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卫打败了歌利亚，但耶稣打败了
撒旦

撒母耳记上 17：1-11;16, 26, 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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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西克斯牧师

我們今年正在研究新城教理問答中的52個問題，因為這是對我們作為基督徒所相信的内容一個很好的總結。

我现在要读问题22，然后让我们一起读答案。

問22：為什麼救贖主必須是真正的⼈？

在⼈性中，他可以代表我们完全遵守整个律法，并替⼈的罪受到惩罚;

⽽且这样他才可能会同情我们的软弱。

介绍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 他成为人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 為了幫助我們了解耶穌的勝利，我

想看看關於大衛和歌利亞的著名故事。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所以请听我从撒母耳记上第17章读这个故

事。

撒母耳记上 17：1-11;16, 26, 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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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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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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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客勒；

6 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

7 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客勒。 

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

8 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 

“你们出来摆列队伍作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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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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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我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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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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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

26 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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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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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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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扫罗对大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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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大卫对扫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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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我就追赶它，击打它，将羊羔从它口中救出来。 

它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它的胡子，将它打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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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大卫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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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 

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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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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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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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

41 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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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

44 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

45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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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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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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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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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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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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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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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

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生命和真理的源头。 耶稣，我们敬拜你，因为你充满了怜悯和爱。 圣

灵啊，请敞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改变。 阿们。

我把这个信息分为两部分。

A部分.大卫做了什么，这意味着什么。

B部分.基督做了什么，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A部分.⼤卫做了什么，这意味着什么

我将这样概述这些事件：人，敌人，问题，胜利。

1. 人。 

大卫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这是圣经中的一种模式。 上帝经常选择最小的儿子，而不是最长或最强壮的儿

子。 例如，想想约瑟。 约瑟是最小的，但神使用约瑟来拯救他的家人和埃及的每个人。 约瑟和大卫都是

聪明、勇敢的年轻人，他们信靠主。 大卫对神的信任是他最重要的价值，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

2. 敌人。 

歌利亚是非利士人，是以色列的敌人。 非利士人与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不是同一族人。 旧约中的以色列与今

天的以色列不同。 它们具有相同的名称，但它们并不相同。

歌利亚是一个高大的，傲慢的，可怕的人。 歌利亚侮辱大卫、扫罗王和以色列军队。 歌利亚也是神自己的

敌人。 歌利亚以非利士人主要的神达贡的名义咒诅大卫。

达贡和上帝在这个故事中处于竞争之中。 假神和独一真神各由一个冠军代表。 冠军们都声称他的神会赢。

两个人正在对阵。 但大卫在第27节中说：“耶和华使人得胜。”

3. 问题出在哪里。 

大卫似乎面临着不可逾越的困难。 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没有人能打败歌利亚。 从对歌利亚的体型和武器的

详细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整整40天，整个以色列军队因惧怕歌利亚而瘫痪。 扫罗王对大卫没有信

心。

请看第33节。



33 扫罗对大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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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利亚当然不相信大卫能打败他。 歌利亚在43-44节中这样说：

43 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 

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

44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

没有人相信大卫。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吗？ 如果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么也许解决方案就是大卫需要相信自

己。 那将是迪士尼电影版的故事，对吧？ 沃尔特·迪斯尼自己说：“如果我们有勇气追求的话，我们所有

的梦想都可以成真。

我们愿意相信这一点。 我们想成为英雄！ 你认为大卫是一个迪士尼英雄，他“追随他的心”且“忠于自

己”吗？ 这个故事是在教导我们，大卫“追逐梦想”并“在自己里面”找到得胜的勇气吗？

不，大卫不是英雄，因为他相信自己。 大卫相信他的神。 这是他胜利的根源。

4. 胜利。 

对神的信心是大卫力量的根源。 他在第37节中说：

37 大卫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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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要你们记住的第一件事：解决歌利亚这个问题的不是大卫的勇气，而是大卫的信心。 這就是為什麼

大衛不穿掃羅的盔甲，也不使用他的武器。 这个故事强调了大卫的软弱和脆弱。 上帝安排了耶西最小的儿

子面对像歌利亚这样的人形坦克。

这个故事的信息与我们在腓立比书4：13中发现的信息一样。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信心不是力量，我的朋友们。 信心是软弱，紧紧抓住那力量。 信心的反面不是不信。 信仰的反面是自力

更生。 信心是你的软弱，紧紧抓住神的力量。 大卫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所以他依靠神得胜。

请看第48节。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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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对神保护他的能力充满信心。 這就是為什麼大衛会往危险的战场跑去 战斗很快。 这似乎很容易，就

像耶利哥的城墙在一瞬间倒塌一样。 歌利亚倒下后，大卫用歌利亚自己的剑砍掉了他的头。 我敢肯定，以

色列军队里的每个人都在大喊大叫，庆祝大卫的所作所为。

但这是神的胜利。 大卫从不把功劳归于人。 大卫在45-47节中说：

45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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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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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朋友们：“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 你有没有试过改掉一个坏习惯？ 停止做一些你知道你不应该

做的事情？ 有时人们会这样说： “哦，那个瘾就是你的歌利亚！ 你需要坚强和勇敢。 像大卫一样，然后

你就会打败那个巨人！

为什么这无济于事？ 因为我们的罪是一个比歌利亚更大的问题。 我的罪太大了，我不能靠自己打败。 我

的心喜欢犯罪——那是我真正的问题。 我的问题不是一个站在山谷对面的巨人。 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在我

