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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救赎历史系列第三部份，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 

 

请翻开你手边的圣经。和我一起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 

 

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之前，我们来复习一下过去讲过的内容。我们从序言开始说起，创世

记第一章到十一章，神的创造。神创造的最终目的是，我们将去新天新地，新的创造。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救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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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第一部份是讲到救赎，「对立约之民的应许。」从创世记十二章到出埃及记结尾，我

们看到的是神和衪的百姓立了两个主要的约。第一个约是和亚伯拉罕立的约。记载在创世

记十二章和十五章，以及其他的地方。然后从出埃及记第三章开始，落实在西乃山的是摩

西之约，神与摩西立的约。所以你看到神透过约和衪的百姓建立关系。 

 

然后我们进到下一个部份，第二部份，「应许之地的律法。」在利未记，神颁布律法，神

的子民接受律法。在民数记中，以色列人走一条迂回的路去应许之地。到申命记的时候，

他们在应许之地的边缘。摩西重申律法，以色列人第二次听到律法，然后乔舒亚被立为新

领袖，拿下了迦南地。到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安顿下来，但是情

况并没有好转。各人任意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道德沦丧，崇拜偶像，淫乱。当时的情

况真是非常邪恶。 

 

接着，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想要一个王。他们不是要一个王来帮助他们建立与神的关系，以

及遵守与神立的约。他们想要一个王好像四周异教徒的国家一样，他们的王能带来能力。

所以他们哭求要一个王。这带我们来到第三部份，「联合王国的坏王。」在往后的课程

中，我们会先看扫罗王，然后是大卫王。今天我们要先看扫罗王与大卫王的惊人对比。然

后我们将要来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所以在未来的三堂课，我们要看这三位王。 

 

今天我们要看一个关于大卫的关键图象，以及大卫对扫罗的关系。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是圣经中最长的故事之一，而且充满了许多细节。 似乎作者在每个地方都加上了细节，也

许有些细节是不需要的，但是作者把细节刻入人们的心中。所以我要大家读这个故事，并

且要注意细节的地方。就像我们经常读旧约故事的作法，我们读一段就停下来，要确定我

们看懂了整个故事，和感受到故事的意义。 我要大家汲取到故事的内容，然后思想其中的

含意。 

 

这是一个相当常见的故事。 就是没有在教会长大的人都非常熟悉大卫和歌利亚，至少是粗

略地熟悉。我想就因为太常见了，所以我们弄错了故事的重点。我们以为这是关于一个勇

敢，有勇气的男孩站出来对抗巨人的道德故事，而它被引用在许多我认为不是这段经文本

意的应用上。所以我要请大家来读这个故事，而且思想其中真正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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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母耳记上 17：1。「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争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

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悯。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

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 

 

你看到在两山之间有一个山谷，好像在中间有一个干涸的溪谷，非利士人在一边山上，以

色列人在另一边山上，而这个山谷就是战斗将要发生的场所。这就是当时的场景。 

 

来到第 4 节。「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迦特人，身高六肘零一

虎口；」一个讨战者。这一章是整个旧约唯一用到这个字的地方。 字面的意思是两军之间

的人，一个决定性的人。这个叫做歌利亚的人无疑的是一个两军之间有决定性的人。他身

高六肘零一虎口，换算为 9 英呎 9 英吋。他完全是一个打职业篮球的料。他站着眼晴几乎

平视篮框。那在篮球场上是很有用的。 

 

那就是这个人的身高，但是如果你懂篮球，许多很高的职业篮球球员都是瘦长的。不少拥

有百万身价的运动员，他们的行动是有些笨拙的，但是歌利亚却不是这样的。 下一节，第

5 节，「头戴铜盔，身穿铠甲，」像一个长的外套，接着说到，「甲重五千舍客勒；」换

算成大约是 125 磅。那是外套的重量。他所穿着的似乎比一般以色列人的体重还要重。 

 

除了他所穿的铠甲外套，在他的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

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客勒，约 15 磅。铁枪头重 15 磅。这个人无疑的是一个厉害的讨战

