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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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請耶西來吃祭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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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來迎接他，

問他說：「你是為平安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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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說：「為平安來的，我是給耶和華獻祭。

你們當自潔，來與我同吃祭肉。」

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眾子自潔，請他們來吃祭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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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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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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撒母耳對耶西說：「你的兒子都在這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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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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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出來的時候，撒母耳去膏，他以為是大衛的哥哥，

從他哥哥、先知撒母耳、甚至爸爸的眼光，都被看不起，

撒母耳以為是老大、老二，但是上帝說「我不選他們」

因此撒母耳問耶西「你還有沒有其他兒子呢？」

他說「老八在牧羊」，意思說「不會是他吧？」

哥哥們也看不起大衛 ─ 十七章

大衛奉爸爸的命帶糧食去幫助前線的哥哥的時候，

看到前面的歌利亞，大衛義憤填胸說：

「誰可以打倒他呢？

這個人竟敢挑戰萬軍耶和華的軍隊。」

十七28 大衛的長兄以利押就向他發怒，說：

「你下來做甚麼呢？在曠野的那幾隻羊，你交託了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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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不會因為這樣自暴自棄，

他在伯利恆牧羊、裝備他自己。

臥虎藏龍、生涯規劃，

你現在所在任何卑微的地方，

都是上帝要預備、要用你的最佳場所。

上帝所用的人有上帝主權，雖然是最小的，

但伯利恆卑微的地方是臥虎藏龍之地。

你我如果像哈拿、像大衛，

只要有上帝主權，就在你所在的地方裝備自己；；

不要抱怨說「上帝啊，你不給我機會…」

‧更深層的隱藏‧更徹底的仰望 ‧更完全的憐恤

大衛在伯利恆學兩個功課，

1. 武功、「武」─ 非利士人是正規戰、亞瑪力人是游擊戰、

亞蘭人是平原戰、亞捫人是攻城戰，

這些武功在伯利恆他已經學會了。

即使機會沒有來到，他要學會如何打獅子的方式 ─

來打歌利亞、非利士人、亞瑪力人、亞蘭人、亞捫人，

武功上，上帝已經給你最好的訓練場所 ─ 伯利恆。

大衛被上帝膏的過程，影響人生下半場 ─預備什麼…
沒有人看得起，就隱藏繼續牧羊，

十六章是幫十七章鋪路的，

牧羊當中看到獅子來了，把獅子打倒、救羊

歌利亞一出現，就可以把歌利亞打倒

上帝給我膽量打倒獅子，可以打倒歌利亞。

‧更深層的隱藏‧更徹底的仰望 ‧更完全的憐恤

十六章 ─ 掃羅被鬼附，幫助掃羅鬼附被趕除的，

就是伯利恆田間學會趕鬼的大衛。

大衛學會在伯利恆田間，上帝給他

所有的文 ─ 唱詩、讚美、感恩

所有的武 ─ 如何打獅子

因此時勢造英雄。

大衛在伯利恆學兩個功課，

2. 「文」─ 他彈琴、作曲、作詩，

伯利恆田間是大衛寫詩篇最好的地方，

詩篇一百五十篇中有很多是大衛所寫的。

熬煉他生命成長最好的溫床，就是伯利恆田間田間，，

看到大自然、看到星星、看到我牧養羊、

上帝牧養我，伯利恆他被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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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學兩個功課 ─ 文跟武，透過什麼呢？

1. 看所當看 ─ 單單看上帝，不看環境、困難…
2. 靠所當靠 ─

以利亞，基立溪旁是上帝預備他最好的屬靈溫床，

學會烏鴉叼肉給我供應、全能信實的神可靠

使徒行傳第一章 ─ 一百二十個人上馬可樓禱告，

學會同心禱告、仰望上帝，引爆五旬節福音的火花

十七37 大衛又說：「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的爪，，

也必救我脫離這非利士人的手。」

馬丁路德改教，天主教皇追殺，他躲到瓦特堡，

下工夫把原文聖經翻譯成德文聖經

你現在該學的地方如果還沒有學會，不急著離開，

學習更深沉的隱藏，把基礎挖深、大樓才能夠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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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來了，歌利亞一出現就發覺 ─ 大衛已經預備好…
十七45-47 大衛對非利士人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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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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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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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章是撒母耳記上的轉折點 ─

