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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大卫--卧虎藏龙卧虎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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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上十六章 1 - 13

1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
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

你将膏油盛满了角，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

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

2 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

耶和华说 「你可以带 只牛犊去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

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

3 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 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3 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

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

4 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4 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

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

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 1 - 13

5 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
你们当自洁 来与我同吃祭肉 」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

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

6 他们来的时候 撒母耳看见以利押6 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押，

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

7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8 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

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9 耶西又叫沙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

撒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 1 - 13

10 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
撒母耳说 「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11 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

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 现在放羊 」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

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

他若不来 我们必不坐席 」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

12 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

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

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

13 撒母耳就用角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

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

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



大卫大卫 -- 卧虎藏龙卧虎藏龙
大卫出来的时候，撒母耳去膏，他以为是大卫的哥哥，

从他哥哥 先知撒母耳 甚至爸爸的眼光 都被看不起从他哥哥、先知撒母耳、甚至爸爸的眼光，都被看不起，

撒母耳以为是老大、老二，但是上帝说「我不选他们」

因此撒母耳问耶西「你还有没有其他儿子呢？」因此撒母耳问耶西「你还有没有其他儿子呢？」

他说「老八在牧羊」，意思说「不会是他吧？」

哥哥们也看不起大卫 十七章哥哥们也看不起大卫 ─ 十七章

大卫奉爸爸的命带粮食去帮助前线的哥哥的时候，

看到前面的歌利亚 大卫义愤填胸说看到前面的歌利亚，大卫义愤填胸说：

「谁可以打倒他呢？

这个 竟敢挑战万军耶和华的军 」这个人竟敢挑战万军耶和华的军队。」

十七28 大卫的长兄以利押就向他发怒，说：，
「你下来做甚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