者。 更厉害的是，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这个粗暴穿着重铠甲的巨人不仅能流畅

地前进，他还有一个伙伴跟着他，帮他拿着一个像一个人大小的盾牌。当歌利亚在派对中

出现的时候，你会注意到的这个人的。 

 

当歌利亚出现时发生了什么事。第 8 节说到，「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

「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甚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

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作你们的仆人；

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作我们的仆人，服事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

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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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故事的两个状况，一边有一个无敌的人物。你看到了对一个战

士最详尽的描述，以及你为什么不想和这个无敌的人物在战斗中对阵；第二个是不可能的

挑战。歌利亚刚才所做的是，挑战这些可怜的以色列人，来和他一对一决斗。和歌利亚进

行一对一的单挑。 

 

谁想要这么做? 谁要来和这个人对抗? 以前我和你们分享过，我哥哥史蒂夫在高中是重量

级摔角的州冠军。他是个中的佼佼者。在那场重量级摔角的州冠军赛，他举起那个三百磅

的家伙把他丢在地上。你不会想跟我哥哥史蒂夫玩摔角的。 

 

我们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有乡土气息的人，他总是说，「大卫啊，我想在你们家，你是

轮不到吃好东西的。」我认为那个说法是正确的。我不会把我自己描述成一个强壮粗暴的

人。 

 

所以史蒂夫和我是有些不同的，我的弟弟亚当和我，我们是哥哥史蒂夫练习的道具。 所以

在我的军械库里唯一的武器就是逃跑。 那是我会使用的武器，也是一个避开危险的武器。

说到和史蒂夫摔跤我是比较被动的，但是我能从他面前逃跑。  

 

那正是以色列人的处境。在第 11 节中说到，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

就惊惶，极其害怕，也就是说，我不会出去应战的。甚至是扫罗，他是体型上最有资格，

最接近去和歌利亚交战的。在稍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扫罗在以色列人中是最高大的。但是

他也无计可施，他和其他以色列人一样吓得要死。 

 

当你来到 11 节末的景象。你看到这个向以色列人挑战的巨人。不只是向以色列人，而且

是向以色列的神，大声叫嚣，羞辱他们。以色列成千上万的军队在恐惧中无计可施。然后

几乎像电影一样。镜头立即转到另外一幕。你从战场来到一个阳光普照的草地，有一个英

俊的牧羊童。 

 

大卫，第 12 节，「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八个儿子。当扫罗的

时候，耶西已经老迈。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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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押，次子名叫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沙玛。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大卫

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 

 

你看到大卫的三个哥哥在战场上，看着这件事发生，而大卫回家来照顾羊群。 所以大卫的

父亲耶西叫他，第 17 节，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伊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

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

好，」我喜欢这一句，「向他们要一封信来。」 

 

耶西要大卫从战场上带一些东西回来。耶西完全不知道大卫从战场上会带什么东西回来。

耶西没想到大卫会把歌利亚的头带回来。那个纪念品好吗? 一个身高 9 呎 9 吋人的头？  

 

耶西说，「我要你去战场，把这些东西给他们，看看他们做的如何，从他们那里带些东西

回来。」所以在第 19 节中，「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

人打仗。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

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吶喊要战。」所以在早晨他赶到那里，大约是 15 英

哩的路程。大卫一大早就出发了，你知道他跑了半个马拉松来预备将要发生的事，就是要

向这个巨人挑战。 

 

所以他到了那里，第 21 节，「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

来的食物留在看守对象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

的，」又是同样的情形。「就是属迦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

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 

 

现在我要你想象一下这幅景象。当哥利亚出来的时候，他像以前一样的大声叫嚣，再一次

显示了歌利亚高大的特质。当他叫嚣的时候，成千上万以色列士兵之间立刻肃静，而且他

说话使大家陷入恐慌。他就这样子做了四十多天。 

 

现在，让你来代替大卫。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听到这个人出来不仅是挑战以色列人，

而且挑战以色列的神，以及羞辱以色列的神，也许这是大卫第一次听到神的名被羞辱，当

他听到这些时什么想法闪过他心头，然后看到所有神的百姓，所有以色列人，所有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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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陷入恐慌。所以大卫开始问这是怎么一回事。第 25 节，「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

