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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課：挑戰︰當「最強敵人」遇上「最強武器」 (組員版) 

經文：撒上 17:1-11；12-15, 28, 32-33；26, 34-50 

I. 引言 

A. 化冰：當你面對挑戰、逆境、極大困難、恐懼的事情或人物時，你會如何面對或處

理？結果如何？ 

B. 生活反思：例如 2003 年沙士(SARS1)疫潮挑戰、極大艱難、人心的恐懼及焦慮是香港

前所未有的。造成共 1755 人染病，299 人死亡，是香港十分嚴重的瘟疫，亦對香港

的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衝擊。此事，曾引起當時香港極度的恐慌，──恐懼

會使人焦慮不安。 

 

C. 研經背景 

本篇是一則家傳戶曉的兒童故事之一，是繼大衛被撒母耳暗地裡受膏後，第一

次在戰場上面對的挑戰，也是神藉此操練大衛日後作以色列王信心功課的開始。大

衛本不是以色列軍隊要員，在别人眼中他只是為父親送食物到營中給哥哥們，並為

他們向父親報平安的一位無名小卒。當他到戰場上時正遇著非利士人--歌利亞，向

以色列人駡戰。這是一個非一般的敵人──歌利亞，他是一個富有豐富作戰經驗的

戰士；當時在以色列中，沒有人膽敢迎敵，即使在以色列民心中高大強勁的掃羅，

面對這勁敵，他也與以色列眾人一樣表現得驚慌懼怕，不敢回應這非利士人所發出

的挑戰，此僵局維持了約六星期。但當大衛得知後，便主動請纓要去與這非利士人

對戰。 

因著這一戰，大衛在以色列民心目中的地位帶來了很大的改變，以色列民不單

認識他、擁戴他，掃羅王也賞識他，他更成為掃羅王的女婿；但雖如此，他並不是

在短時間內立即成為以色列王，他生命中仍要經歷很多的挑戰、逃亡……等的考

驗，直至掃羅離世後，撒母耳記下 2 章和 5 章才正式公開被膏立為王。 

 

D. 研經重點 

由於這章經文較長，篇幅所限，鼓勵弟兄姊妹們先把十七章看完，然後再重點

從中作思考，盼望從這篇家傳戶曉的故事中，讓我們再次思想，我們人生中真正的

敵人是誰？當大衛與以色列人在同樣的處境下，面對同樣的強敵，他們有甚麼不同

的反應？大衛的回應是如何？在别人眼中的大衛是怎樣？大衛在「眾人皆醉，唯我

獨醒」中，他為何能奮勇接受挑戰？他迎敵之道是甚麼？他最終結果如何？ 

 

E. 經文大綱 (撒上 17:1-11; 12-15, 28, 32-33; 26, 34-50) 

1. 人眼中最強敵人 – 無人能夠相比（17:1-11） 

2. 别人眼中的大衛 – 藉藉無名小子 (17:12-15, 28, 32-33 ) 

3. 大衛最強的武器 – 靠耶和華之名 (17:26, 34-50) 

 

                                                 
1
 在 2003 年 2 月至 6 月期間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香港將簡稱 SARS 音

譯為「沙士」，未命名時稱「非典型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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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查考經文  

人眼中最強敵人 – 無人能夠相比（17:1-11） 

1  非利士人招聚他們的軍旅，要來爭戰；聚集在屬猶大的梭哥，安營在梭哥和亞

西加中間的以弗大憫。 

2  掃羅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營，擺列隊伍，要與非利士人打仗。 

3  非利士人站在這邊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邊山上，當中有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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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頭戴銅盔，身穿鎧甲，甲重五千舍客勒； 

6 腿上有銅護膝，兩肩之中背負銅戟； 

7 槍桿粗如織布的機軸，鐵槍頭重六百舍客勒。有一個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 

8 歌利亞對著以色列的軍隊站立，呼叫說：「你們出來擺列隊伍做甚麼呢？我不是

非利士人嗎？你們不是掃羅的僕人嗎？可以從你們中間揀選一人，使他下到我

這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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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非利士人又說：「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軍隊罵陣。你們叫一個人出來，與我戰

