丁路德：這正是開始悔改的時候，
+可決定不斷指責他人，叛逆神！
+也可選擇自省悔改，跟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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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的

悔改

神對他滿
有慈愛恩
典的接納

神子民在
世旅程的
寫照



大衛求問：
是一份眼光、
是一份仰望、
是一份倚靠。

掃羅名字意思：
求問、懇求 
是一份諷刺、
是一份悲哀！

你的求問？
1 9



反思：詩歌【保守我心】

+我的主，這是我的懇求，祈求祢保守我的心，
+我的主，這是我的呼求，扶助我勝過一切罪惡。

+有些時候，單單偏愛自己，
+有些時候，執意偏行己路，

+但在祢裡面，有豐盛的愛，能讓我，在愛裡從頭開始。

+求祢保守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一生果效是由心發出，讓我確定，

+祢的愛是何等的大，像天離地有多高，或東離西有多遠，
+祢叫我過犯離我也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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