大卫大卫 -- 卧虎藏龙卧虎藏龙

上帝所用的人有上帝主权，虽然是最小的，

伯利恒卑微的地方是卧虎藏龙之地但伯利恒卑微的地方是卧虎藏龙之地。

你我如果像哈拿、像大卫，

只要有上帝主权，就在你所在的地方装备自己；；

不要抱怨说「上帝啊，你不给我机会…」

大卫不会因为这样自暴自弃，

他在伯利恒牧羊、装备他自己。

卧虎藏龙 生涯规划卧虎藏龙、生涯规划，

你现在所在任何卑微的地方，

都是上帝要预备 要用你的最佳场所都是上帝要预备、要用你的最佳场所。

‧更深层的隐藏 ‧更彻底的仰望‧更完全的怜恤

预备什么大卫被上帝膏的过程，影响人生下半场 ─ 预备什么…
没有人看得起，就隐藏继续牧羊，

十六章 是帮 十七章 铺路的，

牧羊当中看到狮子来了，把狮子打倒、救羊
歌利亚一出现，就可以把歌利亚打倒

上帝给我胆量打倒狮子，可以打倒歌利亚。

大卫在伯利恒学两个功课，

1 武功 「武」─ 非利士人是正规战、亚玛力人是游击战、1. 武功、「武」  非利士人是正规战、亚玛力人是游击战、

亚兰人是平原战、亚扪人是攻城战，

这些武功在伯利恒他已经学会了这些武功在伯利恒他已经学会了。

即使机会没有来到，他要学会如何打狮子的方式 ─
来打歌利亚 非利士人 亚玛力人 亚兰人 亚扪人来打歌利亚、非利士人、亚玛力人、亚兰人、亚扪人，

武功上，上帝已经给你最好的训练场所 ─ 伯利恒。

‧更深层的隐藏 ‧更彻底的仰望‧更完全的怜恤

大 伯利大卫在伯利恒学两个功课，

2. 「文」─ 他弹琴、作曲、作诗，

伯利恒田间是大卫写诗篇最好的地方，

诗篇一百五十篇中有很多是大卫所写的。

熬炼他生命成长最好的温床，就是伯利恒田间田间，，

看到大自然、看到星星、看到我牧养羊、

十六章 ─ 扫罗被鬼附 帮助扫罗鬼附被赶除的

上帝牧养我，伯利恒他被牧养。

十六章 ─ 扫罗被鬼附，帮助扫罗鬼附被赶除的，

就是伯利恒田间学会赶鬼的大卫。

大卫学会在伯利恒田间 上帝给他大卫学会在伯利恒田间，上帝给他

所有的文 ─ 唱诗、赞美、感恩

所有的武 如何打狮子所有的武 ─ 如何打狮子

因此时势造英雄。



‧更深层的隐藏 ‧更彻底的仰望‧更完全的怜恤

他学两个功课 文跟武 透过什么呢？他学两个功课 ─ 文跟武，透过什么呢？

1. 看所当看 ─ 单单看上帝，不看环境、困难…
靠所当靠2. 靠所当靠 ─

十七37 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的爪爪，，

以利亚 基立溪旁是上帝预备他最好的属灵温床

十七3 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的爪爪，，
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以利亚，基立溪旁是上帝预备他最好的属灵温床，
学会乌鸦叼肉给我供应、全能信实的神可靠

 使徒行传第 章 ─ 一百二十个人上马可楼祷告 使徒行传第一章 ─ 百二十个人上马可楼祷告，

学会同心祷告、仰望上帝，引爆五旬节福音的火花

马丁路德改教 天主教皇追杀 他躲到瓦特堡马丁路德改教，天主教皇追杀，他躲到瓦特堡，
下工夫把原文圣经翻译成德文圣经

你现在该学的地方如果还没有学会 不急着离开你现在该学的地方如果还没有学会，不急着离开，

学习更深沉的隐藏，把基础挖深、大楼才能够盖高。

‧更深层的隐藏 ‧更彻底的仰望‧更完全的怜恤

机会来了 歌利亚 出现就发觉 大卫已经预备好机会来了，歌利亚一出现就发觉 ─ 大卫已经预备好…
十七45-47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

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 我必杀你 斩你的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
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

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十七章是撒母耳记上的转折点 ─
第一章 ─ 哈拿祷告之后生出撒母耳第 章  哈拿祷告之后生出撒母耳
十七章 ─ 时势造英雄把歌利亚打倒
进入扫罗忌妒、追杀他，到 三十一章进入扫罗忌妒、追杀他，到 三十 章

别人主修歌利亚，大卫主修上帝，单单只有上帝…

‧更深层的隐藏‧更彻底的仰望 ‧更完全的怜恤

十七章把歌利亚打倒之后，

撒母耳记上的作者用一个重复字 ─ 爱，

在十八章重复出现了六次：

第一节 ─ 约拿单爱大卫如同自己的性命

第三节 ─ 约拿单爱大卫如同自己的性命

十六节 ─ 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十六节 以 列和犹大众人都爱

二十节 ─ 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

二十二节 「王喜悦你 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二十二节 ─ 「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

扫罗的手下也爱大卫

十 节 扫罗的女儿米甲爱大卫

十八7 众妇女舞蹈唱和，说：

二十八节 ─ 扫罗的女儿米甲爱大卫

众妇女舞蹈唱 ，说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更深层的隐藏‧更彻底的仰望 ‧更完全的怜恤

圣经作者用一个字重复，聚光灯通通在看大卫，

借着六次的爱，世人通通爱大卫；借着六次的爱，世人通通爱大卫；

实际在讽刺心酸、苦水、准备嫉妒杀人如火的扫罗，

被冷落的孤独 我才是以色列的王被冷落的孤独，我才是以色列的王…
从十八章开始到三十一章 ─ 杀！

用全国最精锐的部队来追杀大卫用全国最精锐的部队来追杀大卫。

你当然就要学习你当然就要学习 ─
知道树大招风

所帮助的扫罗可能让你灰心所帮助的扫罗可能让你灰心，

不能把仰望放在你有功的王，

要把焦点放在上帝 仰望上帝要把焦点放在上帝，仰望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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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透过别人来磨你 就像孟子所说上帝透过别人来磨你，就像孟子所说 ─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上帝透过不可思议的熬炼 事 相效力上帝透过不可思议的熬炼，万事互相效力，