鬥。」 

11 掃羅和以色列眾人聽見非利士人的這些話，就驚惶，極其害怕。 

註︰ 

(17:2) 以拉谷：意即橡樹的山谷。它屬於「高原」的位置,位於伯利恆西方約二十

二公。是猶大人聚居的「山地」和非利士人聚居沿海「平原」之間的緩衝

區；猶大人與非利士人經常為爭奪這地區城市的控制權而發生戰爭。這次

戰役，從以色列的角度看是為保衛國民，但從非利士人角度看，卻是向他

們的管轄權作出挑戰。 

(17:4) 身高：一肘約十七吋半，一虎口大約是九吋左右，因此歌利亞約有九尺六

吋高。 

(17:5) 鎧甲：是銅製的，外形有如一尾鱗甲疊疊的魚，重約一百二十五磅， 

(17:6) 戟：是歌利亞的攻擊性武器之一，是近距離用的，也是歌利亞所用武器的

專有名詞。 

(17:7) 盾牌：是屬立地式，比一般圓形的盾牌大。這是歌利亞保護裝備之一，並

非保護拿兵器少年人的裝備。 

(17:10) 罵陣：即挑戰、辱罵，含有高度輕蔑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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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眼中的大衛 – 藉藉無名小子 (17:12-15,28,32-33 ) 

12 大衛是猶大、伯利恆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兒子。耶西有八個兒子。當掃羅的時候，

耶西已經老邁。 

13 耶西的三個大兒子跟隨掃羅出征。這出征的三個兒子：長子名叫以利押，次子

名叫亞比拿達，三子名叫沙瑪。 

14 大衛是最小的；那三個大兒子跟隨掃羅。 

15 大衛有時離開掃羅，回伯利恆放他父親的羊。 

（當大衛替父親送食物到戰場上給他的哥哥們時，他聽見非利士人向以色列軍隊罵

陣，可是當時的以色列軍隊卻沒有一個人願意去應戰。） 

28 大衛的長兄以利押聽見大衛與他們所說的話，就向他發怒，說：「你下來做甚

麼呢？在曠野的那幾隻羊，你交託了誰呢？我知道你的驕傲和你心裡的惡意，

你下來特為要看爭戰！」 

（當掃羅王聽見有人竟不懼怕非利士人歌利亞，於是召見大衛，要看看他有甚麼本

領。） 

32 大衛對掃羅說：「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膽怯。你的僕人要去與那非利士人戰

鬥。」 

33 掃羅對大衛說：「你不能去與那非利士人戰鬥；因為你年紀太輕，他自幼就作

戰士。」 

註︰ 

(17:28) 「驕傲」：即不聽命、背逆，以利押其實是指大衛不忠看羊，但卻用這相

當嚴重的指控。 

 「你心裡的惡意」：其實他是指大衛下來是出於心裡的好奇，想來觀戰。

大衛的哥哥指控大衛說他不甘心自己的職業低微，卻有令他驕傲和野心勃

勃的志向。他不是指在看望哥哥，而是要看打仗。 

(17:33) 掃羅質疑他是個未經軍訓的小子，而歌利亞卻是個老練的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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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最強的武器 – 靠耶和華之名 (17:26,34-50) 

26 大衛問站在旁邊的人說：「有人殺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恥辱，怎樣待他

呢？這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是誰呢？竟敢向永生 神的軍隊罵陣嗎？」 

34 大衛對掃羅說：「你僕人為父親放羊，有時來了獅子，有時來了熊，從群中啣一

隻羊羔去。 

35 我就追趕牠，擊打牠，將羊羔從牠口中救出來。牠起來要害我，我就揪著牠的

鬍子，將牠打死。 

36 你僕人曾打死獅子和熊，這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向永生 神的軍隊罵陣，也必

像獅子和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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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大衛又說：「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脫離這非利士人的手。」

