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主日講道撮要 (6-3-2022)           講員／撮要：楊家傑牧師 
主題：疫情反思-危機中的反彈        經文：撒上 21:12-22:2; 
                                         詩 34:1-10 
引言： 
 新型冠狀病毒的發展越來越嚴峻，究竟帶給我們什麼警示？讓我

們有什麼反思？ 
 主再來的日子漸漸近了！ 

「10…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11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
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路 21:10-11) 
「25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
的響聲，就慌慌不定。26天勢都要震動，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
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27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
耀駕雲降臨。」(路 21:25-27) 

 基督必再來，末日審判亦臨到；我們要儆醒！ 
「2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
3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臨到
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4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
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 …，總要儆醒謹守。」(帖前 5:2-6) 

 詩班的獻詩：《賜我愛靈魂的心》提醒我們要忠心為主作工，對主
忠誠！ 

 筆者也在靈修中體會： 
「主耶和華說：那日，殿中的詩歌變為哀號；必有許多屍首在各
處拋棄，無人作聲。」(摩 8:3) 
「…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摩 8:11 下)  
 

本論： 
經文背景：(撒上 21:12-15) 
 大衛逃避掃羅王追殺，瀕臨絕境，孤單的逃亡(撒上 21:1)； 
 他逃往迦特(撒上 21:10-15)投靠敵國的王 - 亞吉王，儼如背叛掃
羅王的一個賣國賊！ 
 撒母耳記上/下總共 55 章 



有 40 章是描述有關大衛；其中 11 章記載他因掃羅王的追殺逼害
而顛沛流離的經歷。 

 這正是耶和華對祂所揀選膏立的僕人的熬煉，要將一個分裂軟弱
的國家，轉變為神所應許的興盛！ 
 然而，(撒上 22:1-2)成為大衛逃亡的轉捩點，在危機中反彈！ 
 
一. 跌倒後靠主站起 (撒上 22:1) 

「大衛就離開那裡，逃到亞杜蘭洞。他的弟兄和他父親的全家聽
見了，就都下到他那裡。」(撒上 22:1) 

 大衛逃避掃羅王的追殺，隻身前往敵國投靠以色列的敵人 - 非利
士人(撒上 21:10)；引來亞吉王對他投誠的懷疑！ 

 因為大衛曾殺死非利士人的英雄歌利亞(撒上 17:4)，而以色列的婦
女曾為此而歡呼。 
「亞吉的臣僕對亞吉說：『這不是以色列國王大衛麼？那裡的婦女
跳舞唱和，不是指著他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麼？」
(撒上 21:11) 因此，引起了亞吉王的妒嫉和憤怒！ 

 大衛假裝瘋癲 (撒上 21:13)，在內心承受失敗、潦倒、悲哀的跌倒
者！ 

 他風光時，曾勇猛地殺死巨人歌利亞、也迷倒掃羅王的女兒米甲
而當上駙馬；現在郤遭同胞質疑是投誠敵人的賣國賊，從事叛國
的勾當。 

 大衛面對更大的危機郤是心靈的： 
他逃到在迦特以東 15 公里的亞杜蘭山洞躲藏(撒上 22:1)，心靈鬱
結，自尊受傷，自我放棄和逃避，忘記了耶和華昔日對他的呼召！ 

「你(撒母耳先知)將膏油盛滿了角，我(耶和華)差遣你往伯利恆人
耶西那裡去；因為我(耶和華)在他眾子之內，預定一個作王的。」
(撒上 16:1 下) 
「撒母耳就用角裡的膏油，在他(大衛)諸兄中膏了他。從這日起，
耶和華的靈就大大感動大衛…。」(撒上 16:13)  
 然而(詩 34 篇)的標題「大衛在亞比米勒(即亞吉)面前裝瘋，被他

趕了出去，就作這詩」，說明這詩正是大衛對這艱難處境的回應(撒
上 21:12-15)。 

 大衛在失敗和沮喪中，重新振作，尋求、仰望、呼求耶和華的拯
救！ 



「4我(大衛)曾尋求耶和華，祂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
6我這困苦人呼求，耶和華便垂聽，救我脫離一切患難。」(詩 34:4、
6)及參(撒下 22:1-7) 

 耶和華聽了大衛在亞杜蘭洞的呼求，感動他的家人從東面約 17 公
里的伯利恆來跟從他。他雖是耶西最小的兒子(撒上 16:11 上)，全
家都願意成為他的同行者，一起奮鬥。 
「…他(大衛)的弟兄和他父親的全家聽見了，就都下到他那裡。」
(撒上 22:1 上) 

 當神呼召祂的僕人起來事奉，縱然服事者會有軟弱，但神的恩典
夠用，會為他們預備同行者，成為重振的力量！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
顯得完全….。」(林後 12:9 上) 
例子：筆者昔日蒙召作全時間事奉，放下原有的工作，投考一間
神學院但被拒絕，非常沮喪；郤原來神已預備另外更適合自己事
奉方向的兩間神學院；此外，師母在不同教會的事奉，亦與我同
心同行。   

 
二. 缺乏裡忠於所託 (撒上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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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 22:2) 

 大衛原本獨單地面對危機，神使他的全家支持他(撒上 22:1)。經文
刻意說明：「他兄弟和他父親全家」，大衛雖然是家中年紀最小的
(撒上 16:11 上)，他父兄仍全力支持，願意跟從他！ 

