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見賢思齊，
見不賢而內自省!

華家慶

撒上17:40-52
18:1-4
18:6-17



首先，我要解釋一下這個題目的出處。

《論語‧裏仁》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

而內自省也。」

【大意】就是看到才德兼備的人，就想向他看

齊，看到別人在品格上有缺點，就當反省自

己是否有類似的情況，有則改之，無則嘉勉。



引言：

 感謝 神！活水福音教會實在是一個蒙福的教會。

 因著【團契小組化】的異象，【小組】已經成為教會的
基石；並且在教會的成長與發展中，扮演著一個關鍵性
的角色（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廣傳福音、活水湧流」是教會的宗旨，也是每一個小
組盡心竭力要達成的目標。

 相信 神必定要繼續使用活水福音教會，來擴張祂的帳
幕、擴充祂的國度。

 光靠「傳福音」的熱心和聖經的知識領人信主，是絕對
不夠的；信徒屬靈的品格、生命的見證、信心的表率，
才是傳福音最有效的管道。



前言（續）：

【小組】四個主要功能：靈命造就
操練事奉
彼此相愛
廣傳福音

 雖然，四個功能都需要平衡發展，但在小組的成長過
程中，「靈命造就」卻居於首要的地位（是其他三個
功能的基礎）。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可以幫助小組提升
「靈命造就」（屬靈品格的塑造）。

 聖經中有許多好的榜樣，也有許多壞的榜樣，撒母耳
記中的三個人物：大衛、約拿單、掃羅，可以成為我
們最好的借鑒。



壹、大衛：敬畏神，尊崇神，信靠神，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
撒上 17:40-52

40 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選了五塊光滑石子，放在袋裡，就
是牧人帶的囊裡，手中拿著甩石的機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

41 非利士人也漸漸的迎著大衛來，拿盾牌的走在前頭。
42 非利士人觀看，見了大衛，就藐視他，因為他年輕，面色光

紅，容貌俊美。
43 非利士人對大衛說：你拿杖到我這裡來，我豈是狗呢；非利士

人就指著自己的神，咒詛大衛。
44 非利士人又對大衛說：來罷，我將你的肉給空中的飛鳥，甪野

的走獸喫。
45 大衛對非利士人說：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戟，我來攻

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
軍隊的 神。



46 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裡，我必殺你，斬你的頭，又將非利士
軍兵的屍首，給空中的飛鳥地上的野獸喫，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
色列中有 神。

47 又使這眾人知道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因為爭戰的勝敗
全在乎耶和華，他必將你們交在我們手裡。

48 非利士人起身，迎著大衛前來，大衛急忙迎著非利士人，往戰場跑
去。

49 大衛用手從囊中掏出一塊石子來，用機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
額，石子進人額內，他就仆倒，面伏於地。

50 這樣，大衛用機弦甩石，勝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衛手中卻沒
有刀。

51 大衛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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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戰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

52 以色列人和猶大人便起身，吶喊，追趕非利士人，直到迦特和以革
倫的城門。被殺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音的路上，直到迦特和以革
倫。



Mission: 

Impossible

那麼大衛得勝的

秘訣又是什麼呢？



一、信靠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必定得勝

 大衛深知，他是為「萬軍之耶和華的名」爭戰，耶
和華必與他同在。（V17:45）

耶20:11「然而耶和華與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
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絆跌，不能得勝。」

 大衛深信，不是倚靠用刀用槍，爭戰的勝敗完全在
乎耶和華。（V17:47）

亞4:6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
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二、使萬民都認識唯獨耶和華是上帝

 向普天下的萬民宣告，以色列中有 神

撒上17:46「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裡，我必殺你，斬
你的頭，又將非利士軍兵的屍首，給空中的飛鳥地上的
野獸喫，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 神。」

賽 37:16「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阿！
你，惟有你，是天下萬國的 神；你曾創造天地。」

賽 45:22「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因為我是 神，
再沒有別神。」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
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
我的見證。



三、勇於認罪誠心悔改與 神修復關係（撒下11∼12）

 大衛痛心疾首的禱告和他憂傷痛悔的心靈， 神都沒
有輕看。（詩51:17）

 神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罪，自父及子直到三
四代。（民14:18）

***********************************

王上 15:5「因為大衛，除了赫人烏利亞那件事，都是行耶
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一生沒有違背耶和華一切所吩
咐的」。

