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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十二課：敬畏：因神之名，以善待惡 
經文：（撒上 24：8-20； 撒上 26：1-12；26：17-24） 

I. 引言 

A. 化冰：Q1. 五歲女童陳瑞臨「臨臨」(2018 年 1 月 6 日) 因遭生父繼母長時間施虐1，

一而再受不公平對待而致死亡，你有什麼感受？Q2.你曾面對一而再的不公平對待嗎？

面對這樣的對待，你有什麼感受？你會有什麼回應？（反擊、沮喪抱怨、報復、“你

做初一我做十五”?）你以什麼去主導你的回應？ 

B. 研經背景 

之前查經中，我們看到大衛被掃羅追殺，失去了以往的身份地位，身陷險境，甚至

因求生而裝瘋，經歷了人生的低谷。這一課我們繼續大衛的逃亡之旅，撒母耳記上

二十四和二十六章記載了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在猶大曠野漂盪時期，逃避掃羅追殺期

間的兩段經歷。第二十四章記錄掃羅在隱基底的曠野追趕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反有

機會被大衛殺死，第二十六章是大衛夜入敵營的記述。這兩章在基本結構上，都是

分成兩部分：歷史敘事和對話部分。 

歷史敘事 24：1-4 26：1-13 

地點 隱基底曠野路旁羊圈的山洞中 曠野前哈基拉山的路旁輕重營裡 

人物 大衛和跟隨者 

掃羅 

大衛，亞希米勒。亞比篩和約押 

掃羅，押尼珥，四圍的百姓 

信物 掃羅外袍的衣襟 掃羅的槍和水瓶 

對話 24：5-22 26：14-16；17-25 

大衛說話對象 掃羅 押尼珥，掃羅 

對話主題 為大衛的無辜作辯護 臣僕對君王（對耶和華受膏者）應有

的責任 

為被趕逐到與耶和華產業無分的地方

作申述 

（請閱讀下頁二十四和二十六章整章，但留意我們只會查考配合「經文大綱」深色粗字

體的三段經文。這次選用了現代中文譯本，因翻釋較易理解，也貼近原文意思。） 

C. 研經重點 

(1) 掃羅因着怕自己的位置被取代而追殺大衛，難道大衛心中沒有委屈的感受嗎？ 

(2) 掃羅反覆無常，對大衛背信棄義，大衛對掃羅的所作所為難道不痛恨嗎？  

(3) 在苦難委屈中，大衛對神仍存敬畏和信靠嗎？在這次查考的經文中，我們從歷史的

敘事和大衛與掃羅的對話中，看看耶和華怎樣兩次把掃羅交在大衛手裡，在大好反

擊的機會面前，大衛又在苦難委屈中，大衛的選擇是什麼？ 大衛和掃羅對神的態

度怎樣影響他們的生命素質？讓大衛這段經歷為我們帶來反省，領悟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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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01.com/%E6%B8%AF%E8%81%9E/149384/-%E7%9F%AD%E6%9A%AB%E7%94%9F%E5%91%BD-%E

