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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課：揀選︰神所膏立的新王--被家人輕視的小子  

「俗世聖徒--大衛」-- 生命查經系列 (小組查經資料) 

經文：撒上 16:1-13 

I. 引言 
A. 化冰: 你認為選舉領袖要有什麼條件？(吸引的外表、流利的談吐、優雅大方的舉

止…) 

 

B. 研經背景 

這段經文是大衛第一次出現在古以色列的歷史舞臺上，他一出現，即成為整個

舞臺的中心，其他人物都退到幕後；因為從這章開始，直至撒母耳記下為止，大衛

都是故事的中心人物。在這經文中，先是耶和華吩咐撒母耳，不再為掃羅王而憂傷，

然後要到伯利恆人耶西那裏去，在他的眾子中膏立一個人作王。所以，這段經文佔

有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 

首先，承上︰在撒上 13 至 15 章，15 章結束於一種悲慘的情形，神放棄了掃羅，

厭棄他作以色列的王。在掃羅衰落的歷史當中，先是預告掃羅的王位必不長久，接

著，就正式宣告耶和華已經厭棄掃羅作以色列的王，經文包括「耶和華已經尋著一

個合他心意的人」(13:14) 與及「將這國賜與比你(掃羅)更好的人」(15:28)。這讓人

在心理上有預備，掃羅的王位即將不保，並預期有一位比掃羅更好，又合神心意的

人物即將出現。故此，本段經文記錄大衛的出現及私下被膏立，可說是撒上 13 至

15 章的結束。 

然後，啟下︰撒上 16 章實際上是開始說到大衛興起的歷史引言；他就那位神所

豫備，合乎神心意的人。 

 

C. 研經重點 

查考這段經文主要是記載大衛被膏立作以色列的王。大衛是由神所揀選，由撒

母耳膏立。大衛雖然被膏立為王，卻是在暗中進行的，直到很久以後，才被人民公

開膏立（參撒下 2:4；5:3）。掃羅仍然是合法的君王，但神已在預備大衛，要他負

起將來的責任。 

經文記載耶和華的話臨到撒母耳，差他往伯利恒去，在耶西的兒子當中，照神

的預定，膏立一個作新王。然而，神只說是耶西眾子中的一個，卻不先告訴他是那

一個。事實上，在揀選屬靈領袖的事上，神定有祂自己的安排和計劃；然而，人可

以估計或斷定神的旨意嗎？人是傾向憑著什麼去挑選領袖呢？與神的看法相近

嗎？今次的查經就能找到答案。 

大衛受膏先後共有三次。這是第一次，在伯利恒大衛的家中。第二次在希伯崙，

膏他作猶大的王（撒下 2:3-4）；第三次也是在希伯崙，膏他作以色列的王（撒下 5:3）。

大衛既受膏，即享有王者身分，但掃羅仍在位，不可以取代，或謀權篡位（撒上 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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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11），故要等掃羅死後才登上國位。  

本課查考的是撒母耳奉神的命令到伯利恆膏立大衛的過程，可分為三個段落去

查考︰ 

1. 神要另立新王--大衛，神如何引導撒母耳尋找大衛？ 

2. 神沒有揀選耶西的七個兒子，並說明原因。 

3. 神揀選大衛，透過撒母耳膏立他。 

 

D. 經文撒上 16:1-13 的大綱 

1. 神的主權 – 神引導撒母耳尋找大衛（16:1-5） 

2. 人的眼光 -- 神不揀選耶西七個兒子（16:6-10） 

3. 神的眼光 -- 神揀選被家人輕視的大衛（16:11-13） 

 

E. 查考經文撒上 16:1-13 

1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我既厭棄掃羅作以色列的王，你為他悲傷要到幾時呢？你將

膏油盛滿了角，我差遣你往伯利恆人耶西那裡去；因為我在他眾子之內，預定一個

作王的。」 

2 撒母耳說：「我怎能去呢？掃羅若聽見，必要殺我。」耶和華說：「你可以帶一隻

牛犢去，就說：『我來是要向耶和華獻祭。』 

3 你要請耶西來喫祭肉，我就指示你所當行的事。我所指給你的人，你要膏他。」 

4 撒母耳就照耶和華的話去行。到了伯利恆，那城裡的長老都戰戰兢兢的出來迎接他，

問他說：「你是為平安來的麼？」 

5 他說：「為平安來的，我是給耶和華獻祭。你們當自潔，來與我同喫祭肉。」撒母

耳就使耶西和他眾子自潔，請他們來喫祭肉。 

註︰ 

(16:1)耶西︰在路得記 4:17記載︰「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給孩子起名叫俄備得。這俄