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这是王应该要

做的事情。 

 

扫罗王，躲在后面，无计可施，所以他提供奖赏给任何人能去对抗歌利亚的人。他提供了

三个奖赏。首先，王要赏赐那个能杀死他的人大财富。这个大财富当然是假定你能打败歌

利亚。第二，王会把王的女儿嫁给他。我们在后面会发现扫罗的女儿，不一定是作为一个

奖赏，但是她这个整个交易的一部份。所以你会得到财富，以及王的女儿作妻子，然后父

家在以色列的房子免费，那基本上是免掉交税的义务。  

 

这是多么好的经文阿！能够永远免税是多好的事情啊！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缴我们的税，

但是如果能够免缴也是很好的。我猜想有一些人，如果处在那种危险之下，应该不介意和

歌利亚对阵。会计师应该不介意这样做的。 

 

所以现在的景像是这样的。大卫响应，对他身旁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

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 神的军队骂阵

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 

 

在这里我要你和我一起注意，大卫对景况的叙述和其他人所谈论的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

他说，「你看到那个人，上来讨战的那个人吗？」大卫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

呢？」好像是说，他认为他是谁，不属于神的子民，敬奉其他的偶像，不是与神立约的子

民。他是谁－这个人是谁啊？早先他说他是来向以色列骂阵。大卫说，「他来向永生 神

的军队骂阵。」这比向一支军队骂阵更严重。这是向神，真神来骂阵。 

 

所以大卫对这个景像变得很忿怒。他继续问周遭的人，第 28 节，「大卫的长兄以利

押，」－一点关于以利押的附记。 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就在这一章之前，当塞缪尔去耶

西家要膏下一位以色列的王，以利押是合逻辑的选择。他就是塞缪尔来到时在心里说，这

个人必定是下一位王。但是在那里我们发现到人是看外表。神所看的是内心。 

 



Página (Page) 7 

 

所以大卫被膏为王，而那个合理的选择眼睁睁的看着事情发生，很可能有一点苦毒。大卫

的这位长兄听见他对其他人说话，以利押的愤怒被挑起来，他说，「你下来做甚么呢？」

这里几乎是在贬损他。「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似乎在问你看管的羊群在

那里？「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争战！」 

 

第 29 节，大卫说，「我做了甚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似乎在说，兄弟啊，冷静一

下。我只是问一些问题罢了。第 30 节，「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

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所以大卫是在研究，想弄清楚他是否想要与歌利亚交战。 

 

现在，消息开始传播，终于到了扫罗那里，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

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所以现在我们将要看到这两个人－现任以色

列的王与未来以色列的王－面对面，而且我们将看到这两人之间的对比。 

 

第 32 节，「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

战斗。」」你看到他的大胆，勇气，和信心，扫罗回答了。「扫罗对大卫说，」第 33

节，「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作战士。」扫罗看待大卫

就像这个世界看待大卫。毫无机会。你知道的，二十岁，也许更小一些，牧羊人，而这个

巨人是一个战士。绝对不可能。 

 

所以大卫对扫罗说，这是大卫两种充满激情，有力的短讲之一。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

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牠，击打牠，将羊羔从

牠口中救出来。牠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牠的胡子，将牠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

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 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 

 

接着大卫说道，「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我要

你知道大卫刚才所做的，因为他向扫罗指出问题所在，以及其他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因害怕

而胆怯。扫罗和以色列人相信歌利亚是巨人，那是不对的。因为即使他身高九英呎九英吋

而且充满了蛮力，但是和主，耶和华，神，比起来，歌利亚只是一个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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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的主，衪是伟大的，能够救我们脱离危难。那只是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没有

人－我们跟随主，主已经拯救我们脱离狮子和熊的迫害，衪能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未受割礼

的非利士人的迫害是毫无问题的。这不是很伟大吗？似乎这都只是在于你从那个角度看事

情。 

 

让我们很快的停下来讲一下。当我们面临困难的事，困难的环境，有障碍在我们前面，我

们越专注在那些困难上面，它们就变得越来越大，不是吗？当它们变得非常大，有压倒性

和如此的强烈，就在那些时刻我们需要知道神比它们更大。无论环境是多么困难，障碍是

多么有挑战性，我们的神是远远的超过那些。他是绝对能够把你从环境和障碍中间拯救出

来的。 

 

