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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生命查經簡介 --「合神心意的人--大衛」 
 

I. 引言：為何查考「大衛」人物？ 

(一) 我們揀選了「大衛」這聖經人物成為我們今年學習及經歷的方向，因為： 

1. 大衛在聖經中的重要性 

從聖經記載不同人物的篇幅大小，可以看到大衛在聖經中的重要性。舊約聖經記載

篇幅最多的人物中：摩西有 35 章，亞伯拉罕有 14 章，約瑟同樣是 14 章，雅各則

11 章，以利亞 10 章；然而大衛是 66 章，且在新約中被引述約 59 次之多。 

 

2. 大衛在歷史中的重要性 

在耶穌基督族譜中，大衛是繼亞伯拉罕之後最顯赫的成員(太 1:1)，因神主動與他立

了「大衛之約」，應許永遠堅立他的王位(撒下 7:16)，更藉著耶穌基督這位永恆的君

王成全了這個應許。大衛王的歷史故事在不同世代流傳廣泛，亦成為眾多藝術家喜

愛的角色。 

 

3. 大衛與神的關係極其親密 

大衛被神稱為「合祂心意的人(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撒上 13:14；徒

13:22)。這並不是指他生命完美無暇，一生全然活在神的旨意中，成為模範英雄，

人們追求的理想。「合神心意」是指他在生活不同的時刻及處境中都與神緊密相交，

並看見神的同在及榮美。大衛的生平包含了一個生活在神面前，尊重神、敬畏神，

並對神有回應的人。大衛的生平讓我們看到一個平凡及不完美的生命是怎樣被神塑

造。 

 

4. 大衛的生命既屬天又屬地 

畢德生在<跳過墻垣>一書中稱大衛為「俗世聖徒」：大衛的故事有血有肉，涵蓋了

人性的不同層面，活現在你我同樣遭遇的處境，諸如父母、家人、朋友、愛情、工

作、妻子、兒女、性愛、敵對、自尊、屈辱、排斥、死亡、恐懼、和平、權勢、罪

惡、苦難…等。大衛的重要性並非在於他個人的能力、成敗，而是在於他與神的結

連，在生活的不同層面都接觸到上帝。他道出一個有真實屬靈的生命，在他生命中

很多的要事也是與上帝有關，正如他在<詩 139 篇>中描述：神全面認識他、全方位

與他同在；不但精心創造他，更對他的一生編寫了極多、極寶貴的意念 (v17,18)。

為此種種，他獻上全心的感恩及讚美，並甘願常常被主察驗及引導。大衛像你我一

樣，是一位「俗世聖徒」，他有屬靈的一面，也有罪惡的一面；他有憐憫寬恕敵人

的時刻，也有策劃排除異己的一刻。無論他得到神的拯救、恩典，抑或遭到神的責

備、懲治，又或深感困苦絕望中，他的心仍然轉向神、禱告神、緊貼神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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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A：看完上面的簡介，請安靜在神面前。看看聖經中「合神心意的人」與人性裏的「俗

世聖徒」這兩個名稱對你的心有何攪動？你期盼自己一生，能成為一位「合神心意的人」

嗎? 這個願景重要嗎?你對神有何回應？這願向神寫出你心靈的祈願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目標：禱告主，盼望從查考大衛生平的經文後，你會有以下 3 方面的成長： 

1. 對神方面--你在日常生活中看見神在你身上極多、極寶貴的意念、計劃、引導，又

更深體會神與你的相遇及關係，以致你心靈願意被神塑造為「合祂心意的人」。 

2. 對自己方面--你更認識自己內在的真我，承認既有剛強、美善、能幹的一面，也有

軟弱、醜惡、有限的一面。像大衛一樣做一個屬天/屬靈又在地的「俗世聖徒」，

在平凡生活中活出神的性情，在軟弱犯罪時仍願意轉向神。 

3. 對別人方面--你能放下防衛及面具，用不完美的真我去與人相處；又學習接納別人

的不完美，以致大家都更能活現真我，包括軟弱或短處。而當我們感受到無條件

被接納時，便成為生命轉化及成長的動力及開始。 

 

