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神心意的大衛

主後2019年2月24日



撒上13:13 撒母耳對掃羅說：「你作了糊塗事了，沒有遵
守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華必在以
色列中堅立你的王位，直到永遠。14 現在你的王位必不
長久。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
君，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你的。」



撒下11:2 一日，太陽平西，大衛從床上起來，在王宮的平頂
上遊行，看見一個婦人沐浴，容貌甚美。3 大衛就差人打聽那
婦人是誰。有人說：「她是以連的女兒，赫人烏利亞的妻拔示
巴。」4 大衛差人去，將婦人接來。那時她的月經才得潔淨。
她來了，大衛與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5 於是她懷了孕，打
發人去告訴大衛說：「我懷了孕。」……14 ……大衛寫信與
約押，交烏利亞隨手帶去。15 信內寫著說：「要派烏利亞前
進，到陣勢極險之處，你們便退後，使他被殺。」……17 城
裡的人出來和約押打仗。大衛的僕人中有幾個被殺的，赫人烏
利亞也死了。……26 烏利亞的妻聽見丈夫烏利亞死了，就為
他哀哭。27 哀哭的日子過了，大衛差人將她接到宮裡，她就
作了大衛的妻，給大衛生了一個兒子。但大衛所行的這事，耶
和華甚不喜悅。



大衛是個時時親近神的人

1)舊約詩篇150篇，註明是大衛所寫的，共有73篇，其中有金詩
6篇。

2)對神的認識
• 神是他的力量，盾牌……
詩18:1 （耶和華的僕人大衛的詩，交與伶長。當耶和華救他脫離一切仇敵和掃羅之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華念這詩的話，說：）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愛你！ 2 耶和華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 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
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

詩28:7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裡倚靠他，就得幫助；所以
我心中歡樂，我必用詩歌頌讚他。

詩27:1 （大衛的詩。）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
是我性命的保障（「保障」或作「力量」），我還懼誰呢？

詩28:7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裡倚靠他，就得幫助；所以
我心中歡樂，我必用詩歌頌讚他。



大衛是個時時親近神的人

1)舊約詩篇150篇，註明是大衛所寫的，共有73篇，其中有金詩
6篇。

2)對神的認識
• 神是他的力量，盾牌……

• 神的慈愛

詩103:8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9 他不長
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詩36:5 耶和華啊，你的慈愛上及諸天，你的信實達到穹蒼。
詩30:5 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然
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大衛是個時時親近神的人

1)舊約詩篇150篇，註明是大衛所寫的，共有73篇，其中有金詩
6篇。

2)對神的認識
• 神是他的力量，盾牌……

• 神的慈愛

• 神的信實

詩36:5 耶和華啊，你的慈愛上及諸天，你的信實達到穹蒼。
詩37:3 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實為糧；



大衛是個尊主為大的人

撒上17:26 大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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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是個尊主為大的人

撒上24:1 掃羅追趕非利士人回來，有人告訴他說：「大衛在隱基
底的曠野。」2 掃羅就從以色列人中挑選三千精兵，率領他們往野
羊的磐石去，尋索大衛和跟隨他的人。3 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裡
有洞，掃羅進去大解。大衛和跟隨他的人正藏在洞裡的深處。4 跟
隨的人對大衛說：「耶和華曾應許你說：『我要將你的仇敵交在你
手裡，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時候到了。」大衛就起來，悄悄地
割下掃羅外袍的衣襟。5 隨後大衛心中自責，因為割下掃羅的衣襟；
6 對跟隨他的人說：「我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我在耶和華面
前萬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7 大衛用這話攔住
跟隨他的人，不容他們起來害掃羅。掃羅起來，從洞裡出去行路。



大衛是個尊主為大的人

撒下6:14 大衛穿著細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華面前極力跳舞。……16
耶和華的約櫃進了大衛城的時候，掃羅的女兒米甲從窗戶裡觀看，見大
衛王在耶和華面前踴躍跳舞，心裡就輕視他。……20 大衛回家要給眷
屬祝福；掃羅的女兒米甲出來迎接他，說：「以色列王今日在臣僕的婢
女眼前露體，如同一個輕賤人無恥露體一樣，有好大的榮耀啊！」21
大衛對米甲說：「這是在耶和華面前；耶和華已揀選我，廢了你父和你
父的全家，立我作耶和華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華面前跳舞。
22 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為輕賤。你所說的那些婢女，她們倒要尊
敬我。」



大衛是個信靠神的人

撒上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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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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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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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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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是個信靠神的人

撒下15:24 撒督和抬 神約櫃的利未人也一同來了，將
神的約櫃放下。亞比亞他上來，等著眾民從城裡出來過去。
25 王對撒督說：「你將 神的約櫃抬回城去。我若在耶
和華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來，再見約櫃和他的居所。
26 倘若他說，我不喜悅你，看哪，我在這裡，願他憑自
己的意旨待我。」



