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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 

撒母耳，掃羅，與大衛 
 

第一講    向上帝求來的孩子 

撒母耳記上第一章至第二章 11 節 

一，以利加拿的家庭 

二，哈拿在神面前求子 

三，耶和華顧念哈拿 

 

第二講   接受訓練帶來復興 

撒母耳記上第二章 12 節至第三章 

ㄧ，撒母耳接受訓練的環境 

二，撒母耳得神喜愛 

三，撒母耳得啓示 

 

第三講   上帝審判鏟除毒瘤 

撒母耳記上第四章 

一，上帝為了鏟除毒瘤允許非利士人來攻擊 

二，約櫃被擄，何弗尼非尼哈一日同死 

三，以利之死 

 

第四講   約櫃被擄彰顯神蹟 

撒母耳記上第五章至第六章 

一，約櫃成了非利士人的戰利品 

二，耶和華懲罰非利士人 

三，約櫃被送回伯示麥 

 

第五講   直到如今上帝幫助 

撒母耳記上第七章 

一，以色列人歸向耶和華 

二，撒母耳祈禱戰勝 

三，撒母耳立石紀念 

 

第六講   大敵當前民求立王 

撒母耳記上第八章 

一，撒母耳之子不行其道 

二，以色列長老求立王 

三，撒母耳警告長老 

 

第七講   掃羅找驢求問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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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第九章 

一，掃羅父親失驢 

二，掃羅見撒母耳 

三，撒母耳和掃羅的談話 

 

第八講   掃羅受膏成為新人 

撒母耳記上第十章 

一，掃羅祕密受膏 

二，撒母耳的預言及應驗 

三，掣籤得掃羅為王 

 

第九講   聖靈感動旗開得勝 

撒母耳記上十一章至十二章 

一，掃羅救雅比人 

二，撒母耳的自白 

三，上帝才是王 

 

第十講   心中懼怕違規獻祭 

撒母耳記上十三章 

一，掃羅組織軍隊 

二，非利士人的挑戰 

三，掃羅勉強獻祭 

 

 

第十一講   王子約拿單的勝利 

撒母耳記上十四章 

一，以色列與非利士實力懸殊 

二，約拿單偷襲非利士營 

三，掃羅不恰當的命令 

 

第十二講   違背指示自作主張 

撒母耳記上十五章 

一，撒母耳命掃羅滅亞瑪力人 

二，掃羅違命 

三，撒母耳殺亞甲 

 

第十三講   大衛蒙召祕密受膏 

撒母耳記上十六章 

一，撒母耳赴耶西家 

二，撒母耳見耶西眾子 

三，撒母耳膏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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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講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詩篇十六，十九，廿三篇 

一，詩篇十六篇 

二，詩篇十九篇 

三，詩篇廿三篇 

 

第十五講   依靠上帝面對強敵 

撒母耳記上十七章 1 至 40 節 

一，以色列面對歌利亞的挑戰 

二，耶西派大衛赴前線探望哥哥 

三，大衛自請出戰 

 

第十六講   奮不顧身擊殺敵人 

撒母耳記上十七章 38 節至 58 節 

一，大衛擊殺歌利亞 

二，非利士人潰敗 

三，大衛被引見掃羅 

四，詩篇一百四十四篇 

 

第十七講   人的稱讚帶來試煉 

撒母耳記上十八章 1 節至 16 節 

一，大衛遭掃羅不悅 

二，掃羅無故想要傷害大衛 

三，詩篇一百四十篇 

 

第十八講   錯誤婚姻後患無窮 

撒母耳記上十八章 17 節至 30 節 

一，掃羅許配米拉給大衛的計謀 

二，掃羅將米甲給大衛的計謀 

三，詩篇一百四十一篇 

 

第十九講   掃羅瘋狂刺殺大衛 

撒母耳記上十九章 1 節至 12 節 

一，掃羅告訴兒子及臣僕要殺大衛 

二，大衛逃命 

三，詩篇十一篇 

 