第一章 ─ 哈拿禱告之後生出撒母耳

十七章 ─ 時勢造英雄把歌利亞打倒

進入掃羅忌妒、追殺他，到三十一章

別人主修歌利亞，大衛主修上帝，單單只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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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章把歌利亞打倒之後，

撒母耳記上的作者用一個重複字 ─愛，

在十八章重複出現了六次：

第一節 ─ 約拿單愛大衛如同自己的性命

第三節 ─ 約拿單愛大衛如同自己的性命

十六節 ─ 以色列和猶大眾人都愛大衛

二十節 ─ 掃羅的次女米甲愛大衛

十八7 眾婦女舞蹈唱和，說：

「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

二十二節 ─ 「王喜悅你、王的臣僕也都喜愛你」

掃羅的手下也愛大衛

二十八節 ─ 掃羅的女兒米甲愛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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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作者用一個字重複，聚光燈通通在看大衛，

藉著六次的愛，世人通通愛大衛；

實際在諷刺心酸、苦水、準備嫉妒殺人如火的掃羅，

被冷落的孤獨，我才是以色列的王…
從十八章開始到三十一章 ─殺！

用全國最精銳的部隊來追殺大衛。

你當然就要學習 ─

知道樹大招風

所幫助的掃羅可能讓你灰心，

不能把仰望放在你有功的王，

要把焦點放在上帝，仰望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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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10b 我豈是討人的喜歡嗎？

被熬煉、被追殺的過程，

即使對別人有功，要學習仰望上帝！

上帝透過別人來磨你，就像孟子所說 ─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上帝透過不可思議的熬煉，萬事互相效力，

不管如何逃，學習仰望上帝、知道人心會變的 ─

稱頌耶穌騎著驢駒進耶路撒冷的眾民，

一個禮拜之後在彼拉多面前說：釘耶穌十字架十字架

邱吉爾很會演講，有一次記者告訴他說：

「你演講真好，這麼多人站起來鼓掌。」

邱吉爾回答：「等到你看到我跌倒的時候，

有一倍有一倍的人站起來鼓掌，你才知道民心是多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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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2 凡受窘迫的、欠債的、心裡苦惱的都聚集到大衛那裡；

大衛就作他們的頭目，跟隨他的約有四百人。

大衛懂得這些可憐社會邊緣人的困苦，

把他們轉換成大衛勇士。

四百個人爭戰回來以後，說 ─

你們兩百個人沒有機會可以得獎賞！

大衛下一個命令 ─ 這兩百個人同得獎賞。

大衛憐恤這兩百個人，禱告守望的人同得獎賞。

三十章 ─ 他的手下跟他的妻子、兒女被亞瑪力人擄走，擄走，

大衛派了四百個人加兩百個人，

要去把他們妻子兒女追回來的時候，兩百個人疲倦；

‧更深層的隱藏 ‧更徹底的仰望‧更完全的憐恤

大衛憐恤掃羅的兒子、掃羅，

在撒母耳記下給他們寫哀歌

掃羅的將領押尼珥來投靠 ─ 既往不咎

掃羅的孫子伊施波設被殺，

大衛把殺伊施波設的人滅了

凡是掃羅所有的手下、兒女，通通愛他！

約拿單的兒子叫米非波設，瘸腿，

在大衛被追殺的過程中，沒有來幫助他、沒有來迎接，

但後來才發覺誤解了他，他因為瘸腿；

因此大衛告訴米非波設 ─

所有你祖先掃羅的田地通通歸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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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被上帝用，要學習大衛完全的憐恤 ─

憐恤追殺我的掃羅，我可以把你殺了、兩次機會，

割了衣襟之後又自責，這個人裡面有完全的憐恤。

這功課哪裡學會的？伯利恆田間，被上帝預備成為原諒的人。

求主幫助，伯利恆田間預備自己，臥虎藏龍、赦免別人。

1900年，七十三個宣教士被殺，

英國在打勝中國的時候，告訴戴德生 ─

內地會要不要賠償？內地會說不要賠償

1954年，內地會的教堂被毀，英中建交 ─

內地會要不要賠償？內地會說不要賠償

1979年，北京跟美國建交，問內地會要不要賠償？

內地會的答案 ─ 原諒赦罪是中國最需要的

親愛的主，

幫助我們隱藏，

幫助我們仰望，

幫助我們有赦罪之恩。

讓現在的地方，

成為我們臥虎藏龍、

學習十字架的恩典、

仰望你憐恤的地方。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