思想 B：你最渴望見到以上哪些改變(對神、對自己及別人上)？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撒母耳記上下 簡介 

(一) 寫作背景 

 1. 分類：在希伯來文聖經中，撒母耳記上下原為一卷書，七十士譯本為了實用方便緣故，

首先將它分為上下兩冊，與列王紀上下共四冊合稱為「王國書」。 

 

 2. 命名：本書雖以撒母耳命名，但他顯然不是全卷書的作者，因他的離世記錄在撒母耳

記上結束之前，他不可能記載下卷提及的大衛王以後的事蹟。後人以其名冠之於王國前

期歷史，大抵因為他是書中三位主角之一，是拯救以色列脫離士師時代的危難絕望，轉

入君主政制平安興盛時代的民族英雄；他更是膏立書中其餘兩位主角（掃羅、大衛）為

王的先知，可見撒母耳在以色列歷史中的重要性，本書以他命名，實為合宜。 

 

 3. 著書日期：根據撒上 27:6 說，猶大國的王得到洗革拉「直到今日」，正適用於猶大國分

裂成獨立國的時候。所以，著書的日期大抵是主前 900 年或稍後的時間。 

 4. 時代：撒母耳生於主前 11 世紀中葉，介乎士師時代與君王時代之間，是最後的一位士

師，引導以色列人進入君主時期。本書詳載他的出生、童年及當士師的經過。當時以色

列人正面臨歷史上最黑暗時期：宗教上，祭司制度腐敗，信仰生活瀕於破產；政治上，

人民目無法紀，「各人任意而行」（參士 17:6， 18:1，19:1，21:25）；外交上又受制於強鄰

非利士人，正是充滿內憂外患。本書記述撒母耳如何帶領以色列人回轉歸向耶和華，引

進屬靈上及政治上復興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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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編者：根據經文的內證顯示，本書不可能是一個人的手筆，必定是一部彙編。撒母耳

可能是卷上前 24 章的編者，而從代上 29:29 及代下 9:29 看來，拿單與迦得的文獻也在被

編纂之列。此外，詩歌體裁如雅煞珥的書（撒下 1:18）也被包括在內。 

 

 6. 寫作目的：作者透過記載以色列王朝興起的歷史片段，帶出人與神之間的互動。當人

願意忠誠信靠神，順服祂的話，便帶來神與人立約的祝福；相反，當人離棄神，叛逆主

的道，便帶來痛苦與咒詛。這並不是一個新的信息，因這信息始於創世記，延伸至摩西

五經，尤其在申命記第 28 章清楚闡明，並貫徹至舊約中所有的歷史書。 

 

7. 神學思想：由於本書的目的並非為提供王國時期的歷史資料，而是從神學觀點將有關

選民的歷史事蹟加以評論和解釋，並引為後人的監戒，全書所強調的中心思想是：選民

能否在應許之地生存，視乎他們是否忠於神與他們所立的約：整個朝代甚至國家的興亡，

也完全在乎他們是否遵守神的律法（參申 28 章）。這個論點影響了作者處理歷史資料的

手法：他沒有詳盡無遺地將所搜集的資料一一記下，而是經過小心的選擇，按著各事件

的神學意義和教訓加以整理。 

 

由於作者純粹從神學角度看以色列的歷史，在撒母耳記、列王紀中，有關人物、朝代或

君王事蹟所占的篇幅，並不是按其政治地位、成就或貢獻而定。例如：以利統治長達四

十年，但他的治績卻從未被提及。掃羅作王亦有四十年，除早期對外戰爭外，書中亦鮮

有記述他其餘的事蹟。北國最英勇的君王是暗利（見王上 16:15-26 注）， 但作者僅以六

節經文輕描淡寫地提及他的統治（王上 16:23-28）； 另一方面，功績遠不及暗利的亞哈王，

在巴力先知與以利亞的針鋒相對下，反而佔了六章篇幅。作者對各君王的評價，也完全

視乎他們是否作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有關這方面。作者特別強調耶路撒冷的聖殿是

唯一合法的獻祭地方（見申 12:5-14）。南國的君王每每因為沒有停止在邱壇獻祭（見王上

3:2 注），而遭受指摘（只有希西家和約西亞王例外）；所有北國的君王則因耶羅波安在伯

特利和但所建的邱壇，犯了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裡」的那罪。（見王上 12:26-32） 