第廿講   大衛逃避去見先知 

撒母耳記上十九章 13 節至 24 節 

一，米甲救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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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衛向撒母耳訴苦 

三，詩篇五十九篇 

 

第廿一講   大衛向約拿單訴苦 

撒母耳記上廿章 1 節至 23 節 

一，大衛向約拿單傾訴險境 

二，約拿單與大衛立約 

三，詩篇十三篇 

 

第廿二講   掃羅怒責兒子背叛 

撒母耳記上廿章 24 節至 42 節 

一，約拿單得知掃羅定意殺大衛 

二，約拿單泣別大衛 

三，詩篇十二篇 

 

第廿三講   外邦避難大衛裝瘋 

撒母耳記上廿一章 

一，大衛得祭司幫助 

二，大衛逃到亞吉王那裡 

三，詩篇卅四篇 

 

第廿四講   組成軍隊親友投靠 

撒母耳記上廿二章 1 節至 10 節 

一，大衛組成軍隊 

二，迦得勸大衛住在應許之地 

三，詩篇六十三篇 

 

第廿五講   惡人告狀祭司遭殃 

撒母耳記上廿二章 11 節至 23 節 

一，掃羅殺祭司家族 

二，亞比亞他投奔大衛 

三，詩篇五十二篇 

 

第廿六講   游擊戰術蒙主保守 

撒母耳記上廿三章 1 節至 14 節 

一，大衛解救基伊拉城 

二，大衛離開基伊拉城 

三，詩篇第七篇 

 

第廿七講   約拿單與大衛立約 

撒母耳記上廿三章 15 節至 2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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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衛再與約拿單立約 

二，瑪雲曠野獲救 

三，詩篇五十四篇 

 

第廿八講   割下衣襟大衛自責 

撒母耳記上廿四章 1 節至 7 節 

一，掃羅在隱基底追趕大衛 

二，大衛割掃羅衣襟 

三，詩篇五十七篇 

 

第廿九講   掃羅承認大衛公義 

撒母耳記上廿四章 8 節至 22 節 

一，大衛向掃羅表白 

二，掃羅承認己過 

三，詩篇十七篇 

 

第卅講   撒母耳死大衛憂傷 

撒母耳記上廿五章 1 節 

一，撒母耳之死 

二，撒母耳生平 

三，詩篇廿二篇 

 

第卅一講   軍紀嚴明地方安寧 

撒母耳記上廿五章 2 節至 22 節 

一，拿八口出狂言 

二，大衛攻擊拿八 

三，詩篇卅一篇 

 

第卅二講   富戶拿八驚懼而死 

撒母耳記上廿五章 23 節至 44 節 

一，亞比該攜禮物見大衛 

二，亞比該向大衛進言 

三，詩篇廿五篇 

 

第卅三講   掃羅熟睡大衛探營 

撒母耳記上廿六章 

一，掃羅又來追趕大衛 

二，掃羅再次承認己過 

三，詩篇一百四十二篇 

 

第卅四講   大衛投奔非利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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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廿七章 

一，大衛投靠亞吉王 

二，大衛攻擊鄰邦 

三，詩篇卅五篇 

 

第卅五講   強敵壓境掃羅心慌 

撒母耳記上廿八章 

一，掃羅求問交鬼婦人 

二，撒母耳宣告掃羅之死 

三，詩篇六十四篇 

 

第卅六講上帝保守不戰本族 

撒母耳記上廿九章 

一，大衛隨亞吉出戰 

二，亞吉遣大衛返回 

三，詩篇五十六篇 

 

第卅七講   大衛追殺亞瑪力人 

撒母耳記上廿九章 

一，亞瑪力人擄掠洗革拉 

二，大衛制定均分擄物之例 

三，詩篇五十八篇 

 

第卅八講   敵軍追趕掃羅陣亡 

撒母耳記上卅章 

一，掃羅陣亡 

二，雅比人為掃羅收屍 

三，詩篇十四篇，五十三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