的心里。 如果“像大卫一样”是我战胜生活中挑战的唯一盼望，那么我就有麻烦了。 它不会像迪斯尼电影

那样成功，我向你保证。

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告诉你该做什么，但它们没有给你去做的能力。 這就是為什麼道德主義和律法主義總

是讓你感到絕望和挫敗。 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告诉你要依靠自己来解决你的问题。 因此，当你失败时，你

只能责怪自己。 而这正是撒旦想要你去的地方。 撒旦希望你感到孤独，挫败，没有神，没有盼望。 我的

朋友们，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福音提供了盼望、得胜和新生命。

约翰一书5：12这样说。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B部分.基督做了什么，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当基督为你做你自己不能做的事时，你生命中就会经历得胜。 当你手无寸铁地来到神面前，对自己没有信

心时，你就找到了得胜。 当你降服于耶稣时，你就找到了得胜。 只有耶稣才能打败你心里和我心里的仇

敌。



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最终还是关于耶稣的。 整本圣经都是关于耶稣的。 如果我们想正确地理解旧约，我们

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段经文如何把我引向耶稣？

大卫作为一个冠军，一个代表他的人民的人而战。 大卫的胜利或失败影响了每个人，即使他们没有战斗。

如果大卫输了，整个军队就输了。 以色列人将成为非利士人的奴仆。

同樣地，亞當是全人類的代表。 当亚当面对罪恶和死亡时，他输了。 亚当的失败变成了我们的失败。 罪

和死被转移到他所有的后代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来就有原罪。

罗马书5：12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

感谢神，耶稣修复了亚当所打破的地方。 耶稣也作为我们的代表上了战场。 耶稣是亚当的儿子，也是大卫

的儿子。 耶稣与撒旦作战，撒旦是邪恶和罪恶的捍卫者。 耶稣代替我们与死亡和邪恶作斗争，耶稣赢了。

听听保罗在罗马书5：18中所说的话。

“18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19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福音是好消息，因为它告诉我们，耶稣是杀死那位对我们来说太强势的巨人的那一位！ 告诉我“像大卫一

样”并不是好消息。 如果我相信我的天赋、能力和力量，那么我就有麻烦了。

我们不是我们故事中的英雄。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想成为超级英雄。 但是听着，我的朋友们，你们不是蝙

蝠侠。 你是罗宾！ 你不是卢克·天行者或莱娅公主。 你是伊娃族！

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软弱，让耶稣成为英雄。 这就是我希望你们记住的教训。 大卫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好

榜样，如果我们记住大卫是一个有缺陷的英雄的话。 大卫需要一位救主，就像我们一样。

诗篇51篇的大卫是我们应该效仿的榜样。 我们之前听过。 这些是圣经英雄的话，而不是漫画书中的超级英

雄。 请听诗篇51：10-12。

“10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11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12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这就是上帝所珍视的那种谦卑和依靠。 甚至耶稣自己也是谦卑的，依靠父的。 听听耶稣在约翰福音5：30

所说的话。 “我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

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大卫也知道他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大卫依靠神成为英雄。 当你读到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时，要克制把自

己放大卫的位置上的诱惑。 如果说我们真的在这个故事中的任何地方的话，那你和我实际上也只是观看战

斗的士兵而已。

想象一下自己在军队里。 你因恐惧而瘫痪了40天。 你无助地看着大卫打了一场你永远无法取胜的战斗。

现在想象一下耶稣死那天你也在耶路撒冷。 你看着耶稣背着十字架和我们的罪孽穿过街道。 你无助地与门

徒站在一起，看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作为我们的代表进入战场，就像大卫一样。 耶稣与撒旦、罪、死亡与邪恶争战。 我们的罪与耶稣一起

被埋进地里。 因此，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自由、得胜、被饶恕和新生命。

你相信吗？ 你相信耶稣会成为你的代表吗？ 你会让他赢得你永远无法赢得的打败罪的胜利吗？ 耶稣知道

我们的罪问题太大了，我们无法解决它。 這就是為什麼耶穌挺身而出，與我們的敵人作戰。

耶稣为把我们从撒旦的囚禁中释放出来而争战。 耶稣可以把你从自己的罪中解救出来，使你成为他的门

徒。 我们现在被他的声音所俘虏，圣灵活在我们心中。

每个星期天，他的门徒都聚集在这里庆祝他的复活和胜利！ 我们就像一个国家的百姓都跑到街上跳舞，就

像他们赢得了世界杯一样。 虽然他们只看了比赛。 我们跳舞和唱歌来庆祝耶稣的得胜，他是我们真正的英

雄。

今晚我們都將離開這個教會，面對我們自己本周的争战。 但是，我们并不是独自面对它们。 我们带着对神

的信心离开教会。 本周我们可能会感到虚弱和无助，但我们从不孤单。 我们从来都不是没有盼望的。 因

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为我们赢得了胜利。

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耶稣，谢谢你。 我们没有大卫那样的勇气和信心。 感谢你向我们表明，大卫信靠的是主，而不是他自己。

感谢你提醒我们，神的大能通过大卫的软弱和信心在运行。 圣灵啊，求祢帮助我们信靠耶稣的力量。 因



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我什么都能做。” 我们奉耶稣大能的名祷告，耶稣是我们的英雄和救主。

阿们。

One Voice Fellow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