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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在掃羅還是當以色列王的時 
候，在伯利恆城裡，有一個牧羊的童
子名叫大衛。 



大衛同他的七個哥哥幫助看管他們父親
的羊群。雖然大衛是最幼小的，但是他
卻很強壯和勇敢，並且他信靠以及 
敬愛神。 



有一次，當大衛正在看管羊群的時候， 
               來了一隻獅子，從羊 

群中銜走一隻羊羔。 
大衛就追趕它， 

                       將羊羔從牠 
口中救出來。 



然後大衛就揪著獅子
的鬍子，將牠打死。
大衛知道神大大的幫

助他勝過獅子。 



撒母耳為了掃羅 
王的失敗而傷心。 

神對撒母耳說： 
“你為他悲傷要 

到幾時呢？ 



我差遣你往伯利恆人耶
西那裡去﹔因為我在他
眾子之內，預定一個作
王的。”  耶西就是大衛
的父親。 



雖然撒母耳害怕掃羅
王會因妒忌的心將他
殺死，但是他還是遵
從神所吩咐他的。 



撒母耳到達伯利恆
後，耶西就叫他的
七個兒子來從撒母
耳的面前經過。 
撒母耳對耶西說： 
“這都不是神所揀
選的。” 還有最幼
小的大衛正在放 
羊，他們就打發 
人去叫他來。 



大衛從外面進來，
神就對撒母耳說：
“這就是他， 
你起來膏他。” 



神的靈離開掃
羅，他就受盡
了折磨。 



他的臣僕就打發人去找一個善於彈琴的
來，當掃羅心裡擾亂時，他能夠藉著彈

琴來使掃羅平靜下 
來。他們就找了一 

個少年 人來， 
你猜得出這 
少年人是誰 
嗎？這就是 

大衛。 



大衛就拿琴用手而彈，掃羅
便舒暢爽快。他叫耶西讓 
大衛住在宮殿裡事奉他。 
從此之後，每當掃羅精 
神抑鬱或感到恐懼， 
大衛為他彈琴， 
他的痛苦就 
離開他了。 



大衛有時離開掃羅回到伯利恆，放他
父親的羊。這時候，以色列人和非利
士人作戰，大衛的三個哥哥也跟隨掃
羅出征。有一天耶西叫大衛將食物送
到營裡去，交給他的哥哥們，並問候
他們。 



非利士人的軍隊當中，有一個叫歌利
亞的，他比平常人高大得多，像個巨
人。 



以色列的軍人都很恐懼他。 



歌利亞大聲對以色列人呼喚說：“你們
叫一個人出來與我戰鬥。他若能將我殺

死，我們就作你們的僕人﹔我 
若勝了他，將他殺死，你們就 

作我們的 
                          僕人， 
 

                         服侍 
                      我們。” 



掃羅和以色列人聽見歌利亞的
這些話，就驚惶，極其害怕。 



大衛對掃羅說：“人都不必因非利士
人膽怯。你的僕人要去與那非利士人
戰鬥。”掃羅聽見後就把他的戰衣給
大衛穿上，又給他戴上銅盔。大衛把
刀佩在戰衣外，不能走動，因為素來
沒有穿慣，於是他將戰衣除掉。大衛
在溪水中挑選了五塊光 
滑石頭，拿著 
甩石機弦，就 
去迎那非利士人。 



歌利亞看到來與他作戰的既是一個少
年人，並且沒有身穿戰衣。 

他便譏笑大衛說： 
“來吧！我將 
你的肉給空中 

的飛鳥， 
田野的走 
獸吃。” 



大衛對歌利亞說：“我來攻擊你， 
是靠著萬軍之神的名。 

今日神必將你交在 
我手裡，因為 
爭戰的勝敗全 

在乎神。” 



大衛急忙迎著歌利亞， 
        往戰場跑去。他從皮袋中掏出 
                    一塊石頭來，用 
                    機弦甩去，打中 

歌利亞的額。 
石子進入額內， 

他就仆倒， 
面伏於地。 



大衛跑到歌利亞的身旁， 
將他的刀從鞘中拔出來， 
殺死他，割了他的頭。 
非利士眾人 
看見他們的 
戰士死了， 
就都逃跑。 



掃羅王看見大衛滿有勇氣， 
就立他作戰士長， 

眾百姓和掃羅的臣僕， 
無不喜悅。 



當眾人出來迎接大衛時，城裡的婦女舞
蹈唱和說：“掃羅殺死千千， 

大衛殺死萬萬。” 掃羅 
聽到後甚發怒，不喜 
悅這話，從那日起， 

掃羅就怒視大衛。 



掃羅再次精神抑鬱，在家中胡言亂語。
大衛來為他彈琴，掃羅手裡拿著槍， 

 
 

想要刺死 
大衛，大衛躲 
避他三次。 



掃羅懼怕大衛，因為神離開自己，
與大衛同在。 



但是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卻很喜
愛大衛，如同兄弟一樣。約拿
單警告大衛說：“我的父 
親掃羅想要殺你， 
你要去躲藏。” 



大衛的妻子把木偶放在床上，
用被遮蓋。到了半夜，她將大
衛從窗口縋下去讓他逃走。 



大衛要逃走到遠處的地方去。在他還
沒有離開之前，他和約拿單一同起誓 
       要互相幫助。 



約拿單和大衛傷心地分離。大衛就起
身走了，逃到一個遠離掃羅的地方。 
        約拿單也回城裡去了。 



牧羊的大衛 
 

這故事是取自於聖經，那就是上帝的話語 
 

撒母耳記上第十六章至第二十章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 
詩篇第一百一十九章，第一百三十節 



終止 



神知道我們每人都做錯事，神稱這為罪。
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價乃是死。 

 
然而神卻非常愛你，他甚至把自己 
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都賜給了你， 

使他擔當你的罪，替你死。 
所以你只有相信那位擔當你的罪,  

替你死而埋葬, 神使他從死裡復活的耶穌, 
才能得救。 

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如果你要悔改，得到神的赦免，你可以作這樣
的禱告：“神啊，我知道我是個罪人。 

我相信耶穌替我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耶穌為我流血、受死、埋葬和復活。 

我現在願意接受他作我的救主。 
我感謝你赦免了我的罪， 

賜給我救恩和永生。阿們。”   
你只有藉著對神話語和救恩的信心才能得救。  

 
在你得救以後，為了使你靈性長進， 

你每天應當  
（1）禱告 --- 你對神說話。 

   （2）讀 聖經 --- 神向你說話。 
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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