不管如何逃，学习仰望上帝、知道人心会变的 ─
称 耶稣 撒冷称颂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众民，

一个礼拜之后在彼拉多面前说：钉耶稣十字架十字架

邱吉尔很会演讲，有一次记者告诉他说：
「你演讲真好，这么多人站起来鼓掌。」

邱吉尔回答：「等到你看到我跌倒的时候，

有一倍有一倍的人站起来鼓掌，你才知道民心是多变的。」

加一10b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

被熬炼 被追杀的过程被熬炼、被追杀的过程，

即使对别人有功，要学习仰望上帝！

‧更深层的隐藏 ‧更彻底的仰望‧更完全的怜恤

二二2 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
大卫就作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

大卫懂得这些可怜社会边缘人的困苦，
把他们转换成大卫勇士。把他们转换成大卫勇士。

三十章 ─ 他的手下跟他的妻子、儿女被亚玛力人掳走，掳走，

大卫派了四百个人加两百个人，

要去把他们妻子儿女追回来的时候，两百个人疲倦；

四百个人争战回来以后，说 ─
你们两百个人没有机会可以得奖赏！你们两百个人没有机会可以得奖赏！

大卫下一个命令 ─ 这两百个人同得奖赏。

怜恤大卫怜恤这两百个人，祷告守望的人同得奖赏。

‧更深层的隐藏 ‧更彻底的仰望‧更完全的怜恤

大卫怜恤扫罗的儿子、扫罗，
在撒母耳记下给他们写哀歌

扫罗的将领押尼珥来投靠 ─ 既往不咎

扫罗的孙子伊施波设被杀，扫罗的孙子伊 波设被杀，

大卫把杀伊施波设的人灭了

约拿单的儿子叫米非波设 瘸腿约拿单的儿子叫米非波设，瘸腿，

在大卫被追杀的过程中，没有来帮助他、没有来迎接，

但后来才发觉误解了他 他因为瘸腿但后来才发觉误解了他，他因为瘸腿；

因此大卫告诉米非波设 ─

所有你 先扫罗的 地通通归 你

凡是扫罗所有的手下 儿女 通通爱他！

所有你祖先扫罗的田地通通归给你…

凡是扫罗所有的手下、儿女，通通爱他！

‧更深层的隐藏 ‧更彻底的仰望‧更完全的怜恤

你要被上帝用，要学习大卫完全的怜恤 ─
怜恤追杀我的扫罗，我可以把你杀了、两次机会，

割了衣襟之后又自责，这个人里面有完全的怜恤。

这功课哪里学会的？伯利恒田间，被上帝预备成为原谅的人。

1900年，七十三个宣教士被杀，
英国在打胜中国的时候 告诉戴德生 ─英国在打胜中国的时候，告诉戴德生

内地会要不要赔偿？内地会说不要赔偿

1954年 内地会的教堂被毁 英中建交 ─1954年，内地会的教堂被毁，英中建交
内地会要不要赔偿？内地会说不要赔偿

1979年 北京跟美国建交 问内地会要不要赔偿？1979年，北京跟美国建交，问内地会要不要赔偿？

内地会的答案 ─ 原谅赦罪是中国最需要的

求主帮助，伯利恒田间预备自己，卧虎藏龙、赦免别人。



亲爱的主
祷告祷告

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隐藏

祷告祷告
帮助我们隐藏，

帮助我们仰望，

有赦罪之恩帮助我们有赦罪之恩。

让现在的地方，

成为我们卧虎藏龙、

学习十字架的恩典学习十字架的恩典、

仰望你怜恤的地方。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