大衛是個感恩讚美神的人

詩18:48 你救我脫離仇敵，又把我舉起，高過那些起來攻擊我
的；你救我脫離強暴的人。49 耶和華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
稱謝你，歌頌你的名。

詩30:4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要歌頌他，稱讚他可記念的聖
名。

詩8:1（大衛的詩，交與伶長。用迦特樂器。）耶和華我們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詩63:3 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頌讚你。4 我還
活的時候要這樣稱頌你，我要奉你的名舉手。



大衛是個認罪悔改的人

1) 詩篇32、51
詩32:3 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唉哼而骨頭枯乾。4 黑夜
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
（細拉）
撒下12:13 大衛對拿單說：「我得罪耶和華了！」拿單說：「耶
和華已經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於死。14 只是你行這事，叫耶
和華的仇敵大得褻瀆的機會，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詩51:4 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這惡，
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
正。……7 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求你洗滌我，
我就比雪更白。……9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的
罪孽。10 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重新有
正直的靈（「正直」或作「堅定」）。



大衛是個認罪悔改的人

1) 詩篇32、51

2) 大衛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撒下12:10 你既藐視我，娶了赫人烏利亞的妻為妻，所以刀劍必
永不離開你的家。』11 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從你家中興起禍
患攻擊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嬪賜給別人，他在日光之下就
與她們同寢。12 你在暗中行這事，我卻要在以色列眾人面前、
日光之下報應你。』」

• 犯姦淫而生的孩子夭折
• 暗嫩玷污他瑪
• 押沙龍殺暗嫩為妹妹報仇
• 押沙龍造反
• 押沙龍失敗被殺
• 亞多尼雅被殺



大衛是個遵行神旨意的人

1) 逃避掃羅王年間
撒上23:1 有人告訴大衛說：「非利士人攻擊基伊拉，搶奪禾
場。」2 所以大衛求問耶和華說：「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
以不可以？」耶和華對大衛說：「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
救基伊拉。」3 跟隨大衛的人對他說：「我們在猶大地這裡尚
且懼怕，何況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軍旅呢？」4 大衛又
求問耶和華。耶和華回答說：「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將非
利士人交在你手裡。」5 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往基伊拉去，與非
利士人打仗，大大殺敗他們，又奪獲他們的牲畜。這樣，大衛
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大衛是個遵行神旨意的人

1) 逃難年間

2) 作王以後
撒下7:1 王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不被四圍的仇敵
擾亂。2 那時，王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
中， 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裡。」3 拿單對王說：「你可以照你
的心意而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
拿單說：5 「你去告訴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豈
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12 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
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13 他
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大衛是個遵行神旨意的人

1) 逃難年間

2) 作王以後

3) 新約的評價

徒13:36 「大衛在世的時候遵行了 神的旨意，就睡了（或作

「大衛按 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歸到他祖宗那
裡，已見朽壞；



大衛是個合神心意的人

王上15:5 因為大衛除了赫人烏利亞那件事，都是行耶和華
眼中看為正的事，一生沒有違背耶和華一切所吩
咐的。



大衛是個合神心意的人

撒上13:14……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
百姓的君，……

[NIV]1Sa 13:14...the Lord has sought out a man after His own 
heart and appointed him ruler of his people, ...

[KJV]1Sa 13:14...the LORD hath sought him a man after His 
own heart, and the LORD hath commanded him to be 
captain over his people, ...

[NASB]1Sa 13:14...The LORD has sought out for Himself a 
man after His own heart, and the LORD has appointed 
him as ruler over His people, ...



你我也該做個合神心意的人

1) 家庭生活中
• 你是如何待妻子的？

• 你是如何待丈夫的？

• 你又是如何待子女的？

Marriage.com, 2/15/19:  1. Infidelity; 
2. Money; 3. Lack of communication; 
4. Constant arguing

箴22:6 教养孩童，使他
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
也不偏离。
箴19:18 趁有指望，管教
你的兒子，你的心不可任
他死亡。

西3:19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不可
苦待她們。

弗5: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弗5:28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
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西3:18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這
在主裡面是相宜的。

弗5: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
同順服主。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
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
的救主。24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
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彼前3:7 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情理」原文作「知識」），因她
比你軟弱（「比你軟弱」原文作「是
軟弱的器皿」），與你一同承受生命
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這樣，便叫
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



你我也該做個合神心意的人

1) 家庭生活中

2) 教會生活中
• 生命要成長

• 按著神的心意服事



你我也該做個合神心意的人

1) 家庭生活中

2) 教會生活中

3) 職場上



合神心意的大衛與你我

1. 親近神

2. 信靠神

3. 感謝神

4. 讚美神

5. 尊重神

6. 順服神

7. 對付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