徒 13:36「大衛在世的時候遵行了神的旨意」。



貳、約拿單：敬畏神,愛才,惜才,捨己,是一位義薄雲天的人

撒上18:1-4

V1 大衛對掃羅說完了話，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
相契合；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

V2 那日掃羅留住大衛，不容他再回父家。
V3 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就與他結盟。
V4 約拿單從身上脫下外袍，給了大衛，又將戰衣、刀、

弓、腰帶、都給了他。

※ 撒上18:22「所以到了爭戰的日子，跟隨掃羅和約拿單
的人，沒有一個手裡有刀有槍的，惟獨掃羅和他兒子
約拿單有。



約拿單和大衛的友誼建立在甚麼基礎上？

一、 約拿單和大衛的友誼建立在彼此對 神有專一的交托

 看約拿單在密抹打敗非利士人的輝煌戰績：

撒上13:5「非利士人聚集要與以色列人爭戰，有車三萬輛，

馬兵六千，步兵像海邊的沙那樣多，就上來在伯亞文

東邊的密抹安營。」

撒上14:6「約拿單對拿兵器的少年人說：我們不如過到未

受割禮人的防營那裡去，或者耶和華為我們施展能力，

因為耶和華使人得勝，不在乎人多人少。」

※ 結果，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



我們且將約拿單在這一場戰役中所說的話，和以
後大衛在對抗歌利亞的戰役中所說的話，兩相對
照、作一比較：

撒上14:6 約拿單對拿兵器的少年人說：「我們不如過到未
受割禮人的防營那裡去，或者耶和華為我們施展能力，
因為耶和華使人得勝，不在乎人多人少。」

撒上17:47 又使這眾人知道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
槍，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他必將你們交在我
們手裡。



二、約拿單和大衛真摰的友誼受到考驗時反而更為密切

 他們之間的友誼不容任何其它因素介入（如家庭、事業、

前途等）

撒上20:30「掃羅向約拿單發怒，對他說：你這頑梗背逆之

婦人所生的，我豈不知 道你喜悅耶西的兒子，自取羞辱，

以至你母親露體蒙羞麼。」

撒上20:31「耶西的兒子若在世間活著，你和你的國位必站立

不住。現在你要打發人去，將他捉拿交給我，他是該死的。」

撒上20:32「約拿單對父親掃羅說，他為甚麼該死呢，他作了

甚麼呢。」



三、約拿單懂得體貼神的心意（腓 2:5：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約拿單雖貴為王子，卻寧願順服 神，放下自己退居第二位

撒上23:17 對他說：「不要懼怕，我父掃羅的手必不加害於你。

你必作以色列的王，我也作你的宰相。這事我父掃羅知道
了。」

腓 2: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  知名牧師畢德生（Eugene Peterson）對這份友誼有著微妙

的觀察；他說：如果沒有約拿單的扶持和保護，大衛很可

能會完全放棄呼召，回歸到牧羊人的生活。



 鮑叔牙與管仲的故事：（管鮑之交）

《論語‧憲問》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
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
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
其披髮左衽矣。」

 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傳奇：

美國總統尼克森於1972年首訪中國。後來，他寫了一本
暢銷書，書名為《領袖們》；這本書的內容，主要是
對二戰以來，一些傑出的領袖們，作出詳盡的描述。



尼克森總統在他的著作

《領袖們》一書中，有
這樣的一段總結：「如
果沒有毛澤東，中國革
命之火可能不會燃燒起

來；如果沒有周恩來，

中國的革命可能被燒毀
，只剩下一堆灰燼。」



參、掃羅：違背神約,嫉妒,自私,陰險,是一位自食其果的人
撒上18:6-17

V6 大衛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眾人回來的時候，婦女們
從以色列各城裡出來，歡歡喜喜、打鼓擊磬、歌唱跳
舞，迎接掃羅王。

V7 眾婦女舞蹈唱和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
V8 掃羅甚發怒，不喜悅這話，就說：將萬萬歸大衛，