6%B8%AF%E4%BA%BA%E8%87%AA%E7%99%BC%E5%B1%AF%E9%96%80%E6%82%BC%E8%87%A8%E8%87

%A8-%E7%8D%BB%E8%8A%B1%E9%9D%9C%E9%BB%98%E8%90%BD%E6%B7%9A-%E9%81%A0%E9%9B%A2

%E4%BD%A0%E8%BA%AB%E9%82%8A%E6%83%A1%E9%AD%94 

https://www.hk01.com/%E6%B8%AF%E8%81%9E/149384/-%E7%9F%AD%E6%9A%AB%E7%94%9F%E5%91%BD-%E6%B8%AF%E4%BA%BA%E8%87%AA%E7%99%BC%E5%B1%AF%E9%96%80%E6%82%BC%E8%87%A8%E8%87%A8-%E7%8D%BB%E8%8A%B1%E9%9D%9C%E9%BB%98%E8%90%BD%E6%B7%9A-%E9%81%A0%E9%9B%A2%E4%BD%A0%E8%BA%AB%E9%82%8A%E6%83%A1%E9%AD%94
https://www.hk01.com/%E6%B8%AF%E8%81%9E/149384/-%E7%9F%AD%E6%9A%AB%E7%94%9F%E5%91%BD-%E6%B8%AF%E4%BA%BA%E8%87%AA%E7%99%BC%E5%B1%AF%E9%96%80%E6%82%BC%E8%87%A8%E8%87%A8-%E7%8D%BB%E8%8A%B1%E9%9D%9C%E9%BB%98%E8%90%BD%E6%B7%9A-%E9%81%A0%E9%9B%A2%E4%BD%A0%E8%BA%AB%E9%82%8A%E6%83%A1%E9%AD%94
https://www.hk01.com/%E6%B8%AF%E8%81%9E/149384/-%E7%9F%AD%E6%9A%AB%E7%94%9F%E5%91%BD-%E6%B8%AF%E4%BA%BA%E8%87%AA%E7%99%BC%E5%B1%AF%E9%96%80%E6%82%BC%E8%87%A8%E8%87%A8-%E7%8D%BB%E8%8A%B1%E9%9D%9C%E9%BB%98%E8%90%BD%E6%B7%9A-%E9%81%A0%E9%9B%A2%E4%BD%A0%E8%BA%AB%E9%82%8A%E6%83%A1%E9%AD%94
https://www.hk01.com/%E6%B8%AF%E8%81%9E/149384/-%E7%9F%AD%E6%9A%AB%E7%94%9F%E5%91%BD-%E6%B8%AF%E4%BA%BA%E8%87%AA%E7%99%BC%E5%B1%AF%E9%96%80%E6%82%BC%E8%87%A8%E8%87%A8-%E7%8D%BB%E8%8A%B1%E9%9D%9C%E9%BB%98%E8%90%BD%E6%B7%9A-%E9%81%A0%E9%9B%A2%E4%BD%A0%E8%BA%AB%E9%82%8A%E6%83%A1%E9%AD%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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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經文大綱 (撒上 24：8-20；26：1-12；26：17-24) 

1. 敬畏：以善待惡，伸冤在神（24：8-20） 

2. 敬畏：忍受背信，拒絕作惡（26：1-12） 

3. 敬畏：謹守信念，超越感受（26：17-24） 

E. 參考資料： 

詹正義，撒母耳記上【卷二】，（天道 2001）227-316 頁。 

II. OIA 工作紙 (問題參考) 

1. 敬畏：以善待惡，伸冤在神（撒上 24：8-2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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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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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大衛拒殺掃羅 （撒上 24） 

1 掃羅追趕非利士人回來，探知大衛在隱‧基底附近的荒野， 

2  就率領以色列最精銳部隊三千名，到「野山羊巖」東邊搜索大衛和他的部下。 

3  掃羅來到路旁羊欄附近的一個山洞，進裏面去解手，剛好大衛跟他的隨從躲藏

在這洞的深處。 

4  大衛的部下對他說：「你的機會到了！上主告訴過你，他要把你的敵人交在你

手中，你可以隨意處置他。」大衛爬過去，悄悄地割下掃羅所穿的袍子的一角。 

5  後來大衛為了所做的事心裏不安， 

6  對部下說：「願上主阻止我做出任何傷害我主人的事；他是上主所選立的君王！

我絕對不可傷害他；因為他是王，是上主所選立的。」 

7  大衛終於說服了部下，不准他們傷害掃羅。 掃羅起來，走出山洞，繼續上路； 

8  大衛出來跟在他後面，高喊：「我主，陛下！」掃羅轉過身來，大衛伏地叩拜，說： 

9  陛下為甚麼聽信讒言，說我想傷害你呢？ 

10  今天，你親眼看到在洞裏，上主把你交在我手中。我的部下有人要我殺你，但

我不忍，對他們說，我絕對不傷害你，因為你是上主選立的王。 

11 我父，請看！我手中握着你袍子的一角！我要殺你不難，但我只割下這一塊衣

角。這應該使你相信，我沒有背叛或傷害你的念頭。我沒有做甚麼對不起你的

事，你仍在搜尋我，要殺我。 

12  願上主判斷你我之間的是非。願他替我報復，因為我不會傷害你。 

13 古語說：『壞事出自壞人。』我絕對不會傷害你。 

14 以色列王要殺的是甚麼？他追趕的是甚麼？是一條死狗，一隻跳蚤？ 

15  上主要判斷，要斷定你我之間的是非。願他詳察，保護我，救我脫離你的手。」 

16  大衛說完了話，掃羅說：「我兒大衛啊，那真的是你嗎？」於是他放聲大哭。 

17  他說：「你是對的，我錯了。我這樣以怨待你，你仍然以德待我。 

18  今天，你已經表現了你多麼善良；因為上主雖然把我交在你手中，你卻沒有殺我。 

19 當人抓到敵人，怎麼會放他平安無事地走呢？願上主因你今天對我所做的賜福

給你！ 

20  現在我確實知道你要作以色列王，而且國家會由你統治。 

21  你要指着上主的名發誓，你將保留我的後代，使我的名和我家族的名不至於被

遺忘。」 

22  於是大衛向掃羅發誓。事後，掃羅回家；大衛和他的部下又回到他們躲藏的地

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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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 1. (觀察) 這段經文是大衛在隱基底2山洞中不殺掃羅後，他主動喊叫掃羅後，和