 

本書的另一特點，是指出先知在以色列歷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作者不但詳述先知的嘉

言懿行（單是以利亞和以利沙的事蹟便占了列王紀上下篇幅的三分之一），並且不斷提醒

讀者，以色列的王國是由先知建立、輔助和監督的。以色列的興亡、以及歷史中各樣大

小的事蹟，正應驗了神藉各先知所說的預言。 

 

8. 文學特色：作者喜用一套套故事的形式來刻劃以色列民族史上的英雄人物，例如撒母

耳記可順序清楚地劃分為撒母耳、掃羅和大衛的事蹟。在這些英雄事蹟中，作者常常用

比對的方式表明不同人物對約的不同態度決定了他們前途的興衰。 例如，撒上 1-3 章中

以利的兒子代表當日法定宗教的領袖，而童子撒母耳則代表神所揀選的一個寂寂無名的

小人物。漸漸地，以利的兒子因失職而遭撇棄，但撒母耳卻受神的抬舉，成為所重用的

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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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書大綱 

撒上大綱 撒下大綱 

I. 撒母耳為士師（1-7 章） 

1. 撒母耳的出生（1-2:10） 

2. 撒母耳的童年（2:11-3 章） 

3. 約櫃被擄與以利的死亡（4-5 章） 

4. 約櫃被送回（6 章） 

5. 撒母耳戰勝非利士人（7 章） 

 

II. 掃羅為王（8-15 章） 

1. 以色列人求立王（8 章） 

2. 掃羅被選為王（9-11 章） 

3. 撒母耳的自白（12 章） 

4. 戰敗非利士人（13-14 章） 

5. 亞瑪力人被滅與掃羅的違命（15 章） 

 

III. 掃羅與大衛（16-31 章） 

1. 大衛受膏與覲王（16 章） 

2. 大衛戰勝歌利亞（17 章） 

3. 大衛與約拿單（18-20 章） 

4. 大衛的逃亡與流浪（21-30 章） 

5. 掃羅與約拿單戰敗身亡（31 章） 

 

I.  大衛在希伯崙作猶大王（1:1-4:12） 

1. 大衛為掃羅王及約拿單舉哀（1:1-27） 

2. 大衛與伊施波設兩個王朝（2:1-3:1） 

3. 伊施波設王朝敗落（3:2-39） 

4. 伊施波設王朝亡（4:1-12） 

 

II. 大衛作全國以色列的王（5:1-10:19） 

1. 統一全國及克制外敵（5:1-25） 

2. 抬約櫃進京（6:1-23） 

3. 神應許大衛國位永存（7:1-29） 

4. 大衛的文治武功（8:1-18） 

5. 大衛寬待米非波設（9:1-13） 

6. 大衛戰勝亞捫人和亞蘭人 (10:1-19) 

 

III. 大衛干罪及其牽連（11:1-20:26） 

1. 大衛犯罪的詳情（11:1-12:31） 

2. 暗嫩亂倫與被殺（13:1-39） 

3. 押沙龍獲赦回國（14:1-33） 

4. 押沙龍叛變（15:1-18:33） 

5. 大衛返京與示巴背叛（19:1-20:26） 

IV. 大衛當政期間事蹟的附錄（21:1-24:25） 

1. 基遍人與三年饑荒（21:1-14） 

2. 大衛與非利士人交戰事例（21:15-22） 

3. 大衛的感恩讚美詩（22:1-51） 

4. 大衛臨終之詩（23:1-7） 

5. 為大衛和以色列爭戰的勇士名錄 

 （23: 8-39） 

6. 大衛因統計全民人數而惹神怒氣

（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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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查經大綱 ---- 成為合神心意的人 