所以大卫把这些话对扫罗说。扫罗看着他说到，「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在

第 38 节，「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

把刀跨在战衣外，」这里几乎是有些讽刺。好像扫罗有什么依据，可以告诉大卫他应该怎

样去打仗。事实上这个胆小鬼躲在后面什么也没做。 

 

当大卫穿上铠甲，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

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现在我们知道扫罗是多么大块头了，而大卫不

是，所以在扫罗的铠甲里他像侏儒一样。但是他穿上和脱下铠甲的景像有两个层次的表

征。想一想。第一，他脱下了这个世界说你去打仗所需要的东西，因此显示了唯有主才是

我们去打仗所需要的。 

 

然后更深一层的是扫罗王与未来大卫王之间的对比，这是一幅景像大卫说，「我的王位和

你的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你的王位反映出外邦修饰外表的王，被四周所有的东西所

吸引。而大卫脱掉铠甲表明了，「我要走在亚伯拉罕，雅各布，和摩西的路上，他们从一

无所有的牧羊人开始出道，但有的是神的供应和应许。」 

 

所以这就是他所做的。他出战了－在第 40 节说到，「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

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可能像网球的大小。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

就去迎那非利士人。现在一场终极对打冠军赛就要展开。一边是非利士人歌利亚，拥有这

个世界所建造最好的作战装备。另一边是大卫，他所拥有的只是神亲自制作的五颗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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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戏要上演了，第 41 节。「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

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

「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你拿杖到我这里」显然歌利亚没有看到石头。他可

能会希望他从没见过这些石头，但是「你拿杖到我这里来？」这个非利士人借着他的神来

咒诅大卫。当我们读看到这里，立刻在我们心中会回想到起初神借着亚伯拉罕，对他的子

民说「我必赐福」－创世记 1，2，3「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

诅他。」歌利亚不知道这些，他刚才因咒诅神的子民而给自己带来审判。他将要经历神的

咒诅。 

 

第 44 节，「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现在，他们在言语上争

战。但是大卫不会被这些旧约中的废话所打败。我要你来听他所说的。这是很棒的。 当你

处在这样的情况，你会想，我希望我能这样说。大卫把它全说出来了。 

 

他对非利士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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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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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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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真好。刚才大卫对歌利亚所说的是很清楚的。歌利亚，再过一会儿，你将会了解，在

你身后的非利士人将会了解，以及在我身后胆怯恐惧的以色列人将会了解，在以色列有一

位神是最崇高的，祂不会被任何人所侮辱，而且祂要展现祂的荣耀，并且要摧毁你。这是

很强烈的。这场战役是属于主的。祂会为我打这场仗。 

 

随着斗嘴的话结束，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

去。你可以听到两边山上都发出集体的喘息声。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

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仆倒，面伏于地。被击倒。 第一步，歌利

亚倒下来。我们先保留这一段，因为我们马上会回来这里。歌利亚倒下来，面伏于地。 

 

现在，我们要来看下面几节说到大卫杀歌利亚，有一些关于歌利亚何时真正死亡的讨论和

争辩。我认为当石头打进歌利亚的头的时候，歌利亚就死了。什么时候才算是歌利亚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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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死亡时间，这个问题也许值得讨论和争辩，但是我要你听这一段。「大卫用机弦甩石，

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 

 

暂停一下。 这正是大卫说过将会发生的事情，「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

刀用枪。」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你回到利未记，看到侮辱神的处罚是什么呢？被石头打

死。 

 

然后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拿了他的刀。所以是歌利亚自己的刀。将他的刀从鞘

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第二步，斩首。我知道这是有些可怕的，但这是真实的

故事，所以跟着我看下去。第一步，他倒下来，面伏于地。第二步， 头被割掉。 

 

现在， 我要你保留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这里，和我一起很快地回到撒母耳记上第五章。我