掃羅對大衛說：「你可以去吧！耶和華必與你同在。」 

38 掃羅就把自己的戰衣給大衛穿上，將銅盔給他戴上，又給他穿上鎧甲。 

39 大衛把刀跨在戰衣外，試試能走不能走；因為素來沒有穿慣，就對掃羅說：「我

穿戴這些不能走，因為素來沒有穿慣。」於是摘脫了。 

40 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選了五塊光滑石子，放在袋裡，就是牧人帶的囊裡；

手中拿著甩石的機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 

41 非利士人也漸漸的迎著大衛來，拿盾牌的走在前頭。 

42 非利士人觀看，見了大衛，就藐視他；因為他年輕，面色光紅，容貌俊美。 

43 非利士人對大衛說：「你拿杖到我這裡來，我豈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著自己

的神咒詛大衛。 

44 非利士人又對大衛說：「來吧！我將你的肉給空中的飛鳥、田野的走獸吃。」 

45 大衛對非利士說：「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

之耶和華的名，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 神。 

46 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裡。我必殺你，斬你的頭，又將非利士軍兵的屍首

給空中的飛鳥、地上的野獸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 神； 

47 又使這眾人知道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

華。他必將你們交在我們手裡。」 

48 非利士人起身，迎著大衛前來。大衛急忙迎著非利士人，往戰場跑去。 

49 大衛用手從囊中掏出一塊石子來，用機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額，石子進入

額內，他就仆倒，面伏於地。 

50 這樣，大衛用機弦甩石，勝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衛手中卻沒有刀。 

 

註︰ 

(17:39) 機弦：是一種非常利害及致命的武器，它由兩條連著皮繩或山羊毛的粗繩

造成，中間可以安放石子。它可以在一定範圍內把石子射出去，分毫不差。 

 

G. 參考資料：詹正義，撒母耳記上【卷一】，（天道 2001）52-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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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OIMA2工作紙 (問題參考) 

A. 人眼中最強敵人 – 無人能夠相比（17:1-11）  

1 非利士人招聚他們的軍旅，要來爭戰；聚集在屬猶大的梭哥，安營在梭哥和亞西

加中間的以弗大憫。 

2 掃羅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營，擺列隊伍，要與非利士人打仗。 

3 非利士人站在這邊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邊山上，當中有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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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頭戴銅盔，身穿鎧甲，甲重五千舍客勒； 

6 腿上有銅護膝，兩肩之中背負銅戟； 

7 槍桿粗如織布的機軸，鐵槍頭重六百舍客勒。有一個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 

8 歌利亞對著以色列的軍隊站立，呼叫說：「你們出來擺列隊伍做甚麼呢？我不是

非利士人嗎？你們不是掃羅的僕人嗎？可以從你們中間揀選一人，使他下到我這

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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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非利士人又說：「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軍隊罵陣。你們叫一個人出來，與我戰

鬥。」 

11 掃羅和以色列眾人聽見非利士人的這些話，就驚惶，極其害怕。 

1. a. i) (觀察) 非利士人歌利亞向以色列軍隊作甚麼？他開出了甚麼條件？

(v.4,9) 

      

ii) (觀察) 他的外表如何？他有甚麼保護裝備？(v.4-10) 

眼所見

(v.4-7) 

身高 
＿＿＿＿＿＿＿＿ 

 
頭 

＿＿＿＿＿＿＿＿ (只有額沒有保護) 

 
穿 

＿＿＿＿＿＿＿＿（甲重五千舍客勒） 

 
腳 

＿＿＿＿＿＿＿＿ 

 
兩肩 

＿＿＿＿＿＿＿＿ 

 
槍 

槍桿：＿＿＿＿＿＿＿＿＿；鐵槍頭：＿＿＿＿＿＿＿ 

 
其他防備 有一個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 

耳所聽

(v.8-10) 

歌利亞說話 (試用自己說話描寫便可) 

＿＿＿＿＿＿＿＿＿＿＿＿＿＿ 

                                                 
2
 OIMA : Stand for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Meditation &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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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觀察及解釋)掃羅王與以色列人面對非利士人歌利亞的宣戰時，他們有何反