備得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衛的父。） 

(16:1) 角︰通常是指羊角作成的容器，也可當作抽象的名詞，表示力量(撒上 2:10)。 

(16:5) 自潔︰在聖經中沒有明確寫明自潔有哪些儀式，但參(出 19:10、民 8:21)記

載，神要求人們自潔都出現在重大祭典前；在出 19:10當神要摩西頒布十誡，要人民

自潔，並且要他們洗衣服，而在民 8:21神要利未人分別出來，從事會幕的工作，當天

要潔淨自己，要洗衣服。因此「自潔」是要人們從世俗中分別出來，讓自己成為聖潔

的意思。 

────────────────────────────────────── 

6 他們來的時候，撒母耳看見以利押，就心裡說，耶和華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 

7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

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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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耶西叫亞比拿達從撒母耳面前經過，撒母耳說：「耶和華也不揀選他。」 

9 耶西又叫沙瑪從撒母耳面前經過，撒母耳說：「耶和華也不揀選他。」 

10 耶西叫他七個兒子都從撒母耳面前經過，撒母耳說：「這都不是耶和華所揀選的。」 

註︰ 

(16:6) 「耶和華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新譯本譯作︰「在耶和華面前的這位，必是

他所要膏立的。」 

(16:10) 按照本段經文，大衛並不包括在這七個兒子之內，因此耶西應該有八個兒子，

而撒上 17:12 更明確地說耶西有八個兒子。但按照代上 2:13-15 提到大衛的家譜，記

載耶西有七個兒子，並明確地指出大衛排行第七，這七個兒子的名單是︰長子以利押、

次子亞比拿達、三子示米亞（示米亞就是沙瑪）、四子拿坦業、五子拉代、六子阿鮮、

七子大衛。有可能是有一個兒子早死，故家族只有七人，而那死去的人沒有子裔繼承

其名字，依猶太人的風俗，便從家譜除去他的名字，於是便說七子。 

亦有說可能是撒上或代上有抄寫錯誤，而這個失誤發生在七十士譯本把希伯來文翻譯

為希臘文之前。故此，我們無法肯定耶西有多少個兒子。 

而按照代上 2章的家譜，耶西還生了兩個兒女︰洗魯雅和亞比該。 

───────────────────────────────────── 

11 撒母耳對耶西說：「你的兒子都在這裡麼？」他回答說：「還有個小的，現在放羊。」

撒母耳對耶西說：「你打發人去叫他來；他若不來，我們必不坐席。」 

12 耶西就打發人去叫了他來。他面色光紅，雙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華說：「這就

是他，你起來膏他。」 

13 撒母耳就用角裡的膏油，在他諸兄中膏了他。從這日起，耶和華的靈就大大感動大

衛。撒母耳起身回拉瑪去了。 

註︰ 

(16:11) 「坐席」原文是「環繞」，後期引申為「坐席」，意思應是繞行祭壇的儀式；

可見撒母耳膏立大衛是發生在吃祭肉之前。 

(16:12) 「膏」即用油膏抹、用油澆頭來膏立受膏者。膏抹是神的行動（撒上十 1），

在舊約中，人與物受膏表示聖潔，或分別歸神；故此，膏抹是重要與嚴肅的事。同時，

膏立帶來權柄，而「受膏」可隱喻蒙神恩寵（詩 23:5；92:10），或按神的旨意給委派

特別地位或功能（詩 105:15；賽 45:1）；此外，膏抹是象徵事奉的裝備，並與神的靈

的澆灌有關連（撒上 10: 1,9；賽 61:1）。 

(16:13) 大衛被膏立的事只有他的兄長、父親等人看到。這樣他們可以作為見證人，

是神透過撒母耳膏抹大衛，不是大衛自己篡位，而且他們也不至於會洩漏秘密。另外，

當時撒母耳並沒有向他們明說膏立的意義，故此，耶西等人應該知道膏立是有特別的

目的，但是究竟真正的意義是什麼，相信他們還是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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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歸納式查經 OIA 問題資料 

A. 神的主權 – 神引導撒母耳尋找大衛（16:1-5） 

1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我既厭棄掃羅作以色列的王，你為他悲傷要到幾時呢？你

將膏油盛滿了角，我差遣你往伯利恆人耶西那裡去；因為我在他眾子之內，預定

一個作王的。」 

2 撒母耳說：「我怎能去呢？掃羅若聽見，必要殺我。」耶和華說：「你可以帶一

隻牛犢去，就說：『我來是要向耶和華獻祭。』 

3 你要請耶西來喫祭肉，我就指示你所當行的事。我所指給你的人，你要膏他。」 

4 撒母耳就照耶和華的話去行。到了伯利恆，那城裡的長老都戰戰兢兢的出來迎接

他，問他說：「你是為平安來的麼？」 

5 他說：「為平安來的，我是給耶和華獻祭。你們當自潔，來與我同喫祭肉。」撒

母耳就使耶西和他眾子自潔，請他們來喫祭肉。   

 

1. a.  (觀察) 在 16:1 耶和華對撒母耳的說話當中，有那三個動詞是屬於耶和華主動

發出的？ 

 

 

b. (解釋) 根據以上的三個動詞，如何反映神揀選領袖的主權？(撒上 16:1，參撒

 上 13:13-14;15:26,35) 

 

 

2. a.  (觀察) 撒母耳對神的命令有何反應？(撒上 16:2) 

 