是要提醒你以前在非利士人中间发生的一些事。在这里我们看到，非利士人抢夺了约柜。

这个景象是说神的荣耀以及神与子民的同在是不可碰触的。当他们抬约柜回来，有些人因

为触摸而被击杀。似乎这幅图画是要彰显神的神圣。当非利士人抢夺了约柜，他们决定把

它放在他们的大衮神所住的神庙里。 

 

所以你看到在他的家中有偶像。第五章第 1 节，「非利士人将 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

亚实突。非利士人将 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他们把它们放在一起，

听这一段。「次日清早，亚实突人起来，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第

一步，假神在真神面前，脸伏于地。 

 

来听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们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可怜的大衮。第 4 节，「又

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坎

上折断。」第二步，斩首。所以这幅图画是假神在这唯一真神的至高主权前被击倒。回到

撒母耳记上十七章，这些非利士人的代表，在神的仆人面前被击倒而且被斩首。 这场仗主

要不是属于大卫的。这场仗是属于神的。 

 

所以很自然地非利士人决定不再留恋。 第 51 结尾，「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

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吶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迦特和以革伦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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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色拉音的路上，直到迦特和以革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

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 一个很好的纪念品，拿到耶路撒冷，却

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棚里。 

 

这个故事有三个层面。无敌的个性，不可能的挑战，第三，不像的胜利者的胜利者。谁会

想到胜利者不是那个 9 呎 9 吋的巨人，而是一个 20 岁左右的牧羊人。他为什么是胜利者

呢? 不是因为他的力量或是技巧。而是由于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 因为他对神的荣耀大

发热心。大卫 从来没有把歌利亚看做是巨人。他自始至终都知道主才是真正的巨人。 

 

当他来到战场，他看到神的名被亵渎和侮辱，他不能坐视不管。他采取了似乎很危险的行

动，是其他上千受过训练的以色列战士甚至没有想到的。他上阵是为了显明神至高的主

权，他对神的荣耀大发热心。第二，大卫对神的能力有信心。他知道主曾经救我脱离狮子

和熊的攻击，也会救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场仗是属于主的，」他说，「祂会将歌利

亚交在我手中。」这就是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 

 

现在，我们要开始来看这个故事不只是关于一个勇敢的牧羊童而已。这里有一些更深入的

东西，比你和我说，「我们如何能勇敢地面对生命中的巨人? 」更加深入。我要你和我一

起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思想这个故事。我要请你和我一起从个人的层面，国家历史的层

面，以及救赎历史的层面来思想。 

 

请回想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过的故事。想一想亚伯拉罕把他儿子艾萨克奉献在祭

坛上。这个故事真正有三个不同的层面。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有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以

及一个将要牺牲儿子的父亲。但是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就会很不一样。不只是亚伯拉罕和艾

萨克的问题，而是在旧约中神的子民。艾萨克是应许的后嗣，将要带出以色列百姓的后

裔，他将要被牺牲，而神提供了一只羊羔来保全祂的子民，以色列的百姓。 

 

现在再往上提升一个层面，救赎的历史。这个角度又比从以色列民族的角度看更大。从民

族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神用一只羊羔来保全祂的子民的故事。在一个特别的夜晚，上帝拯

救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这就是逾越节的由来。神拯救祂的子民脱离奴隶，带领他们进入一

个新的约，摩西之约，以及应许之地。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帝借着羔羊的血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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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神已经救赎我们从奴隶到罪，从罪到自由，祂也是借着

一只羔羊的血所完成的，就是基督。我们从个人的角度、国家的角度，以及救赎历史的角

度，可以看到三层不同的意义。 

 

这就好像用谷歌地图一样。我们先从最细微的地方来看，然后再慢慢放大，最后看见事情

的全貌。所以我们从最基本的角度，也就是个人的角度来看，这里有一个看起来很很厉害

的角色，歌利亚。还有一个看起来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打败这个巨人歌利亚。谁要来完

成这件事? 日复一日，以色列人的答案一直是没有人。甚至王也做不到。这是因为我们看

到神正在兴起另一位王，这引导我们到我们刚才谈过的不像胜利者的胜利者，大卫，那位

即将登位的王。 

 

就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之前，十六章结尾，我们看到大卫接受膏立，成为下一任的以色列

