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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在扫罗还是当以色列王的时候，
在伯利恒城里，有一个牧羊的童子名 
叫大卫。 



大卫同他的七个哥哥帮助看管他们父 
亲的羊群。虽然大卫是最幼小的，但
是他却很强壮和勇敢，并且他信靠以
及敬爱神。 



有一次，当大卫正在
看管羊群的时候，来
了一只狮子，从羊群
中衔走一只羊羔。大
卫就追赶它，将羊羔
从牠口中救出来。 



然后大卫就揪着狮子
的胡子，将牠打死。
大卫知道神大大的帮
助他胜过狮子。 



撒母耳为了扫罗王的失
败而伤心。神对撒母耳
说：“你为他悲伤要到
几时呢？ 



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
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 

预定一个作王的。” 
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 



虽然撒母耳害怕扫罗
王会因妒忌的心将他
杀死，但是他还是遵
从神所吩咐他的。 



撒母耳到达伯利恒
后，耶西就叫他的
七个儿子来从撒母
耳的面前经过。 
撒母耳对耶西说： 
“这都不是神 
所拣选的。” 



还有最幼小的大卫 
正在放羊，他们就 
打发人去叫他来。 
大卫从外面进来， 
神就对撒母耳说： 
“这就是他， 
你起来膏他。” 



神的灵离开扫罗，
他就受尽了折磨。 



他的臣仆就打发人
去找一个善於弹琴
的来，当扫罗心里
扰乱时，他能够藉 

着弹琴来使 
扫罗平静 

下来。 



他们就找了一
个少年人来，
你猜得出这少
年人是谁吗？ 
这就是大卫。 



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
便舒畅爽快。他叫耶西让 
大卫住在宫殿里事奉他。 
从此之后，每当扫罗 
精神抑郁或感到恐惧， 
大卫为他弹琴， 
他的痛苦就 
离开他了。 



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到伯利恒，放他
父亲的羊。这时候，以色列人和非利
士人作战，大卫的三个哥哥也跟随扫
罗出征。有一天耶西叫大卫将食物送
到营里去，交给他的哥哥们，并问候
他们。 



非利士人的军队当中，有一个叫歌利
亚的，他比平常人高大得多，像个巨
人。 



以色列的军人都很恐惧他。 



歌利亚大声对以色列人呼唤说：
“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 



他若能将我杀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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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我们。” 



扫罗和以色列人听见歌利亚的
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 



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非利士 
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
战斗。”扫罗听见後就把他的战衣给
大卫穿上，又给他戴上铜盔。大卫把
刀佩在战衣外，不能走动，因为素来
没有穿惯，於是他将战衣除掉。大卫
在溪水 
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头， 
拿着甩石机弦， 
就去迎那 
非利士人。 



歌利亚看到来与
他作战的既是一
个少年人，并且
没有身穿战衣。
他便讥笑大卫说：
“来吧！我将你

的肉给空中的 
飞鸟，田野的 

走兽吃。” 



大卫对歌利亚说： 
“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军之神
的名。今日神必
将你交在我手里，

因为争战 
的胜败全在 

乎神。” 



大卫急忙迎着
歌利亚，往战
场跑去。他从
皮袋中掏出一
块石头来，用
机弦甩去，打
中歌利亚的额。 



石子进入额内，
他就仆倒， 
面伏於地。 



大卫跑到歌利亚的身旁， 
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 
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 
们的战士死了， 
就都逃跑。 



扫罗王看见大卫满有
勇气，就立他作战士
长，众百姓和扫罗的
臣仆，无不喜悦。 



当众人出来迎接大卫时，城里的妇女舞
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听到后甚发怒， 
不喜悦这话，从那日 

起，扫罗就怒视大卫。 



扫罗再次精神抑郁，在家中胡言乱语。
大卫来为他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 
 
 
想要刺死大卫， 
大卫躲避他三次。 



扫罗惧怕大卫，因为神离开自己，
与大卫同在。 



但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很 
喜爱大卫，如同兄弟一样。 
约拿单警告大卫说： 
“我的父亲扫罗想要杀你， 
你要去躲藏。” 



大卫的妻子把木偶放在床上， 
用被遮盖。到了半夜， 
他将大卫从窗口缒 
下去让他逃走。 



大卫要逃走到远处的地方去。在他还
没有离开之前，他和约拿单一同起誓
要互 
    相帮助。 



约拿单和大卫伤心地分离。大卫就起
身走了，逃到一个远离扫罗的地方。 
     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 



牧羊的大卫 
 

这故事是取自于圣经，那就是上帝的话语 
 

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至第二十章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章，第一百三十节 



终止 



神知道我们每人都做错事， 
神称这为罪。世人都犯了罪， 

罪的工价乃是死。 
 

  然而神却非常爱你， 
他甚至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赐给了你，

使他担当你的罪，替你死。 
所以你只有相信那位担当你的罪, 替你死而埋葬, 

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才能得救。 



如果你要悔改，得到神的赦免， 
你可以作这样的祷告： 

“神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相信耶稣替我死
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耶稣为我流血、受死、 

埋葬和复活。我现在愿意接受他作我的救主。 
我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赐给我救恩和永生。 

阿们。”你只有藉着对神话语和救恩 
的信心才能得救。  

 
在你得救以後，为了使你灵性长进， 

你每天应当  
（1）祷告 --- 你对神说话。 

   （2）读 圣经 --- 神向你说话。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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