 此外，又有 400 個家鄉的人願意跟隨大衛，但神預備的不是優秀
的軍士大將；但他們郤是： 
「生活窘迫的」 - 在社會上受壓迫 
「欠債的」- 在經濟上大有問題 
「心裡苦惱的」- 心靈苦澀(參撒上 1:10 的哈拿)，充滿悲憤，不
滿的情緒(參撒上 30:6) 

 大衛要訓練這些「不體面的」跟隨者成為良好的軍事人才或領袖，
是十分難艱的！然而，他並沒有拒絕或輕視他們。因為神在大衛
年輕時已奇妙地塑造了他的生命。 
他年輕時是忠心牧養羊群的牧羊人 (撒上 17:34-35)，他為了保護
羊群，會勇敢地從獅子和猛獸的攻擊中拯救和保護的牠們；現在
他便懂得牧養受傷、被欺壓、軟弱的子民。 



 大衛在缺乏裡忠於主的託付，結果培訓出一批對他忠心耿耿、願
意為他赴湯蹈火的勇士！ 
「13收割的時候，有三十個勇士中的三個人下到亞杜蘭洞見大衛…
16這三個勇士就闖過非利士人的營盤，從伯利恆城門旁的井裡打水，
拿來奉給大衛…17…耶和華啊，這三個人冒死去打水；這水好像他
們的血一般，我(大衛)斷不敢喝…。」(撒下 23:13、16-17) 

 大衛在亞杜蘭洞的經煉，讓我們反思：教會在這嚴峻的疫情下，
面對困難、挫敗、沮喪，但不要氣餒，要勇敢地靠主站起來，在缺
乏中仍忠於主對教會的使命！ 
例子：在 13 世紀爆發的「居普良瘟疫」 
 

三. 危機中截然反彈 (詩 34:1-10) 
「1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祂的話必常在我口中。2我的心必因
耶和華誇耀；謙卑人聽見就要喜樂。3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一
同高舉祂的名。4我曾尋求耶和華，祂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
恐懼。5凡仰望祂的，便有光榮；他們的臉必不蒙羞。6我這困苦人
呼求，耶和華便垂聽，救我脫離一切患難。7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祂
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8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
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9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祂，因敬畏
祂的一無所缺。10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
都不缺。」(詩 34:1-10) 

 大衛在亞比米勒 (亞吉)面前裝瘋，被他趕出去，就作了詩篇 34
篇，回應自己逃難的處境 (撒上 21:12-15)。 

 他在危難中被幽禁「在他們手下」(撒上 21:13)，要假裝瘋癲才得
以脫身；最後得蒙神的拯救，因而發出以下讚歎： 
「救我脫離一切恐懼」(詩 34:4 下) 
「救我脫離一切患難」(詩 34:6 下) 

 面對(撒上21:12-22:1-2)危機，(詩34:1-10)是大衛的心靈截然反彈，
他的心路歷程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a. 稱頌讚美誇耀神為大(詩 34:1-2) 
 大衛在亞比米勒王的監視下，繼續稱頌讚美神： 

「時時稱頌…讚美祂的話常在我口心。」(詩 34:1) 
 因誇耀神而得著喜樂： 

「因耶和華誇耀…就要喜樂。」(詩 34:2) 



b. 為神聽他呼求作見證(詩 34:3-6) 
 大衛危難中禱告神蒙應允得拯救： 

「4…尋求耶和華，祂就應允我…5…仰望祂…必不蒙羞。6…這困
苦人呼求…救我脫離一切患難。」      (詩 34:4-6) 
 表達稱頌、高舉神的見證！ 

「…當稱耶和華為大，一同高舉祂的名。」(詩 34:3) 
c. 呼籲人嘗嘗主恩滋味(詩 34:7-10) 

「7 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祂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8你們要
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9耶和
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祂，因敬畏祂的一無所缺。10少壯獅子
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缺。」(詩 34:7-10) 
 大衛明確指出神對敬畏祂的人施行拯救： 

「…在敬畏祂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v.7) 
「安營」(v.7)：是流動的居所，雖過著漂流的生活，但有神
的保護(創 32:2; 王下 6:16) 

 大衛呼籲敬畏神的人來投靠主，親嘗神保護的恩典及經歷神
使人一無所缺的應許： 
「嘗嘗主恩的滋味」(v.8) 
「 9…因敬畏祂的一無所缺。10…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
不缺。」(v.9,10) 

結語： 
 面對嚴峻肆虐的疫情，確診數字及死亡人數暴增、人人自危、

醫療系統崩潰、醫護人員疲於奔命、院舍疫情爆發、死者遺體
無處容身、數以百計的人因疫死亡，家人傷痛不已、人心惶惶
搶購物資！ 

 教會在此危機，要活出信仰的見證和服事，幫助在困境中的人、
供應物資、陪伴同行、祈禱仰望；在主再臨的日子，為世界的苦
難帶來永恆的盼望。 

 弟兄姊妹要堅持教會的使命，愛人靈魂，以生命見證所信的道，
傳揚救恩！活出基督犧牲的愛和靠主委身服事愛神愛人！ 

回應詩歌：《神未曾應許》 
「試煉得恩助，危難有賴；無限的體諒，不朽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