 

b.  (解釋) 承上觀察題，試解釋為什麼撒母耳有此反應？(撒上 16:2；參王下 9:3,14) 

 

 

c.  (觀察) 神如何回應撒母耳？(撒上 16:2) 

 

 

d.  (觀察及解釋) 撒母耳到達伯利恆後有何事發生？神的旨意如何透過祂對撒母

耳的回應而順利成就？(撒上 16:2,4,5；參利未記 3:1) 

 

 

3. (默想) 神在我們的生命中已預定了獨特的計劃，甚至是差遣我們為祂去作事，

你有此發現或看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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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的眼光 -- 神不揀選耶西七個兒子（撒上 16:6-10） 

6 他們來的時候，撒母耳看見以利押，就心裡說，耶和華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 

7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耶

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8 耶西叫亞比拿達從撒母耳面前經過，撒母耳說：「耶和華也不揀選他。」 

9 耶西又叫沙瑪從撒母耳面前經過，撒母耳說：「耶和華也不揀選他。」 

10 耶西叫他七個兒子都從撒母耳面前經過，撒母耳說：「這都不是耶和華所揀選的。」   

 

1. a. (觀察) 撒母耳看見以利押，心裡有何回應？ (撒上 16:6) 

  

 

b. (觀察) 耶西叫他七個兒子都從撒母耳面前經過，撒母耳如何回應耶西？(撒上

16: 10)  

 

 

c.  (觀察及解釋) 當撒母耳看見以利押，以為神要膏他，神如何回答？神的回答

反映出祂與撒母耳的看法有何不同？(撒上 16:7) 

 

 

2. (默想) 你認為你生命的內在素質能得著神的悅納嗎？有那方面需要改善呢？ 

 

 

C. 神的眼光 -- 神揀選被家人輕視的大衛（撒上 16:11-13） 

11 撒母耳對耶西說：「你的兒子都在這裡麼？」他回答說：「還有個小的，現在放

羊。」撒母耳對耶西說：「你打發人去叫他來；他若不來，我們必不坐席。」 

12 耶西就打發人去叫了他來。他面色光紅，雙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華說：「這

就是他，你起來膏他。」 

13 撒母耳就用角裡的膏油，在他諸兄中膏了他。從這日起，耶和華的靈就大大感動

大衛。撒母耳起身回拉瑪去了。 

 

1. a. (觀察) 撒母耳向耶西查問是否所有兒子都在這裡，耶西如何回答？(撒上

16:11) 

b. (解釋) 為什麼耶西沒有叫大衛來見撒母耳？(撒上 16:11) 

 

2. a. (觀察) 大衛外表外何？ (16:12) 

 b.  (解釋) 神揀選大衛是基於外表嗎？(16:11-12)(參撒上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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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觀察及解釋) 大衛受膏立後有何不同？是什麼意思？(撒上 16:13；参撒上

16:18,18:12,14) 

 

 

4. (默想) 你被神揀選成為神的兒女，甚至被神使用，你會感到自己其實都沒有什

麼資格被神揀選嗎？你有何感受及回應？ 

 

 

III. 總結：從今次見到大衛的被揀選及膏立，我們學習到： 

A. 神的主權 – 神引導撒母耳尋找大衛（16:1-5）︰ 

1. 撒母耳對耶和華的吩咐很順服，即使要執行膏立大衛的使命是冒險的，但他都

是順服神的吩咐。 

2. 神在每一位屬祂的人生命中都有獨特的計劃，祂的旨意也不會因我們的軟弱而

攔阻的，重要是我們要願意去回應神。 

 

B. 人的眼光 -- 神不揀選耶西七個兒子（16:6-10）： 

1. 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神是看重人的內在而不是外表，這提醒我們要學效神，不

是以外表來衡量人，也不去追求表面的吸引。 

2. 我們要常常檢視自己的內在生命的素質是否合神心意及為神所悅納的。 

C. 神的眼光 -- 神揀選被家人輕視的大衛（16:11-13）： 

1. 人即使是落在何種卑微的處境，也絕不影響神的愛臨到，都可以被神大大改變

和使用，我們要在神面前積極追求成長，預備自己，並忠心於神所託付的崗位。 

2. 要為神作工必須要靠著神的力量，故此，保持與神親密和敏銳聖靈的提醒是很

重要的。  

 

IV. 應用/實踐 
A. 神在我們的生命中已預定了獨特的計劃，甚至是差遣我們為祂去作事。 

試與組員分享一次神在你生命中的引導 / 計劃，過程中有經歷如撒母耳起初的恐

懼和擔心嗎？神又如何幫助和引導你去成就祂的計劃呢？ 

 

B. 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裏，甚為講求外在條件，如外貌身型、衣著打扮、學歷證書等；

神看人的角度對你有何提醒和鼓勵？你願意學效神以人的內涵而非外在條件去看

別人或自己嗎？ 

 

C. 從認識相信神至今，你對自己的看法有改變嗎？你對自己的出身 / 背景 / 能力等

外在條件有何感受？你可為這些感受禱告，求神幫助你以祂的眼光看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