 應？為甚麼？（v.4-10）  

 i) 因著歌利亞的外表： 

 

  

ii) 因著歌利亞的裝備： 

 

  

iii) 因著歌利亞人的說話： 

  

 

 

 

2. (默想)：你現在心目中的大巨人是甚麼？(如：工作、家庭、健康、人際關係問

題、或突如其來的困難….等）這些有否讓你帶來恐懼，甚至對神的信心動搖？  

 

 

 

 

  

B. 别人眼中的大衛 – 藉藉無名小子 (17:12-15, 28, 32-33 ) 

12 大衛是猶大、伯利恆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兒子。耶西有八個兒子。當掃羅的時候，

耶西已經老邁。 

13 耶西的三個大兒子跟隨掃羅出征。這出征的三個兒子：長子名叫以利押，次子名

叫亞比拿達，三子名叫沙瑪。 

14 大衛是最小的；那三個大兒子跟隨掃羅。 

15 大衛有時離開掃羅，回伯利恆放他父親的羊。 

 

28 大衛的長兄以利押聽見大衛與他們所說的話，就向他發怒，說：「你下來做甚麼呢？

 在曠野的那幾隻羊，你交託了誰呢？我知道你的驕傲和你心裡的惡意，你下來特

 為要看爭戰！」 

 

32 大衛對掃羅說：「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膽怯。你的僕人要去與那非利士人戰鬥。」 

33 掃羅對大衛說：「你不能去與那非利士人戰鬥；因為你年紀太輕，他自幼就作戰士。」 

3 a. (觀察) 在别人眼中大衛是怎樣的人？(v.13-15, 28, 33)  

家庭中 排行＿＿＿＿、是＿＿＿＿ 

長兄心目中 替父親看羊的、＿＿＿、有＿＿、為要＿＿＿ 

掃羅眼中 年紀＿＿＿＿，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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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解釋) 據以上觀察，大衛在别人眼中，為甚麼不符合作戰士的資格？  

i)  在家庭中： 

 

  

ii) 在長兄心目中： 

 

 

iii) 在掃羅眼中： 

 

 

 

 小結： 根據以上三個原因，即使以色列軍隊沒有人應戰，大衛也是不合適甚至合乎資格

代替以色列軍隊作戰，因他絕不乎合軍隊的要求。這與歌利亞出場時形成很大的對比。 

 

4. (默想) 曾否試過，當你想參與事奉時，會被身邊的人的看法或個人的自我形象 

 而影響你參與事奉？你如何面對？ 

 

 

 

 

 

C. 大衛最強的武器 – 靠耶和華之名 (17:26, 34-50) 

26 大衛問站在旁邊的人說：「有人殺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恥辱，怎樣待他

呢？這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是誰呢？竟敢向永生 神的軍隊罵陣嗎？」 

 

34 大衛對掃羅說：「你僕人為父親放羊，有時來了獅子，有時來了熊，從群中啣一

隻羊羔去。 

35 我就追趕牠，擊打牠，將羊羔從牠口中救出來。牠起來要害我，我就揪著牠的鬍

子，將牠打死。 

36 你僕人曾打死獅子和熊，這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向永生 神的軍隊罵陣，也必像

獅子和熊一般。」 

37 大衛又說：「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脫離這非利士人的手。」

掃羅對大衛說：「你可以去吧！耶和華必與你同在。」 

38 掃羅就把自己的戰衣給大衛穿上，將銅盔給他戴上，又給他穿上鎧甲。 

39 大衛把刀跨在戰衣外，試試能走不能走；因為素來沒有穿慣，就對掃羅說：「我

穿戴這些不能走，因為素來沒有穿慣。」於是摘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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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選了五塊光滑石子，放在袋裡，就是牧人帶的囊裡；手