王，这不是一个巧合。这是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让我们再提升一层到国家的历史层面。我们知道大卫与歌利亚站在山谷里所代表的不只是

他们自己。那不是一个关乎两个男人的争战。而是一个关乎两个国家的争战。现在我们看

见主角了，四周的国家。最显眼的就是非利士。一位历史学家说，「对居住在中央山脉的

以色列人来说，非利士人是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他们从士师时代就占有这些土地，而

且情况不妙的是这些异教徒的国家都日渐强大。 

 

所以现在的挑战是拯救神的百姓。谁会从这些国家，他们的偶像崇拜，不道德，以及带给

以色列的威胁中把神的百姓拯救出来呢? 谁会来做这件事呢呢? 以色列已经屈服在掳走约

柜及这个或那个的非利士人之下。谁会来拯救他们呢? 扫罗王会来拯救神的百姓吗? 扫罗

躲在后面什么也没做。 

 

那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神笃定地兴起这个不像胜利者的胜利者，大卫。他不只是即将登基的

王，而且是一个牧者国王。他确实成为王。我们没有读完十七章其余的经文，以及十八

章，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大卫开始被称赞，超过扫罗本人的时候。神正在提升大卫。大卫这

个牧者国王，他会显明一位统管万有的神，并且会为祂的百姓而战的神，而且这个王会显

明神是配得敬拜的。我们会从国家历史层面上所看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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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不只是一个在几千年前，发生在一个山谷中的事情。这是一幅神在描绘一些更奇

妙，更伟大的图画。故事是这样子的。歌利亚和偶像崇拜，亵渎神， 不道德，实际上是代

表另一个更大的图画。 这是一幅关于魔鬼引诱非利士人假神，引诱所有周围的国家寻求外

邦的神明的图画。魔鬼引诱了以色列人自己进入拜偶像和不道德之中，魔鬼也引诱了每一

个人。牠使我们转离神，去跟随其他的神，不论是崇拜自己，我们的金钱，或是宴乐。魔

鬼引诱我们每一个人掉入提摩太后书 2:26 所称「他的网罗」，掉入魔鬼的网罗当中。 

 

那是厉害的角色，邪恶的那一个，也就是魔鬼。那不可能的挑战就是撒旦掳获了人的心。

谁会来挑战他? 谁会来和世界之子争战呢? 谁会来和定意毁灭神的子民，以及侮辱神的名

的魔鬼挑战呢? 你愿意吗? 

 

舞台已经为伯利恒那不为人知的小镇准备好了，那也是大卫的出生地，一个不像胜利者的

胜利者在伯利恒那不为人知之地出生，在一个穷困的景况中出生在一个卑微的家庭。没有

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保护与华贵之中，反而与百姓同行，爱人帮助人，为了天父的荣耀，面

对来自罪、撒旦、十字架上死亡的挑战。约翰福音 12:27，「我说甚么才好呢？父啊，救

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 

 

所以他面对罪，撒但，和十字架的死亡挑战，因着神的大能，衪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到这

个不像胜利者的胜利者，耶稣，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王。祂杀死了巨人。祂毁灭了撒但。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来了解这个故事对我们生命的意义。那不是指我们要走出去，勇敢面

对生命中的巨人。这个意义其实是很深的。想一想。从这个故事我做了三个祷告，我要请

你一起来祷告。独一的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为祢的荣耀大发热心。帮助我们看到祢的

大能是超过任何的巨人，而且渴望祢的荣耀胜过任何的事情。 

 

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勇敢地去面对巨人。重点是对神的荣耀有热情。在我们的生命中，我

们面临困难的环境与挑战性的障碍，我猜想每个人都有许多这样的障碍需要去面对。事实

是，当你面对那些障碍和挑战时，不是把我们的目光放在巨人和那些挑战上面。我们应该

把目光焦点放在：「神阿，我要祢的名在这种景况和障碍中被荣耀。」如果这意味着你要

保留那个障碍在那里，就像祢在哥林多后书 12:7 中对待保罗一样，他三次求问主，「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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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刺离开我。」而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