掃羅 的對話，分成兩部分： 

（v.8-15）          的獨白 

（v.16-20）         的獨白 

 

2. (觀察，解釋) 大衛以什麼實際行動表明他對掃羅的尊敬？（v.8） 

 

 

 

3. (觀察，解釋) 大衛的獨白中，如何表達大衛和掃羅的善惡及大衛對神的敬畏？

(v.8-15) 

a. 掃羅的    (v.11)：  

 

 

b. 大衛的    (v.9-11,13-14,18)：  

 

 

c. 伸冤在    (v.12,15)： 

 

 

4. (觀察) 掃羅聽到大衛的獨白後，有何感受？(v.16-17) 

 

 

 

5. (解釋）從掃羅的回應中，反映出那一刻他怎樣看自己和大衛以及神的旨意？

（v.17-20） 

a. 掃羅的    （v.17）： 

 

 

b. 大衛的     (v.18-19)： 

 

 

c.     旨意的確定（v.20）：  

 

 

6. (默想) 你曾經歷被無理對待嗎？你那刻的感受如何？大衛因敬畏神，選擇以善待

惡，放棄還擊，讓神親自判斷，在日常生活中，你有經驗神親自為你伸冤嗎？ 

 

                                                 
2
 http://www.heraldmonthly.ca/newspaper/web/articleView.php?date=201211&id=1347 

http://www.heraldmonthly.ca/newspaper/web/articleView.php?date=201211&id=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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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敬畏：忍受背信，拒絕作惡（撒上 26：1-12） 

 

 

 

大衛再次拒絕殺掃羅 （撒上 26） 

1  有人從西弗到基比亞來見掃羅，向他報告大衛躲在猶大荒野邊緣的哈基拉山。 

2  掃羅馬上帶以色列的三千精兵到西弗荒野搜尋大衛。 

3 他們在哈基拉山路旁紮營。大衛還在荒野，當他知道掃羅已經領着軍隊來到的

時候， 

4  他派探子出去偵查，證實掃羅果然到了。 

5  大衛立刻動身到掃羅的營地，找到了掃羅和他的元帥─尼珥的兒子押尼珥睡覺

的地方。掃羅睡在軍營裏；他的部隊在他的周圍紮營。 

6  大衛問赫人亞希米勒和洗璐雅的兒子約押的弟弟亞比篩：「你們兩人誰願意跟

我到掃羅的營裏去？」 亞比篩說：「我願意！」 

7  當晚，大衛和亞比篩進入掃羅的營裏，發現掃羅睡在營的中間，他的矛插在頭

旁邊的地上；押尼珥和兵士圍着他睡。 

8  亞比篩對大衛說：「今天晚上，上帝把你的敵人交在你手中了。現在讓我用他

自己的矛刺穿他，只要一下就可以把他扎在地上，用不着刺兩下！」 

9 可是大衛說：「你不可傷害他！誰傷害上主所選立的王，上主一定處罰他。」 

10  大衛又說：「我指着永生上主發誓，我知道上主自己會殺掃羅，在應該死的時

候死去，或者死在戰場。 

11  上主不准我傷害他所選立的王，我們拿他的矛和水罐走吧！」 

12 於是大衛從掃羅的頭邊拿走他的矛和水罐，然後跟亞比篩離開了。沒有人看見，

也沒有人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連一個醒來的人也沒有。他們都呼呼大睡，因為

上主使他們沉睡。 

13  大衛越過山谷的那一邊，到了山頂上，隔着相當的距離， 

14 然後高聲向掃羅的軍隊和押尼珥喊叫：「押尼珥！你聽見我嗎？」 押尼珥問：

「誰在那裏亂叫，把王吵醒？」 

15 大衛回答：「押尼珥，你不是以色列中最強壯的勇士嗎？你怎麼沒有好好地保

護國王─你的主人呢？有人剛剛進到營裏去，要殺你的主人呢！ 

16 你失職了，押尼珥！我指着永生上主發誓，你們都該死！因為你們沒有保護主

人，就是上主所選立的王。去看看！王的矛在哪裏？他頭邊的水罐在哪裏？」 

註: 

(26:6) 亞比篩的母親是大衛的姊妹，即他是大衛的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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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觀察) v1-6 敘述了大衛夜入掃羅營事件的背景。 

a. 誰向掃羅報信？（v1）               

b. 掃羅有什麼行動？（v2）帶           到            追趕搜尋       

c. 大衛知道後有什麼行動？（v4-6）派探子                  ；       和 

       乘着               熟睡之際闖進軍營。 

 

   2.  (觀察，解釋)看見那位千方百計要趕盡殺絕自己的人熟睡在面前，毫無防備，大衛  

       和亞比篩有什麼不同的想法？如何反映大衛對神的敬畏？（v7-11） 

 

 

 