千千歸我，只剩下王位沒有給他了。
V9 從這日起，掃羅就怒視大衛。
V10  次日，從 神那裡來的惡魔，大大降在掃羅身上，他

就在家中胡言亂語。大衛照常彈琴，掃羅手裡拿著槍。



V11 掃羅把槍一掄，心裡說：我要將大衛刺透，釘在牆上。

大衛躲避他兩次。

V12 掃羅懼怕大衛，因為耶和華離開自己，與大衛同在。

V13 所以掃羅使大衛離開自己，立他為千夫長，他就領兵

出入。

V14 大衛作事無不精明，耶和華也與他同在。

V15 掃羅見大衛作事精明、就甚怕他。

V16 但以色列和猶大眾人，都愛大衛，因為他領他們出入。

V17 掃羅對大衛說，我將大女兒米拉給你為妻，只要你為

我奮勇，為耶和華爭戰。掃羅心裡說：我不好親手害

他，要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



一、「嫉妒」是人際關係的致命傷；是同工之間
的絆腳石（V18:6-9）

 掃羅因大衛的成就和他的才幹而視他為眼中
釘，從此失去了一位忠誠的幹部。

雅3:16「在何處有嫉妒、分爭，就在何處有擾亂
和各樣的壞事。」



二、「嫉妒」使人產生惡毒的心思；使人陷入致命的傷害
（V18:15-17）

太27:18「巡撫原知道，他們是因為嫉妒纔把他解了來。」

太27:22「彼拉多說：這樣，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我怎麼辦他呢；
他們都說：把他釘十字架。」

太27:23「巡撫說：為甚麼呢，他作了甚麼惡事呢。他們便極力的
喊著說，把他釘十字架。」

太27:24「彼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
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罷。」

太27:25 眾人都回答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早先，掃羅就已犯下兩大錯誤，這也就是他被 神所厭棄的兩個
主要原因：

第一：擅自獻上燔祭（撒上13:5-14）
撒母耳吩咐掃羅要等待七天，他會親自來獻祭；掃羅沒有等

到第七天結束，就不耐煩，擅自獻上燔祭。

第二：違背 神的命令（撒上15:1-23）
V9 「掃羅和百姓卻憐惜亞甲，也愛惜上好的牛、羊、牛犢、

羊羔，並一切美物，不肯滅絕；凡下賤瘦弱的，盡都殺了。」
V10 「耶和華的話臨到撒母耳說：」
V11 「我立掃羅為王，我後悔了，因為他轉去不跟從我，不

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憂愁，終夜哀求耶和華。」



結論：

 學習大衛，全然敬畏 神、信靠 神

 學習大衛，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學習大衛，成為一個真正悔改的人

聖經的教導：

「因為大衛，除了赫人烏利亞那件事，都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正的事，一生沒有違背耶和華一切所吩咐的。」（王上 15:5）

保羅在彼西底的安提阿講道時，以下面一句話為大衛的一生

作了總結：

「大衛在世的時候遵行了神的旨意 .... 。」（徒 13:36）



 學習約拿單，把友誼建立在主裡的契合

 學習約拿單，友誼受到考驗時更加堅固

 學習約拿單，看別人比自己強存心謙讓

聖經的教導：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腓2:3）

※ 一個真正謙卑的人，每當他來到 神的面前時就會覺得

自己什麼都不是。

「祂從灰塵裏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使他們

與王子同坐，得著榮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屬於耶和華，

祂將世界立在其上。」（撒上2:8 ）



 以掃羅「嫉妒」之心警惕自己，「欣賞」別人的長處

 以掃羅「勉強」之舉警惕自己，「等候」 神的時間

 以掃羅「悖逆」之罪警惕自己，「聽命」更勝於獻祭

聖經的教導： （撒上15:22 ）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

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神所重看的，並不是我們所作的，乃是我們在祂面前的

順服。這是每一個事奉祂的人，都必須牢牢記住的。



 以掃羅「惡言」之口警惕自己，「隨時」說造就的話

掃羅的惡言：（撒上20:30-31）

「掃羅向約拿單發怒，對他說，你這頑梗背逆之婦人所生的，
我豈不知道你喜悅耶西的兒子，自取羞辱，以至你母親露體
蒙羞麼。」

「耶西的兒子若在世間活著，你和你的國位必站立不住。現在
你要打發人去，將他捉拿交給我，他是該死的。」

聖經的教導：（弗4:29）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
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禱告