從撒上 16 章至撒下 24 章中，查考有關大衛生平的經文，有需要時亦會查考與這些經歷相

關的詩篇，從而更全面明白大衛的事蹟及他的內心世界。 

藉著查考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大衛，從中學習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編號 預查日期 主題 經文 

1 (一) 27/8/2017 簡介 撒上 15:22-23 

2,3  揀選︰神所膏立的新王--被家人輕視

的小子 

撒上 16:1-13 

4,5 (二) 24/9/2017 挑戰︰最強敵人 對 最強武器 撒上 17 章 

6,7 (三) 22/10/2017 友情 (1):俗世聖徒中的真情真性 撒上 18:1-4;  20: 1-42 

(19:1-7;  撒下 1:17,25-27) 

8 輔加主題查經 友情(2) :朋友與戰友 (撒下 23:15-23、箴 17::17、約 15:13-15) 

9,10 (四) 26/11/2017 低谷：俗人的低谷與 聖所的供應 撒上 21 章(撒上 22, 詩

34:1-10, 詩 56) 

  12 月暫停一次  

11,12 (五) 28/1/2018 敬畏 ：因神之名，以善待惡 撒上 24-25 章 

13,14 (六) 25/2/2018 

農曆年初十 

禱告：在曠野中被塑造的生命 詩 57 篇、63 篇、142 篇、

撒下 22 章 

15,16 (七) 25/3/2018 掌管：大衛建殿－從美意到美福 撒下 7 章 

17,18 (八) 29/4/2018 

 

放縱與管教：在安逸中的屬靈危機 撒下 11-12 章、詩 51 篇 

19,20 (九)27/5/2018 苦難：逃避傷害與學習面對傷痛 撒下 16-18 章 

21 (十)24/6/2018 總結及心得分享  

 

☆參考資料： 

1.「天道聖經注釋－撒母耳記上下」，詹正義著，天道書樓出版。 

2.「丁道爾舊約聖經注釋－撒母耳記上下」，包德雯著，潘秋松譯，校園出版社。 

3.「基督教文藝每日研經叢書－撒母耳記注釋」，培恩著，黃民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4.「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更新傳道會。 

5.「啟導本聖經」，海天書樓。 

6.「舊約聖經背景注釋」，華爾頓、麥修斯、夏瓦拉斯著，李永明等譯，校園出版社。 

7.「聖經串珠-註釋－撒母耳記上下」，中國神學研究院編，証主出版社。 

8.「信望愛網頁－撒母耳記上下」，http://bible.fhl.net/index.html。 

9.「爾道自建」靈修－撒母耳記上下 : 

https://www.abs.edu/abs-in-action/%E7%88%BE%E9%81%93%E8%87%AA%E5%BB%BA/%E7%88%

BE%E9%81%93%E8%87%AA%E5%BB%BA%E4%BA%8B%E5%B7%A5%E4%BB%8B%E7%B4%

B9/。 

10. 羅黃美貞傳道的「大衛」查經參考資料。 

http://bible.fhl.net/index.html
https://www.abs.edu/abs-in-action/%E7%88%BE%E9%81%93%E8%87%AA%E5%BB%BA/%E7%88%BE%E9%81%93%E8%87%AA%E5%BB%BA%E4%BA%8B%E5%B7%A5%E4%BB%8B%E7%B4%B9/
https://www.abs.edu/abs-in-action/%E7%88%BE%E9%81%93%E8%87%AA%E5%BB%BA/%E7%88%BE%E9%81%93%E8%87%AA%E5%BB%BA%E4%BA%8B%E5%B7%A5%E4%BB%8B%E7%B4%B9/
https://www.abs.edu/abs-in-action/%E7%88%BE%E9%81%93%E8%87%AA%E5%BB%BA/%E7%88%BE%E9%81%93%E8%87%AA%E5%BB%BA%E4%BA%8B%E5%B7%A5%E4%BB%8B%E7%B4%B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