3. (解釋) 從(撒上 24:8-20)及(撒上 26:1-12)兩段經文，對比出掃羅和大衛的生命素質有什

麼分別？ 

 

 對神 對人 自稱（參 26: 21; 23） 

掃羅   

 

 

 

 

大衛   

 

 

 

 

 

 

4. (默想) 大衛面對掃羅，拒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敬畏神，堅持信守美善， 

不作“壞人”，拒絕成為如掃羅般的惡者。我們又有沒有曾經陷入憑己意而行，以

惡還惡的陷阱？大衛的堅持帶來什麼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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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敬畏：謹守信念，超越感受 (撒上 26：17-24) 

 

1.  (觀察，解釋) 大衛夜闖軍營後，和掃羅的對話中表達了什麼情緒？(v.18-20) 

 

 

 

2.  (觀察) 掃羅對大衛一連串伸冤的訴說有什麼回應？(v.21) 

 

 

 

3. （觀察,解釋) 掃羅背信，再次追趕大衛，大衛雖然委屈愁苦，但仍堅守什麼信念？

（v23,24) 

 

 

 

4. （默想) 面對自己的情緒，你如何因敬畏神而持守神的話語去引導你的思想而不

是順着自己的情緒感受？有什麼掙扎？ 

 

17 掃羅認出是大衛的聲音，就問：「大衛，我兒！是你嗎？」 大衛回答：「我主，

陛下，是我！」 

18  然後又說：「王啊，你為甚麼還在追捕你的僕人呢？我做錯了甚麼？我犯了甚麼

罪？ 

19 陛下，請聽我說。如果上主使你敵對我，我願獻祭給他，好挽回他的心意；如果

是出於人的陰謀，願上帝詛咒他們。因為他們把我趕出上主賜給他子民的土地，

要使我流浪外國，拜那裏的神明。 

20  求你不要讓我死在異國的土地上，遠離上主。以色列的王為甚麼要出來殺我，像

殺一隻跳蚤呢？為甚麼要射殺我，像射殺一隻野鳥呢？」 

21 掃羅說：「我錯了。回來吧，我兒大衛！我再也不會傷害你了，因為你今晚保全

了我的性命。我真是個糊塗人；我犯了大錯！」 

22  大衛說：「陛下，這是你的矛。請吩咐你的一個隨從過來拿。 

23  上主賞賜信實正義的人。今天他把你交在我手中，但我沒有傷害上主所選立的王。 

24  願上主像我今天保全你的性命一樣保全我，使我脫離所有的災難。」 

25   掃羅對大衛說：「我兒，上帝賜福給你！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會成功！」 於是

大衛離開那裏；掃羅回家去了。 

註: 

(26:19) 外國是指以色列以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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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總結： 

屬神和不屬神的人都有感受和情緒，屬神的人有聖靈的提醒，安慰與幫助，去超越情

緒的牽引主導。耶和華兩次把掃羅交在大衛手裡，在大好反擊的機會面前，大衛沒有

讓內心鬱結難平的感受來決定行動！縱使在苦難委屈中，大衛仍選擇敬畏神！ 

 

因着對神的敬畏，大衛： 

A. 以善待惡，深信神會為他判斷是非，保護他脫離兇惡。 

B. 雖面對不義，但拒絕作惡，不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的命令，不以自己的方法去反

擊。對比掃羅反覆無常，言而無信，被謀害大衛的狹窄意念梱綁。 

C. 超越感受，自我節制，堅持做信實正義的人。 

 

IV. 反省及應用 / 實踐（題目只作參考，可以有自己的反思及應用） 

A. 大衛的做法是怯懦嗎？對待當權者的態度 (撤上 24:5-6) ? 

B. 大衛以信守諾言著稱；當守諾言與你的利益衝突時，你會如何 (撤上 24:21-22) ? 

C. 亞比篩的忠心勇敢與大衛的仁慈坦蕩都使人敬佩，假如是你會如何 (撤上 26:5-9) ?  

D. 大衛已被膏為王，為何他仍要等候神的時間 (撤上 26:8-12) ? 

E. 最近在你的生活中，有沒有一些人或事讓你有冤屈、憤怒或受傷的情緒和感受？請 

你安靜在主面前反思，坦誠面對內心的感受並寫下來，在禱告中向神傾訴，神會明

白和接納你的感受。 

F. 你相信神會為你判斷是非，保護你嗎？ 你願意因着敬畏神，放下自我的操控，讓

神去帶領你的行動和回應，超越情緒的牽引主導嗎？試安靜禱告，再想想，對那些

人和事，可以有什麼不同的回應或行動？ 

G. 你的內心有什麼掙扎？請你寫下來，在禱告中向神傾訴，求神幫助你。 

   如果事情真的非常困擾你，請你不要遲疑，馬上找你的牧者或信任的肢體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