中拿著甩石的機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 

41 非利士人也漸漸的迎著大衛來，拿盾牌的走在前頭。 

42 非利士人觀看，見了大衛，就藐視他；因為他年輕，面色光紅，容貌俊美。 

43 非利士人對大衛說：「你拿杖到我這裡來，我豈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著自己

的神咒詛大衛。 

44 非利士人又對大衛說：「來吧！我將你的肉給空中的飛鳥、田野的走獸吃。」 

45 大衛對非利士說：「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

之耶和華的名，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 神。 

46 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裡。我必殺你，斬你的頭，又將非利士軍兵的屍首給

空中的飛鳥、地上的野獸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 神； 

47 又使這眾人知道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

華。他必將你們交在我們手裡。」 

48 非利士人起身，迎著大衛前來。大衛急忙迎著非利士人，往戰場跑去。 

49 大衛用手從囊中掏出一塊石子來，用機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額，石子進入額

內，他就仆倒，面伏於地。 

5 這樣，大衛用機弦甩石，勝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衛手中卻沒有刀。 

 5 a.  i)  (觀察) 大衛因著甚麼要與非利士人對戰？（v.26） 

  

ii)  (觀察) 大衛所靠的與非利士人所靠的有甚麼不同？(v.40,43,45) 

 大衛： 

  

 非利士人：  

 

b.  (解釋) 大衛與非利士人對戰時，為何有戰勝的信心？神如何藉大衛以往

的經歷預備他？（v.26,34-50） 

i) 靠耶和華之名： 

 

ii) 從日常生活中經歷神—勇氣與信心： 

 

iii) 懂得選取合適自己的武器(v.39)： 

  

6. (默想) 你是怎麼看自己的身份和處境？在你人生中，神如何預備你面對現在

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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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總結：從大衛面對強敵歌利亞人一事，我們學習到： 

A. 人眼中最強的敵人 – 無人能相比（17:1-11） 

世上沒有最強的敵人，有時真正的敵人可能是我們自己所製造出來──恐懼。恐懼

能使人失去對神的信心與理性；面對恐懼最好的方法就是先認清我們的自我身份與

價值。 

B. 别人眼中的大衛 – 藉藉無名小子 (17:12-15,28,32-33) 

我們每個人在不同人眼中都有不同的角色，從某些人眼中看自己有時會感到很無

奈，甚至會貶低我們的自我形象。因此我們要學懂把目光轉移，不要只定睛在别人

的眼光上，而是轉眼在基督給我們新的身份上，我們才能活出神給我們信心與能力。 

C. 最強的武器 – 奉耶和華之名 (17:26,34-50) 

神操練人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就是從我們日常生活中而來；大衛的信心與勇氣，不 

單是從日常生活中被操練而來，更重要的是他認真的尋求及認識這位信實的上帝。 

因此我們需要不單要對上帝有認知的心（努力認識上帝的話），也要依靠祂並活出 

祂的話，才能更深的經歷神。 

 

IV. 應用/實踐 (請在小組分享) 

1. 每位屬神的兒女，若是依靠神，每天必定能靠經歷神，這也是神給我們很重要的屬

靈寶庫，就如大衛在替父親看羊的日常生活中他是如何經歷神，以致操練他日後如

何面對強敵。請你也嘗試記錄一些神給你的寶貴經驗，一方面你可為此感恩，另一

方面在軟弱時重溫，以助你重拾信心，面對困難。然後在小組內分享你最近經歷神

的地方。 

 

2. 嘗試默想<在基督裡我是誰>，然後把最觸動你的字句記下，並化為禱文，然後 

在小組讀出禱告。(只須一二項作作默想) 

<在基督裡我是誰> 

約一 12 我是神的兒女（屬於神家裡的人） 

約十五 15 我是基督的朋友 

林前六 19-20 我是用重價買贖回來的，是屬神的人 

弗二 18 我藉聖靈得以直接進到父面前 

西一 14 我已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3.  你的生活正面對甚麼逆境？試默想這節經文：「耶和華使人得勝，不在乎用刀用槍，

因為爭戰勝敗全在乎耶和華」（v.47），記下給你有甚麼提醒，然後向組員分享。 

 

 

4. 其他個人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