全。」那就这样子吧！因为我要祢的荣耀和祢的名被高举，更胜于我要除掉困难的环

境。」 

 

在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问题上，要对神的荣耀大发热心，我们的热情可能不是指我们的安

全和舒适，或是我们的计划和事情能够照我们的计划成就。我们应该为神的荣耀大发热

心。那才是成功。在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问题，以及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荣耀祢的名。

看到大卫第一次听到神的名被侮辱就上去作战。大卫就站出来说，「我不能跟你们一同坐

着，什么事也不做。有一些事必须有人去做。」这对我来说是一大鼓励。 

 

所以神要兴起一些人，在伯明翰市各处，走遍城市，家庭，邻里，以及工作场所，活生生

的传扬神的荣耀。那不是说我们走出去向人丢石头，和把人的头砍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当我们与不认识神的荣耀，不敬拜神和不以神的荣耀为乐的人坐在一起，我们不只是静静

地坐着。我们要告诉他们祂的美好，荣耀，和恩典。他们也许认识衪和敬拜祂，因为祂是

配得这个城市里每一个人的荣耀，我们要他们知道衪的荣耀。我们要祂的名在这地被高

举。这个故事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们带着一份热诚，一个使神的荣耀传遍这个城市的热

诚。 

 

显然我们不会停在那里。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印度作工。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利他主义，只是

想一些好事去做。不是的。在印度有成千上万的假神被膜拜着，而耶和华神没有得到荣

耀，所以我们不会默不作声。我们要为这个采取行动，我们要献出我们的资源使神在印度

得到荣耀。这就是我们面对每一个问题，以及去每一个地方的原动力。 

 

第二， 求神帮助我们活出来，对祂的大能有信心。这是最美的地方。神要祂的荣耀被传

扬，祂也给我们能力去传扬祂的荣耀。这是整件事情的重点。争战是属于主的。当我们是

为神的荣耀而活，那就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不是依靠我们的力量和技巧。祂给了我们从天

而来神的资源，来使祂的荣耀被传扬。这个争战是属于祂的。 

 

现在想一想这一点。因着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的王这个事实，这个不像胜利者的胜

利者已经向罪，撒但，和死亡挑战，而且祂已经得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当我们读

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处在大卫的地位。好吧，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像大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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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这个故事是对我们说的，基督已经为我们而得胜的事实，那么我们其实更像处

在犹太人的地位，因为巨人已经被杀，而撒但也已经被毁灭。 

 

仗已经打完。基督已经战胜罪，你和我现在可以自由地离开，经历胜利的果实。你知道这

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们不必为胜利争战。胜利已经得到。基督已经战胜了罪。我们

不必为胜利而争战，我们是从胜利开始争战，这里是有一个极大的差异。因为当你在与罪

和诱惑的争战的时候，如果基督在你里面，神的子民啊，那你在这场争战中就不衰弱。你

是强壮的。你有能力胜过罪。 

 

但是别让仇敌欺骗你。牠已经被打败。牠没有能力胜过你里面的基督。牠已经被打败，你

现在正在活出基督为你所买赎的胜利。 

 

所以当你面对诱惑的时候，你要知道，诱惑对你是没有能力的。只有基督对你有能力。祂

仍然活着，祂住在你里面，给你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来克服它。所以要对基督要有信心。

让这个信心刻骨铭心，融入你的心思意念当中。我们不必为胜利而争战，我们是从胜利的

地位开始争战。 

 

这些引导我们来到最后的祷告。神，帮助我们，仰望耶稣是我们的胜利者。在我们遇见的

每一个诱惑和罪恶上，祂都是我们的胜利者。基督是我们的胜利者，我们的眼目都定睛在

祂身上。在我们遇见的每一个诱惑和罪恶，以及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试炼和挣扎，在祂的

大能，为了祂的荣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面临许多的挣扎，诱惑，艰苦，和困难的处境，

但是有一点我确实知道。基督已经战胜了罪和苦难，撒但和死亡，因此你绝对没有任何事

可以惧怕。定晴在耶稣，你的胜利者身上。当你定睛在祂身上，你对神的荣耀会有热诚，

对神的大能有信心。这就是基督徒的道路。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